
Acknowlegemnt:Mr.Tehching Hsieh
Image is not for commercial use

今期主題： 

尋找公共藝術
Look For Public Art
--Street  Fighter：Graphicairlines
--Public Sculptor：Antony Gormley
--Public Architect：Maya  Lin

700+

f Find us on
Facebook

建議售價＄11

Created by Jake Oliver Fishman

CultamapDec2010.indd   1 12/5/10   1:36:30 AM



CultamapDec2010.indd   2-3 12/5/10   1:36:33 AM



  

CULTaTRACY

藝術評賞與通識
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文化地圖》主辦，香港
浸會大學人文學課程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協作的 
「藝術評賞與通識工作坊」已在11月27日圓滿結
束。在此感謝各位中學老師的參加，浸會大學人
文學課程、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與《文化地圖》的全
體仝人、計劃顧問與各位導演的鼎力協助。劉建華 
（2007年獲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評論組別的「傑
出青年藝術獎」）與老師在分享會對本會出版與課
程的意見，本人謹此致歉和盡力作出改善。有關的
教材與筆記正在作最後整理與編寫，學校如欲索
取，請透過電郵或致電本機構查詢。

劉建華提到當代藝術與時代脈絡息息相關。如果我
們只顧以藝術史的角度作評賞是不足的。市面很多
藝術史書往往把藝術抽離於當時歷史情境，以致評
賞流於以作者中心論的方法進行。作者中心論述是
現代藝術（modern ar t）的特點，但我們已走到後
現代藝術（post-modern art）的今日，應該問甚麼
是藝術？藝術早已不再是放在藝術館內被定性為經
典方才是藝術品。日常生活有很多有意思的事物也
有其美學，值得欣賞。若果藝術教育只管重複以藝
術史角度評賞前人說過無數經典是如何經典，那只
是再次把她捧上神壇。他認為以通識切入藝術評賞
可走出現代藝術的詮釋方向，讓藝術與不同的情境
連繫，豐富了的，是個人的內涵。未必經典才是藝
術，從現實生活中尋找有意思的事物或文化現象作
評賞也有意思。教育局與考評局近日在公開場合為 
3-3-4視覺藝術的trail marking在評分標準上未達成
共識，老師在臨近學生遞交首份portfolio的時候遇
到此情此景，不知如何是好。老師為考核擔憂，但以
有願景的藝術教育理念培育學生也是大家所關心
的。

「藝術評賞與通識工作坊」徵文比賽
「藝術評賞與通識工作坊」徵文比賽分三階段進
行。第一階段已完成評分，由今期開始連續7期， 
《文化地圖》將刊出中學生與大專生的作品與工作
坊花絮。第一階段評審，本會感謝香港浸會大學人
文學課程主任朱耀偉教授為我們批改。有關評語將
隨文附上，同時我們也會把其他與評賞相關的資料
告訴大家，希望學生有改善的空間。

「清明上河圖」Ｎ 個看的方法
「智慧的長河」在香港掀起全城哄動，正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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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通識討論議題。劉建華對此現象評為媒體
景觀（media spectacle）。你呢？如何看？梁美萍
博士在分享會中便以庶民生活為題，以不同版本的 
《清明上河圖》去討論不同時代背景的庶民生活。
《清明上河圖》在不同時代有不同表現形式，還
有不同的觀看方式。其形式與內容之間不斷轉變，
再不是原作，而是一次再一次的再創造（re-cre-
ation）。她笑說：「你們在博覽館（「智慧的長河」）
所看到的（民間）熱鬧情況不是來自《清明上河
圖》，而是觀眾自己（的熱鬧喧嘩聲）。如此熱鬧，
觀眾是如何欣賞《清明上河圖》？拿著相機狂拍
照，然後回家看。觀眾雖在場，不代表他們是在場觀
看。這種觀看方式，跟拿著一幅卷軸式的中國畫獨
自沉思，已是兩回事……」

在博覽館我們看到很多「愛國一天團」的自由行也
來看「智慧的長河」。今期訪問了「智慧的長河」創
作者于正，早年已開始研究《清明上河圖》的香港
人趙廣超。我們還走訪了《麥兜響噹噹》內《清明上
河圖》一段的製作人桂濱。于正與桂濱，兩人不約而
同的希望製作要忠於原著，為甚麼呢？可以嗎？趙
廣超是我的老師，對忠於原著有他另外的看法。我
張大眼睛，把大頭湊近老師，他想了一想，叫出我的
名字。好開心呀！那麼多年不見趙老師，他對我說：
「我把學生都當作我的親人，Tracy，你不可以為了
出版而出版CULTaMAP，你一定要維持你的熱誠去
辦好CULTaMAP。知道嗎？」

「清明上河圖 」 的n個看的方法． 
Ways Of Seeing:  
“The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1 宋人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2 動態版《清明上河圖》 
3《麥兜響噹噹》片段 
4 一間電話公司中港兩地通訊服務宣傳海報

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從上海抵港，掀起購票熱
潮，預計入場人數達100萬。趙廣超老師開玩笑說：
「如果選舉投票有這麼多人就好了。」你看過《清明
上河圖》了嗎？請問「郁得」你點睇？「唔郁得」你
又點睇？其實「郁畀你睇」，你是看多了嗎？還是看
少了呢？這次，CULTaMAP帶你look 1 look《清明
上河圖》的多個ways of seeing！一起看看為了麥
兜而製作3D版《清明上河圖》的桂濱、這次動態版 
《清明上河圖》的項目總監于正、研究《清明上河
圖》原畫的趙廣超以及一個小四生的眼中，看到怎
樣的《清明上河圖》吧！

四個虹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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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啟事：

