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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展覽遍地開花

世界藝壇盛事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簡稱ABHK），讓本來幾近被搵錢至上的城市文化所埋沒的「藝術」忽然浮面，畫廊、藝術家、愛

好藝術，或找個不一樣的周末節目的大眾，都熱熱鬧鬧參與盛會對作品景仰一番。ABHK 於今天閉幕，其實在會展展場以外、不在

鎂光燈照射下的中上環、港島南，以至觀塘工廈的畫廊，不少皆同步舉行值得注意的衛星藝術展覽，國際級藝術家如張爽、Gregor

Hildebrandt、任日等更參與其中，讓意猶未盡的大家在小島各處留步欣賞，延續這一分對藝術的熱愛。

張爽女性佈局

美籍中國藝術家張爽（右圖）是其中一個在ABHK 之外設展的藝術家。在世界畫廊裏，她以白布所做的作品從高處懸下，一片素白

靜靜流淌，讓人直視其縐褶、摺角及觸感，恍如走入藝術家的隱密的女性世界。張爽稱這一系列以白布、砂紙等所製造的裝置及立

體畫作為「零視點」——亦是她基於文化、性別的議題，不斷自我反省探索的過程。從紛擾多變的顏料及手法濾化至今天的素白質

樸，張爽所經歷的正是一個這樣的「零化」過程。張爽的父親是內地著名的水墨畫家，所以她自小已接受傳統的國畫教育，讓張爽

認為自己不過是複製前人的技法風格。張爽於風雨飄搖的1989 年從大學畢業、經歷過天安門事件後，因有感中國景况愈趨封閉

，於是便如同許多同感幻滅的年輕人般出走海外求學。而張爽當時選擇了日本，雖然當地的文化空間讓她可作不同的藝術試驗，但

日本的傳統文化讓身為女性的她覺得倍感窒息，於是在女兒六歲的時候，張爽決定舉家移民到美國。美國的自由開放讓張爽感到前

所未有的輕盈自如：「到了美國，我終於可以大聲的笑和說話，我才可找回心裏較強烈的感受。我跟當時的丈夫分開了，因為我忽

然意識到我不需要依靠丈夫，也可以有能力擔當幾個不同的社會角色。我開始把我自身的經歷、對文化性別的思考放進我的作品裏

，並找到了屬於『零視點』的一套藝術語言。」

摒棄瑣碎繁縟

覺醒過後，張爽開始檢視過往的創作風格，並摒棄一切的瑣碎繁縟： 「以前我所畫的是華麗、表面豐富的畫，但就因為它太漂亮

了，會讓人被表面的東西所迷惑。於是我選擇用白布、砂紙等簡單的材料，顏色也只用白色，因為這樣作品的表現力更強。」比如

說，她的帳篷以一匹具伸張彈力的白布所製： 「它很輕，讓我可任意、不受限制的塑造造型。我想以此表現一種女性身體的感覺

，也以此發現自己內心掙扎及糾結。」另一件五年前在三藩市展出的裝置，以輕柔的白色軟物置於地上，但其表面卻佈滿尖刺，觀

者看着看着、像被搔進看不見的癢處： 「這是一種脆弱及暴力共同存在的表現。這件柔軟的東西看來很美，讓你很想去愛護；但

其實它感到不安、脆弱，無從接近。」張爽說，許多女性觀者本來笑說它們像屁股，但看着看着，有的就掉起眼淚來，就如無以言

喻的隱密傷痛被喚起。「我創作的時候，我只是坦誠的抒發個人感受。到後來讀到評論指我的作品表現了女權意識，我才忽然明白

原來我的創作從來都關於女權！」Personal ispolitical，身體個人從來跟社會政治正面交涉；而正正是藝術家坦誠、毫無保留的

揭示個人情感經驗，才讓我們同樣心靈震動。

Gregor Hildebrandt 磁場絮語

若張爽的作品可以其指涉女性身體的白色軟物作記認，那對德國藝術家Gregor Hildebrandt （ 右圖）而言，則是變形的黑膠、卡

式帶、錄影帶等物。Gregor 的作品正在貝浩登畫廊展出——畫廊空間四周的黑色簾幕，其實是喜劇《愛情與偶然狂想曲》的磁帶

；另一黑色的碗形雕塑，則以黑膠唱片的模型堆疊而成；而一幅幅的黑白畫作，也是Gregor 以卡式帶的磁帶、在畫布貼上又撕下

而形成的圖案。「我第一次創作卡式帶的作品是1997 年。當時我會帶一本可隨身攜帶的筆記本，蒐集不同可成為我創作靈感的事

物。」Gregor 回想說。當他希望把樂隊EinstürzendeNeubauten 的一首歌加進筆記本時，他被這難題難倒了：怎樣把音樂放入一

本簿裏呢？ 「後來我就想出了一個方法：我先以卡式帶錄下這首歌，再把磁帶剪成一段段、貼進筆記本裏。」

盛載個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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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地，這種以磁帶拼貼的手法就成為了Gregor的創作語言。「我其中一個想表達的信息是，音樂帶給我們的聽覺及視覺上的體驗