Vol.9 / 2010 Look 1 Look 藝評．活在當
下《讓評論在生活中自由行走－－專訪
藝評人劉建華》中提及的藝評人Robert 
Hills，名稱有誤，應為《時代》雜誌藝評人 
Robert Hughes。另外，Martin Tyler是英
國著名足球評論員，非藝評人。

文中英文單詞discription的拼寫有誤，應
為description(描繪，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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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清明上河圖》中一隻豬的產生
──專訪《麥兜響噹噹》製作人桂濱

文： 伊芙

麥子，名兜，字仲肥，是《清明上河圖》（《清》）
裡的一隻豬。《麥兜響噹噹》（《麥》）出現了約兩
分鐘的3D版《清》片段，比世博動態版更早運用高
科技再現這幅重量級中國名畫，可算是土產動態版
《清》。世博版《清》裡「小孩追豬」的片段活靈活
現，不過「同豬唔同命」，《麥》的動畫導演桂濱說：
「其實這隻豬在整幅畫之中很微不足道，沒有很大
重要性。」那麼，麥兜這隻豬呢？

本土與傳統
一個長鏡頭，橫掃一望無際的郊野，3D的大樹、河
流、船隻，再進入繁華的鬧市，商鋪林立。在著名的
虹橋，大船要從橋洞經過的一幕，多麼宏大震撼的
場面！然後，我們看到麥兜，一隻豬。這是反高潮
嗎？麥兜，是香港本土動畫的主角，土生土長的香港
豬，正宗香港製造。《麥》故意把本土元素結合中國
傳統文化，把麥兜放置在《清》的背景中，敍述他在
遙遠的宋代發明你和我都熟悉不過的：打呵欠、打
包、信用卡、自動提款機、超級市場。幽默吧？如果
你懂莞爾，就懂得那種古與今交錯的落差了。

「兩睇」
究竟看土產動態版《清》與世博版《清》有甚麼分
別呢？桂濱說，這兩個版本的背景和出發點都不
同。世博版《清》以保留原畫為目的，重現整幅名
畫。土產版《清》只節取了畫的部分片段，把麥兜放
進場景中。雖然都要考慮畫作的原汁原味，不過，相
對來說他們的發揮空間較大。畢竟，《麥》是一個環

繞麥兜的故事，麥兜才是主角。有時候，某些人物阻
擋了麥兜，他們只好要路人「借過」，巧妙地把他們
推開，為這隻豬開路。而且，看世博版《清》是觀眾
自己走到畫的面前欣賞，最多有定點導賞員服務；
土產版是電影媒介，鏡頭就是活生生的導賞員，帶
領著觀眾的眼睛。

土產也好，中國製也好，都是動態版。顧名思義，就
是「郁得」。這也是藝術欣賞的新體驗。桂濱說： 
「畫需要很大的想像，看畫時腦裡要『倒帶』，想
像人物怎樣活動。動畫不同，直接『郁畀你睇』。藝
術需要邀請觀眾想像，不過，動畫就為觀眾多走一
步。」

Reference + Imagination = Artwork (product)
不要以為創作就只是天馬行空，製作《麥》這個片
段，桂濱說他除了參照原畫外，亦仔細研究趙廣超 
《筆記清明上河圖》的解說。片段的成功，就在創作
與參照的平衡。《麥》的《清》片段既像《清》，又不
完全是《清》。他說：「如果發揮得太過，人物的活
動完全錯誤，那麼這個動態版的意義就會減少。」在
《麥》片段前，雖然也有人嘗試用3D呈現《清》，不
過卻失去了原汁原味的感覺。人物活動全錯，而且畫
面的色彩、光影過於真實立體。他說，look & feel是
重要的。所以，《麥》片段故意放棄動畫那種擬真、
色彩鮮明的特點，而根據原畫的色調。

無疑，想像是重要，不過，「識得抄」也很重要。桂
濱說：「現在做發明家比十年前難多了。」桂濱是創
意工業Many Many Creations的創辦人，怎樣才可
以既滿足客人要求，又做創作呢？他的秘方是：要懂
得參考前人的創作，再加入自己的元素。兩者缺一
不可。「商業很多時候需要參考，是mix & match，
不過沒有創意就變成follow了。」而這次《清》片段，
沒有前人像樣的動畫版作參照，就只有在原畫上以
意創造。

八卦事：製作《清明上河圖》人物與兵馬俑
《清》的人物眾多，有沒有發現哪幾個人臉蛋一
樣？哪幾個的身又很相似呢？原來，製作《清》
的人物跟秦始皇造兵馬俑差不多！每個人物都要
作細緻的考量，不過，都會製造一套人物的頭、
頭髮、臉、手、身、腳作基礎。然後透過不同的搭
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成千上萬不同的人
物就出來了。

《麥兜響噹噹》中3D《清明上河圖》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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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年輕了
──訪問動態版《清明上河圖》項目總監于正

文： 麥凱淇

因為動態版《清明上河圖》（《清》），于正的名字
或許比原畫家宋人張擇端更廣為香港人熟悉。也因
為「郁得」，彷彿讓古畫「返老還童」，跨越與年輕
人的代溝。原來，製作動態版的團隊都是八十後，于

正笑言只有自己是79年，差一點也是八十後。他說，
歷代摹畫《清》的人不少，到了現在，這一個八十後
的年輕團隊是以新的方式作傳承。如果你看《清》只
看到「一隻船過不了虹橋」、「小孩追著小豬，很生
動」，又或是「會郁囉！」，那麼，不如換一幅「差一
點八十後」的年輕眼鏡，再看看吧！

尊重經典與創新
動態版《清》的製作計劃在兩年前開始，當時，于正
要創作這個16000米的展覽，收到的只有16字真言：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師法自然，和而不同」。他
說，「當時心裡想的是一個字要造1000米啊！我們
這群年青人甚麼也不會，是有知識沒文化的一代，只
懂得多媒體。」但是，這個年青人卻本著尊重經典的
心，運用想像和創新完成了這項工程。

看過動態版《清》的日夜變化，都會驚嘆吧？繪畫
捕捉的只是一瞬間，製作日景卻需想像人物持續活
動的情態！還好，透過仔細觀察原畫，也是有跡可
尋，最後尚有專家把關。夜景則需完全依靠聯想了！
于正說，夜景的大牌檔是原畫沒有的。製作這些桌
椅時，更遇到難題：3D製造的桌椅太像真了，放置
在散點透視的中國畫中，反而不倫不類。于正於是
索性配合原畫，把桌椅弄得更歪一點，他戲言這是 
「散點透視的偽處理」。喂喂，這樣不怕違反原著

嗎？于正說，他們的想像本著對經典的尊重，不會
惡搞。以圓月為例，他們製作圓月時，就有專家指出
清明的月亮不應該是圓月，不過，《清明上河圖》的 
「清明」是否指清明節仍是有爭議的。沒有太多人
覺得有問題，也就不改了。求忠於原著，歷史真實卻
往往難以考據，想像就很重要了。

一些趣事
賞畫時，你有沒有順便也賞水呢？會否覺得那條虛
擬水系儼如一條大河流，以假亂真呢？于正說，他們
團隊設計這條水系時花了很多時間，幾乎都麻木了，
不能判斷它是否像真。他們一直也很想找個遊人問
問，不過始終不敢。有天，卻發現在虛擬水系上有很
多錢幣。哈！有人把錢拋到假河流去祈福了！

「動」只是一個開始
于正認為動態版《清》所以成為全城焦點是由於原
作的傑出，而且，國家館的地位注定了裡頭的作品
會受大眾關注，更坦言動態版《清》比原作缺少戲
劇性，與觀眾的互動也不足。他說，曾經想過把入場

趙廣超談創作
──專訪《清明上河圖》研究者趙廣超

雖然趙老師經常謙稱自己口齒不清，但在訪問途中
仍脫出一句：「我不曉得講Talk，但我有說服力。」
他不曉得講talk，惟聽眾卻被他生動的言辭所吸引
著，越聽越有味。他是藝術家，也是冷笑匠。他的話
抽象，卻善用不同例子輔助說明。儘管談的是《清
明上河圖》等跟歷史、文化和藝術創作有關的嚴肅
課題，然而他的分享卻毫不死板，更帶點點浪漫情
懷，彷彿在跟創作調情，和聽眾一起追尋何謂「美
與誠」。

他是趙廣超，上海世博中國館顧問團成員之一，也
是大學客席講師，著有《不只中國木建築》、《筆紙

文： 胡世君

Many Many Creations 工作環境

觀眾的樣子都放在圖中，於是大家看畫時都可以找
找自己化身畫中甚麼人物。可是，最後因為考慮人流
問題而打消了這個念頭。如果真的實行，大概沒有
觀眾捨得離開吧？非要找到自己的樣子不可！他希
望這件作品走出國門，把中國文化推廣出去。「很多
人問我原作與動態版有甚麼對比，我認為兩者不是
對立的關係。」他引Lewis Mumford《城市發展史》
的話：「文化不是由科技發明主宰的文化，而是借助
科技發明蓬勃發展的文化。」動態版除了「郁得」，
背後是關於城市、發展和文化。

關於小豬和駱駝
展覽中，人山人海，好不容易迫近虹橋，當然不可錯
過享負盛名的「小孩追豬」片段了。于正說：「大家
都很關注那隻小豬，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地方。」比
如說，駱駝。于正特別提及動態版《清》的幾個智慧
點，其中一個是「萬國咸通」，指的是絲綢之路。他
還播放了早期製作的商隊前進小片段。關於小豬和
駱駝，趙廣超老師都有提及。原來動態版《清》有十
多隻豬，而宋代每日有超過二萬隻豬送入開封給人
吃。關於駱駝，當時絲綢之路在海上，駱駝是用於茶
馬交易的。《清》有那麼多動物，大家不要只關注小
豬了。

小事不小
在于正的講座結束後，趙廣超說：「早幾天，有位同
學問我關於繁簡字的美學、文化內涵的問題，說得
有點激動。剛剛看見于正的簡報是用繁體字，令我
有點感動。」懂得細心體貼普羅大眾的閱讀習慣，
不固執於知識份子的理論主張；尊重自身文化而
能夠放下去設想他人，才是文化交流與傳承所說的 
「和而不同」。

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夜景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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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清明上河圖》動態版運用了現代科技去創作，
我們可對《清明上河圖》有多少種看法、演繹？而感
覺有何分別？

C: 這其實不是一個問題。就像愛情如何開始，它在
一個尋常的家庭出現、一個值得歌頌的場合出現，
既可以歷久常新，如鐵達尼號般，也可以在lab裏面
說你身體內的荷爾蒙產生變化。（愛情）這兩個字
是指一個quality，是我們在天地之間生存的一種品
質，我們每個人受其感染和感動然後向不同方向發
展，完全不需有任何形式的規限。我是詩人，我會寫
一首詩去讚頌它。我是畫家，我不會放棄畫面的色
彩。我是一個音樂家，我便會在那方面走出來……
事情在乎你關心多少，而不是「案例」般去處理。我
們在表現的時候，使用現在的媒體也只是其中一個
方法。就如在重構一個「三維」的人時，我們不必運
用西方的色彩……