是截然不同的。」Gregor 說。所以Gregor許多作品都以歌曲、歌詞或電影名稱為名，他把他的畫作視為秘密載體，隱晦地以磁帶

形式容納音樂。卡式帶、錄影帶、黑膠，這些物件除了有記錄音樂及影像的功用外，也標誌着另一時空的維度——載下過往的記憶

及情感。所以Gregor 的作品同時也盛載個人情感、其畫作提供了一個供我們窺探他個人家居生活的窗口：某些圖案引領我們進入

他的私人空間，讓人想起手袋、襯衫以至家中沙發等等。雖然展場靜默無聲，但回憶、絮語、樂章卻在畫中纏繞繾綣。

infoGregor Hildebrandt：Coming by Hazard日期：即日至4 月25 日時間：上午11:00 至晚上7:00（周日、一休息）地點：中環

干諾道中50 號17 樓貝浩登畫廊

1 張爽混合媒介作品《視點05》（2010）。（由世界畫廊提供）

2 左邊是Gregor Hildebrandt 以錄影帶的黑色磁帶所做的簾幕，右邊的則是他以黑膠唱片堆疊起來的Schallmauer 「無盡之柱」

。cGuillaume Ziccarelli（由貝浩登畫廊提供）

3 2015 年Gregor Hildebrandt 新作Remotedark village（G. T）。（由貝浩登畫廊提供）

4 張爽於2012 年創作的混合媒介作品《0 視點3-23》，白布的縐褶影射女性身體。（由世界畫廊提供）

5 張爽五年前在三藩市舉辦的個展中展出的裝置作品，尖刺的威脅感與枕頭的柔軟造成強烈對比。

6 Gregor Hildebrandt 於2014 年創作的蝕刻作品Coming by Hazard。（由貝浩登畫廊提供）

初春焦點藝展

「元塑方案」藝術家：任日

北京新晉藝術家任日不但是一個藝術家，還是一個養蜂人。他的雕塑作品皆通過跟蜜蜂的合作方能完成。《元塑系列之一》讓蜜蜂

在世界或國家地圖上築建蜂巢；而《元塑系列之二》則在方箱內搭建木質十字結構，把蜂王放在其中心位置，再放入大量工蜂讓牠

們搭建蜂巢。但任日每隔七天將箱子旋轉一次，從而形成了不規則卻完全自然的雕塑結構。從多年來跟蜜蜂的緊密接觸及合作中

，任日明白到蜜蜂是神奇的生物： 「蜜蜂是具高度社會組織的嚴謹和邏輯性。每隻都有條不紊的工作。」而他選擇把方盒隨機旋

轉，是為了削弱藝術家主體的控制感，還原蜜蜂的物性。任日更發現，蜂王的性格會影響蜂巢的形狀： 「我試過用兩個一樣的板

箱，並把箱子向同一方向旋轉，但由兩組蜜蜂築出來的蜂巢都不一樣。原來膽子大一點的蜂王，就會拚命擴張、做大一點的蠟巢

，反之亦然。」任日與蜜蜂在箱中創造了一種嶄新的生命形式，記者不禁問任日有沒有如同造物主的感覺，但任日並不認同： 「

起初做這雕塑的時候的確有像神的感覺。但跟蜜蜂接觸久了，我覺得蜜蜂更為神聖，是牠們把我引領到另一重的世界維度。」日期

：即日至4 月12 日時間：中午12:00 至晚上8:00地址：上環皇后大道西189 號藝術門畫廊

「星星」藝術家：奈良美智

身為藝展寵兒的奈良美智的最新「星星」個展卻移至ABHK 之外——Pace Gallery 畫廊。《星星》為奈良美智的最新創作系列。奈

良美智記得小時母親告訴他人死後會變成星星，所以他便養成跟星星說話的習慣。畫中的人物照舊「卡哇伊」，然而一如既往，人

物如何置身世界、孩童的武裝與傷痕，才更耐人尋味、可堪咀嚼。同一時間，亞洲協會香港中心也正舉辦奈良美智的回顧個展「無

常人生：奈良美智」。

日期：即日至4 月25 日時間：周二至六上午11:00 至晚上7:00地點：中環皇后大道中30 號娛樂行15 樓C佩斯畫廊

「HOCA 基金會JR個人展」藝術家：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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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兩年多前在中環天橋頂張貼的十六張巨型肖像照片嗎？那是法國藝術家JR 的作品InsideOut 系列的一部分。JR 有如藝術界