K: 在《麥兜響噹噹》中，麥兜變成了主體，《清明上
河圖》變成配襯，你認為怎樣？

C: 這電影不在乎製作人或編劇知道多少，而在於
看的人可以接受多少。我認為它做得不算很理想，
但最少它懂得關懷觀眾的觀感。先把觀眾的情緒
穩住了，再向前走。但你把它上崗了，變成了剛才說
創作良知真實與否，我是否在這狀態的前面。很多 
artists說：「我大於一切」……但你也有毛病，你的
理論大於一切。你按著創作的「規律」去談。觀眾不
是買票來上課的。就像我看《雍正皇朝》電視劇，我
看得很清楚。我們為何會對此劇產生興趣？我們可
否利用這種產生興趣的情緒去發揮？我從沒有罵過
一句它的考證有問題，它很多地方都違背史實。就
像關公天天都給人去拜祭，但若說我們不拜關公了，
換上觀音，吃素可以嗎？這是世界的事，而你剛才在
說文化最前線的事，我們苛求真實的事。我們只能
說「待人以寬」。

《清明上河圖》──小四生的參觀後感
記錄：林永欣 

「場館很擠迫哩！我好辛苦才去到前面看畫。印象
最深刻的是那頭被小孩子追逐的小豬。木店也是比
較喜歡的一部份，有啪啪啪的聲響。虹橋有木在下
面承托，橋附近的水流有點急，大大小小的船隻都
要降低旗幟才能在虹橋下通過。有艘船好像在虹
橋前被卡住，有機會撞橋的樣子，不過我相信那船

最後不會撞橋，因為介紹書是這樣說嘛。我看到動
物入城，小孩在你追我逐，另外有人打架，還有人搖
腿。我比較喜歡夜景，雖然晚上的活動比白天少，
但景物卻比較好看，酒樓燈火通明，有人吃夜宵，有
人喝酒。」

其他Ways Of Seeing

關於庶民生活：
董啟章〈《清明上河圖》的反諷──民間社會如何
被偷龍轉鳳？〉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以至於動畫版的製作者
所努力秉持的精神是甚麼？是民間社會的生命力…
在香港我們早就論及街道生活的消失，代之以完全
掩蔽於戶內的商場和通道。《清明上河圖》的美好
街道生活圖景對我們來說是個『時宜相合』的諷
刺。」(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
d=463833708852&id=1304237351)

關於大國崛起：
梁寶〈感知的退化　盛世的投射─ ─人潮中的 
《清明上河圖》〉
「這種road show式回捲重播、像戶外banner ad般
萬人景仰的觀示方式，所以迎合的又是一種怎樣的
中國視點？」(http://www.inmediahk.net)

關於西九文化區：
嚴訊奇：〈世紀．Looking Glass﹕現代世界的《清明
上河圖》〉(http://www.mingpao.com/)

嗚謝：

中國畫》、《筆記清明上河圖》、《大紫禁城》、《一
起建前朝》等多部藝術作品，暢銷中港台。隨著動
態版《清明上河圖》於香港展出，他亦順理成章獲
邀為講座嘉賓，與慕名而來的市民細訴藝術創作，
《文化地圖》當然抓緊機會邀請他接受訪問。

K:你覺得在忠於原著和歷史，跟創意如何取得平
衡？

C:對創作而言，創作者完全有權決定其起點和終
點，視乎創作意圖而定。就像一張木椅的圖案，例如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們小時候當它是
床，但據考據原來是張凳，意境便完全不同了。你提
的是「考證」的問題，但即使你比我知道的多，難道
你的創作就會比我完美？若我們只是挑剔別人做得
不好的地方，那你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小人。但若
創作者有真誠的用心，錯是可以接受的。「藝術」不
是“right or wrong”，是“I like it or not”。

K: 那是代表「創作意圖」主導product嗎？就像《清
明上河圖》中添加了「月光」，你認為如何？

C: 這是一個「案例」的問題，我不適宜在這裏說太
多。但我也提及若我們處理傳統文化，就像說話般，
現在很多人稱呼我「老師」，說我「桃李滿門」，但
這四個字的意思本來便有新舊的交替。若說「趙老
師桃李滿門」是十分文雅的，但作為一個modern 
language，這既有現在也有從前的成份。但我認為
「趙老師」這三個字去得太快了，Mr. Chiu「桃李滿
門」有點尷尬，我反而在意這東西。若說創作不能
抵觸原作的尊嚴，或當小說變作電影語言時，對所
謂system　of　representation而言，（加入創作成
份）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但若那是一種惡意的扭曲，
無論是甚麼我們也不希望看見。我們必須把二者分
開，否則你便成為一個很「婆媽」的人，也缺乏創造
力。就像長江大河，既有沙石、渣滓，但不代表那河
是「錯」的。

K: Kenneth

C: 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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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Aboriginal Art為藍本的紀念品。
2 在Alice Springs隨處可見的Aboriginal， 
   其數量就如Sydney的亞洲人那麼多。
3 在飛機上看到的Uluru。  
4  Uluru + 胡世君 + 黃穎詩。 
5 由此可見澳洲政府對Aboriginal的重視程度。

步向澳洲中心

Text: 胡世君
Photo: 黃穎詩/胡世君

Blog: 青蛙語 http://hk.myblog.yahoo.com/Frog-Zone
(以背包收藏本土文化，用鍵盤記載澳洲藝術與生活。 

Kenneth胡世君的背包工作假期旅程)

期待已久，我們到達傳說中的愛麗詩泉（Alice 
Springs），它既是澳洲土著（Aboriginal）的大本
營，也是通往大紅石（Uluru/Ayers Rock，前者為土
著語言）的第一站。出發前有朋友叮囑我們，若碰到
土著不要跟他們接觸，直接離開便是。晚上我們一
行七人往街上走，遇到他們搭訕，我們仍感害怕。回
心一想，剛才跟我們分道揚鑣的兩位日本女生豈非
更危險？也許我得承認自己對Aboriginal仍有偏見，
也不了解。儘管在澳洲各地的禮品店中，我們都能
輕易找到由Aboriginal Art變奏而成的紀念品。而各
大博物館也經常展出他們的種種，唯頭腦上的理解
仍難敵心底莫名的憂慮。話說回來，雖然我曾接觸
約二十個國籍的人，卻從未交過半位土著朋友，這委
實有點可惜。

雖說是「土著」，但眾人一早已現代化，在街上、酒
吧、超市、麥當勞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聽說澳洲
政府對他們頗為保護，不管是在法例上或金錢補貼
上。而除了在某些專門出售Aboriginal Art產品的店
鋪外，我從未看過他們工作。當然，澳洲（白人）政
府的所作所為，讓Aboriginal吃過不少苦頭。自命
高等的白人在二百年前便霸佔這些原居民的土地，
操縱其活動空間和糧食供應，逼其淪為奴隸，甚至
以把下一代「文明化」為藉口，強行從父母手中搶
走孩子，然後送進宿舍或白人寄養家庭中，更不容
他們跟親生父母見面！這「被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成為澳洲白人跟土著間的一根刺，直

到兩年前陸克文（Kevin Rudd）政府才在電視直播
下，公開向受傷的心靈致歉。我不清楚Aboriginal是
否已走出昨日的陰霾，但我相信他們也跟其「聖物」
Uluru一樣，可以在生活中發出光輝。人不應因為其
族種而受到歧視，我深信。

或許你亦曾在明信片中看過Uluru，就是那長達
3.6公里、高340多米的天然巨石。在不同時段的
日光照射下，它會反射出不同顏色。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讓一眾遊人讚嘆不已，謀殺了許多SD Card 
MB數。然而若想跟它拍照，務請格外留神，因為根
據相關的Aboriginal Laws（是真正的澳洲法律），
某些被視為神聖的地方，我們既不能拍照，也不可
觸摸。儘管你不會看到騎警日夜巡邏（澳洲真的有
騎警，我尤其喜歡女騎警），但基於對相關文化的
尊重，我認為遊人也應盡量自律。不同民族文化各
異，儘管我未必理解，卻也不會「搞亂檔」。當然，
傳統文化並非牢不可破，尤其在這個全球化的年
代，我們也應學習別國優良文化。對香港人來說，我
們最少可學學澳洲人的友善：多點笑容、多跟別人
打招呼，這很困難嗎？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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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藝贊2010》 
夏日多元藝術初體驗計劃比賽

由《文化地圖》與青年廣場、生命工場合辦的《仲
夏藝贊2010》大型藝術活動，在過去的7月至9月
舉行，已經完滿結束。不過，希望帶給大家的藝術
體驗能夠延續下去！《仲夏藝贊2010》夏日多元
藝術初體驗計劃比賽 在眾多中學生優秀作品中，
順利選出17名得獎作品。得獎同學將獲贈西西女
士親手製作的毛熊或布偶，以作鼓勵，希望更多
的年輕人喜歡藝術，喜歡參與藝術活動，並從中
有所感悟。謹在此感謝西西女士及何福仁先生擔
任是次比賽的評判，感謝西西女士慷慨送出心愛
的手工熊。現公布得獎名單如下：

冠軍1名（獎品：手工熊及台灣版《縫熊志》各一）
伍辰罡 聖保羅男女中學 　　　　　中二

亞軍3名（獎品：手工熊一隻）
鄭沛雯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中四
郭活明 香港真光書院 　　　　　中四
劉穎翹 寶血會嘉靈學校 　　　　　小六

優異13名（獎品：小毛熊或布偶一隻）
丘子倫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中四
陳明心 優才書院                                     中二
葉鳴簧 Belilios Public School    中二
楊嘉敏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中四
王家豪 英華書院                                     中三
譚金花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中五
李駿浩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中五
邱和新 英華書院                                     中四
黃綺芬 聖公會諸聖中學                    中四
丁嘉敏 寶血會嘉靈學校                     小六
李朗維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小六
葉鳴弦 拔萃女書院／蘇浙小學    小六
譚靜 寶血會嘉靈學校                     小五

----《當下．活在-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2010》 
       香港文化博物館
       11月28日-2011年2月20日

----《羅浮宮雕塑全接觸藝術教育展》 
       香港藝術館
       12月10日-2011年2月20日　　　

中學生導賞團服務

歡迎各中學組團（建議全級參加，分組講解須呈交評賞報告）

查詢：2625 3603 
info@cultazine.com

CultamapDec2010.indd   18-19 12/5/10   1:36:55 AM



尋常明星
Fotopiggie   

http://fotopiggie.blogspot.com

擅長拍攝明星名人的美國著名時尚攝影師萊博維
茲Annie Leibovitz的財困新聞已經不再新鮮，當時
她把她畢生拍攝過的照片版權，抵押給一間專門做
藝術品典當的財務公司，以換取數千萬美元的貸款，
之後她跟財務公司又有好些官司糾纏著，內情太複
雜就不贅了，總而言之就是因為這些是是非非讓我
認識到，原來萊博維茲的照片在藝術市場上根本火
不起來。

主要原因是萊博維茲一向所拍攝的作品是以商業
用途或媒體刊登為主，以往對藝術市場或拍賣市場
的興趣不大，所以也沒有太多去遵循他們的遊戲規
則，例如限量版形式放晒照片，令作品在訂價方面
有困難。今年她有些經過拍賣的作品大都只是以幾
千美元成交，跟其他藝術攝影師如Andreas　Gur-
sky或Richard　Prince等以百萬美元計的成交價是
兩個境地。