的俠盜羅賓漢，走入貧苦小眾、闖入以巴邊境，讓平凡人的肖像在街頭上顛覆「穩定美好」的資本主義社會。是次JR 的個展除展

出他多年來具代表性的攝影、裝置、短片作品外，亦設有拍照區，讓市民參與及延續JR 的Inside Out 項目。另貝浩登畫廊亦於即

日至4 月25 日展出JR 於Ellis Island 創作的Unframed 項目作品。

日期：即日至4 月12 日時間：周三至六下午3:00 至晚上10:00地點：香港淺水灣海灘道28 號3 樓The Ocean

「幻影」藝術家：植田正治

位於觀塘的The Salt Yard 正為日本攝影大師植田正治舉辦展覽，展出他生前最後一輯系列作品《幻影》。大師以其在家鄉鳥取縣

以沙丘為背景的超現實作品聞名，但他晚年選擇在自己家中設置微縮沙丘場景，堆砌出一張張具有夢幻意境圖像，表現出藝術家與

其內心世界的對話思考。

日期：即日至3 月29 日時間：周四至日中午12:00 至晚上7:00（公眾假期休息）地點：觀塘偉業街169 號中懋工業大廈4 樓B1 室

The Salt Yard

「瞬逝的永恆——明姬個人展」藝術家：明姬

跟趙無極同樣為旅法抽象畫家的韓國藝術家明姬，也正於香港舉辦首次個展。比起趙無極的浩瀚大氣，明姬的筆觸顯得更飄渺輕柔

，詩意綿密地透現大自然的肌理脈絡。法國前總理Dominique de Villepin 更對明姬推崇備至，稱她為「內行人的秘密」，表現出

「人類面對自然的一種新的感性」。明姬明顯比許多同代藝術家低調安靜，所以她的個展更應不容錯過。日期：即日至4 月12 日

時間：周一至六上午10:00 至晚上6:30（公眾假期休息）地點：香港中環雪廠街20 號地下季豐軒畫廊

「趙無極水墨水彩展」藝術家：趙無極

在ABHK 場內，德薩畫廊帶來留法畫家趙無極、朱德群、曾海文的十三幅名作；在場外其畫廊裏則舉辦「趙無極水墨水彩展」，展

出大師十四件水墨及六件水彩作品。無論是水墨或水彩作品，趙的作品都抽象而有詩意；這些作品不但結合了東方藝術的空靈意境

及西方的抽象畫風，而水墨作品更展現了趙無極充分掌握油畫技巧後回歸華夏文化的根本嘗試。日期：即日至4 月11 日時間：周

二至六上午11:00 至晚上7:00地點：中環雪廠街16 號西洋會所大廈8 樓德薩畫廊

「日夜雙生」聯展

黃竹坑近年開滿畫廊，Spring Workshop 就是當中具代表性的一個場所。最新展覽「日夜雙生」，參展藝術家包括Moyra Davey、

李傑、JobKoelewijn、黃頌恩等，展覽以靜止的共同空間為題，建構沉思性的個人體驗；如加拿大藝術家Moyra Davey 的作品

Subway Writers 是她於紐約地下鐵作出的紀錄；Relief 2: 25 March 2009 – 6Jan 2012 則展出了藝術家Job Koelewijn 每天花

45分鐘朗讀過的書，以及記錄這個行為的錄像。

日期：即日至4 月26 日時間：周二至日中午12:00 至晚上6:00地點：香港仔黃竹坑道42 號利美中心3 樓Spring Workshop

「South by Southeast」聯展

若世界以坐標中心為定向，那邊緣、半島，以及那一切所偏離中心的，又該如何被釐定？這群展把世界的「東南方」開列出來，展

出來自東南亞及東南歐的藝術家的作品：菲律賓、緬甸、希臘、土耳其、香港等；詭異在這些來自東之南方的國家皆趕上躁動不安

的時代，而這些作品主題也不期然的交匯：對政治想像的批判、身體被社會故事所刻劃的過程及關於根源的論述等等。日期：即日

至5 月3 日時間：周一至六上午10:30 至晚上6:30、周日下午2:30 至晚上6:30地點：觀塘興業街20 號聯合興業大廈4 樓奧沙畫廊

文：吳世寧圖：由畫廊及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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