其實還有一個令收藏家卻步的原因是萊博維茲的肖
像「美國」口味大重。她對照片營造本身的確有聰
慧的手段，例如把黑人女星胡比高拔Whoopi Gold-
berg泡在牛奶中，但除了有些wow factor，或是一些
美式幽默外，其實並不耐看。羅蘭巴特在《明室》一
書中提過「偉大的肖像家亦是偉大的迷思創造者」。
而我們常提及的如萊博維茲這種帶有所謂「魅力
攝影」glamorous photography成份的造像，所謂「

glamour」其實就是一種商業化了的人工迷思。我們
對這些名人的認知完全是萊博維茲所主導著，相中
人的個性顯得並不重要。也不要誤以為商業攝影注
定要跟內容深度劃清界線，讓巴特讚不絕口的十九
世紀法國著名人像攝影師納達Nadar，本身就是一
個非常吃得開的商業攝影師，跟當時的名流雅士都
混熟。他的作品有當時的文豪如波德萊爾或大仲馬
等，佈置簡單，比萊博維茲的大堆頭製作陽春了何止
十萬倍，卻讓觀眾有無限遐想的空間。

我本來以為以她拍攝的對象——我們平日難以碰面
的好萊塢巨星或保安森嚴的政客皇室——本身正正
是對收藏家一個非常好的招徠，可是這正正是一個
兩面刃，說白了，我們購買的是萊博維茲對這些名流
的accessibility，例如一向抗拒媒體的好萊塢明星
每次都要給她面子，每次要預留一兩天讓她拍攝，
嚴苛一點的說法是這種特權令她拍得出與別不同的
照片，而不是她過人的技藝。

這種accessibility帶給我們趣味裡窺私的成份比較
重，跟紀實攝影中拍攝關注對象的accessibility有
點不同。在九十年代初，英國一位年輕攝影師Nick 
Waplington以他認識的兩個關係密切的工人階層家
庭作背景，拍攝他們一家的生活小節片段，結合成
名為《Living Room》的攝影集，大受歡迎。Wap-
lington除了用彩色攝影拍攝去洗脫一向英國紀實攝

影對藍領階層悲情的描繪，還有的是攝影師不帶強
烈的社會批判意識。我們閱覽這本書時，感覺就像
自己跟他們同處一個生活空間，融入他們這些本應
是百無聊賴的生活片段。是攝影師在這兩個家庭的
accessibility減低了他介入場面的感覺。被攝的變得
旁若無人，這些淡如開水的小節也因此變得趣味橫
生。那時Waplington份屬黃毛小子一名，不知有甚
麼能耐找來已故時裝及人像攝影大師Richard Ave-
don為其攝影集撰寫前言。而有趣的是Avedon本人
有著Waplington和Leibovitz兩人某些特質在一身。

Avedon無論拍攝名人或販夫走卒，都是用同一種
處理手法，人物都置在純白佈景加上不會造成陰影
的漫射光源。但這些只是在視覺層面上的營造，最

重要的是他刻意剝奪這些名人的光環，往往是捕
捉其充滿戒備的心理鬆懈時刻、神情恍惚之間，令
他們展現出僵硬的肢體語言。他著名的拍攝計劃 
《In The American West》，用相同手法拍攝美國
西部鄉下小鎮的庶民圖像，卻反過來每人都瀰漫著
強烈的個性，自然流露，此消彼長，形成一個有趣的
對比。

明星與庶民的角色混淆，令我想起日本最近很受年
輕一輩歡迎的女攝影師梅佳代。她拍攝生活上鬼馬
有趣的百姓生活片段，以此為題的寫真集銷量有十
萬本之鉅，實在教人咋舌。無可否認梅佳代那種隨
意、不講求技藝、漫不經心的手法是自有其心得，但
若談到她這些小情小趣的作品是日本攝影界最高榮
譽「木村伊兵衛」獎的得主，可能還欠缺點說服力，
但我更相信是日本人生活在一種繃緊的節奏下，對
這種有撫平緊張心靈的照片情有獨鍾。其實看她不
久前在潮人聖地原宿表參道辦的個人展覽，玩味十
足，以自己的照片製作各式精品紀念品外（包括特
製的梅佳代牌「梅」酒），照片周圍還有梅小姐的可
愛塗鴉，也把她的狗狗造成巨型cut out剪版供遊人
拍照留念，花多眼亂，令人暈炫。我開始覺得滿屋都
是明星，不住叫人注目：有本身已是「kawaii」的梅
佳代本人、佔了觀眾好大部份的二十代潮男潮女，還
有在她書中那班寵壞了的搞鬼小伙子。

1《Living Room》by Nick Waplington。生活在這個living room， 
   我定會大喊一聲：「安靜！」
2 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 by Nadar, ca. 1863。 
   詩人波德萊爾一生被Nadar拍過不少造像，以晚年這幀顯得其城 
   府最深，讓人看不透。  
3 前總統老布殊和礦工可以平起平坐，起碼尚可以在Avedon照片 
   裡發生。
4 梅佳代拍攝的「男子」，其實是我們口中的「死靚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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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癮
  [七城影頁] 葉七城 

 http://yip7x.wordpress.com

朋友阿強（假名，像黃子華棟篤笑時常提及的阿
強，不必深究）換了部智能手機，join了個無限上網
plan，便開始染上網癮，尤其是facebook癮。朋友
聚會時，總見他不時用手指在手機面掃掃掃，刷新
facebook的頁面，有時面對面不說話，卻用最新的
apps發訊息給我，又到處拍照，然後用程式弄成懷
舊相片feel放上facebook。

一天，我說他染上網癮，稱呼他「網癮強」。他非常
不滿意這稱謂，煞有介事地send facebook inbox 
message來罵我。拒絕被稱有網癮，等於拒絕承認
沉迷上網。其實我並不將網癮當成很負面的東西，
上文所說的行為，同樣發生在我的身上。

自從買了一部iPhone後，我便經常上facebook。
因為在街外的工作時間較多，坐車或飲茶時，很自
然便會用手機上網。我不喜歡玩遊戲，除了check 
email，便是上facebook。那是一個很特別的空間，
它慢慢融入我的生活。我會在facebook的status寫
下我零碎的生活感受，有時是看電影後的感想，有

時是突然記起的一句歌詞，心中沒有特定的傾訴對
象。朋友一句留言，或一字讚好，對我來說，便是成
功溝通。這個世界越來越冷淡，見面越來越少，以
前有話想對某人說，不敢當面說，不敢打電話，不
敢send email…最終都是把話兒留在肚中。現在在
facebook一個似近還遠的媒介下，一個安全的位置
下，我先表達了我的感受，然後希望他接收到。我不
知這是否人際關係的倒退，大家樂於活在一個安全
的殼，而facebook便是那個殼，孤獨的人需要一個
殼，需要網癮。

看David Fincher的《社交網絡》（The Social Net-
work）感觸良多。為Mark Zuckerberg帶來千萬財
富的facebook，源自一個情場失敗者的衝動，一個
躲於宿舍房間的黑客，將自己感情挫折，宣洩在對
哈佛大學女生樣貌評頭品足之上。導演借《社》去
訴說一個美國夢——我看美國電影trailer，常有把
熟悉的老牛聲旁白，說This story is not about乜乜
物物，而是how far you go和how big it was。face-
book意念帶來的商業糾紛、利益衝突、友儕間的出
賣與背叛，David Fincher巧妙地避開了誰對誰錯，
以利益來衡量夢想。文學家王爾德說過：「夢想要
夠大才不會走漏眼。」這個facebook美國夢大得可
以包容一切，以金錢擺平所有難題。聽來很悲涼，但
最有效。當別人都想來分一杯羹時，也證明那個夢
夠大，人人俱看見。它走進了你我生活中，改變人與
人相處的模式。科技是冰冷的，但連結到人心，便有
一股暖意，這也是facebook成功之處，令虛擬也變
得實在。

很喜歡《社交網絡》的兩場戲，Mark開始有成時，
他去找鬧得很僵而分手的前女友Erica（正是和她
的一時之氣，啟發了facebook的雛形）。一方面想
告訴她事業正如日方中，財源滾滾來，另一方面想
重修舊好— —至少向她說聲抱歉。可惜Erica不
關心他的成績，連道歉的機會也不給他。堅盧治 
（Ken Loach）的《Looking For Eric》中有一句對
白令我很深刻：世界上令人最痛心的五個字，是“It 
doesn’t really matter anymore.”（都不打緊了）。

再大的夢，也修補不了感情的傷疤。

最後一幕，Mark發現Erica也成為facebook的用戶
了。他猶豫了片刻，按下“add as friend”的請求，然
後百無聊賴地refresh她的版面，等待Erica的最新
消息……你我或許也做過這樣的行為，在虛擬的空
間關心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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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通識評賞工作坊」徵文比賽優秀作品
「藝術與通識評賞工作坊」徵文比賽第一階段結束
啦！有好的文章，當然要公諸同好，《文化地圖》將
由今期起，連續七期為大家帶來中學生、大學生的
得獎作品，並附上評審語錄，讓大家交流學習。留心
喔！「莫欺少年窮」，不要小看這一群年輕藝評人。
最後，特別鳴謝朱耀偉教授擔任徵文比賽的評審。

計劃統籌：李嘉言
助理統籌：肖遙

助理編輯：麥凱淇
圖像編輯：李靜嫻

校對：嚴勛達

第一篇：有趣的藝術

在剛過去的暑假，我與一班友好到北京的藝術村及
藝術館參觀。對於我這個應屆高考生來說，這確是
一個令我大開眼界的旅程，讓我更能發掘到藝術有
趣的一面。

在這旅程，我看到西方藝術史對現今藝術家的影
響、藝術與個人的關係、藝術與社會的關係等。

西方藝術史對現今藝術家的創作有深遠的影響。在
我們遊走798藝術村時，我看到一件作品(圖1)深受
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的影響。超現實的特點可
大概分為三點︰體積大小的反常、質感的改變和空間
的錯配及應用「夢境」來作畫境。而這作品正正是
質感改變的例子，從表面看是普遍的樹幹，但內裡
竟然是西瓜肉。作品像在問我們觀眾：事物是否有
恆常不變的規律？「朽木」是否有其他的可能性？

經典再造的例子也有，這作品(圖2)是參考新古典主
義(Neo-classicism)畫家大衛(David)的畫作《馬拉
之死》(圖3) (The Death of Marat)。《馬拉之死》
是紀念革命者馬拉被殺害，可說是表達男人為革命
而死；而這作品(圖2)，畫家像是想透過畫中主角手
執的玫瑰來表達女人為愛情而死。

陳文俊 英華書院

我們亦發現到達達主義(Dadaism)的蹤跡。在現今
流行文化衝擊下，年青一代受漫畫及媒體影響，喜
歡機械模型；而這作品(圖4)運用了一些廢置的零件
和酒樽來創作，迎合了達達主義利用現成物(ready-
made)創作的手法，瓦解物件的功能性，純粹留意它
外形中的結構與色彩。

正因我有修讀藝術史，當看到以上作品時，我也不禁
讚嘆前人是多麼的聰明，連現今的藝術家也不能完
全擺脫前人的理論。另外，我們還看到藝術家的個
人背景亦融入到藝術當中。

這作品(圖5)是融入了藝術家的個人歷史背景。藝術
家是蘇州人，蘇州的刺繡十分著名，於是藝術家便

當中亦有藝術家透過作品反映中國現時的一些社會
問題。這作品(圖6)的題材是「蝸居」。蝸居比喻狹
小的住所，形容現代人越來越為住房問題所困擾，
為房子而奔波，但到頭來卻只能買得起不足百平方
米的小房子。

這作品(圖6)令我想起香港本土藝術家又一山人(真
名︰黃炳培)的紅白藍系列作品。他希望藉著紅白藍
袋任勞任怨、不怕風吹雨打、日曬雨淋、堅韌可靠的
特性，喚起香港人的堅毅拚搏精神。

有趣的地方實在太多，不能盡錄。總括而言，藝術的
可能性很廣，而且廣泛地涉獵到不同範疇和題材，
吸取不同的養份，但最終又能環環相扣，互相影響，
可見是多麼有趣。倘人人都能以藝術家的眼光看世
界，這世界當充滿了樂趣和姿采。

朱耀偉教授評語：論述清晰，條理分明。

利用故鄉著名的手工藝來創作，表達通過自己的文
化看國際政治形勢和反思文化間的關係。

這位蘇州的藝術家令我想起香港本土藝術家呂振光
先生，他的山水系列，畫作以全直線的抽象表達形
式來創作，而這可謂已成為他的個人標記。每每看
見一些有規律的直線也會讓人想起呂振光先生的畫
作。這可說是成功的表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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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我們都能記錄。 
我們都被裝置成可以記錄。 

表現時代，劃時代，所謂的藝術，都在記錄有關過
去，現在，與未來的事情。 

當我們正在記錄或創作記錄，我們都成了當下的藝
術人。 

是的，記錄是可以被創作的。而且，經常被創作。 
藝術人在作平面或真實的記錄；藝術家在創作或作

較真實的記錄。
 
從小學練習寫週記開始，我們都開始在記錄，主動
記錄，或被迫記錄。後來，不喜歡作記錄的人可以
選擇放棄記錄，喜歡記錄的人繼續記錄著他們認為
值得記錄的事情，甚至創作他們認為值得記錄的事
情。 

從此，我們都能記錄。 
我們都被裝置成可以記錄。
 

有人在某個階段開始拿起照相機，拍照。 

由於菲林拍一格沒一格，而且過度曝光，走光，光線
不均，總之是有關於光的種種每每是極需要技術控
制的事情，有人被迫放棄記錄。在不用為了交功課
再作文字記錄以後，完全脫離了記錄的行列。 

所有人在某個階段開始拿起照相機，拍照。 

數碼化令照片記錄彷佛變成無代價，一瞬間，我們
都成了可記錄者。 

雖然記錄者可能只是隨意拍拍，根本沒有記錄的意
圖，更沒想過要用文字為照片加上註腳或延伸，但
照片本身已訴說著時代，有人被迫成了記錄者。 

從此，我們都能記錄。 
我們都被裝置成可以記錄。 
我們的時代廣場讓我們替他記錄時代。 

第二篇：都在記錄
秦德勤   香港理工大學

藝術成了高檔次商場的配置，一心只為購物的人無
端或無辜地進入或突入了他們從未想過要觸碰的領
域。有人在拍照，不湊巧卻是注定地他們的手電也
具有拍照功能。那一刻，人人都成了藝術人。 

當我們只能從人們拿單鏡反光相機還是拿沒可能
沒有拍照功能的手機拍照的表象分辨他是藝術人還
是藝術家時，我們的城市成功達到了藝術通識。 

我們都身陷不能不記錄的時代。 

從此，我們都能記錄。 
我們都被裝置成可以記錄。 

我們不能不記錄。

朱耀偉教授評語：頗有洞見，論點成熟，但較零碎。

資助：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意見諮詢

《文化地圖》現就「藝術及通識評賞工作坊」進
行檢討，並計劃下年度的工作坊內容，歡迎你提
供意見！

請聯絡我們的計劃統籌Tracy（電郵：info@culta-
zine.com，電話：2625 3603 / 9330 3837）。

藝術評賞小貼士

想寫藝評？想學寫藝評？如果你正為寫藝評感頭
痛，《文化地圖》送你幾個小貼士！

1.平日坐車坐地鐵，看到很多宣傳海報，有沒有想
寫文章評論一下呢？不過，要注意海報評賞與一
般藝術評賞是不同的。鑑賞海報可以從設計的角
度出發，例如：作為宣傳，它吸引嗎？傳遞的訊息
清楚嗎？

2.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黃素蘭博士
及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梁美萍博士反映，
部分視覺藝術老師對334新高中學制視覺藝術科
裡所涵蓋的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多元性」的理解
有偏差。「多元性」不是藝術媒介的多樣性，所

以，大家做portfolio不用再像「執藥」一樣，甚麼
種類也放一放了，深度比廣度更重要啊！

3.美勞科與藝術科是兩碼子的事，前者重手藝，後
者呢？藝術講求創意多於手藝，所以，在創作上，
學生的深度思考如何透過作品呈現比作品本身的
製作技術來得重要。

4.我們活在當下，該如何評賞經典？2007年獲藝
術發展局頒發藝術評論組別的「傑出青年藝術
獎」的藝術家劉建華提醒我們，藝術評賞若只流
於對經典的讚賞，這與我們的生活有甚麼關係
呢？或褒或貶，都應該結合當下生活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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