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發放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呈獻
黎明曙光：1974 至 1985 年中國的前衛藝術
展覽於亞洲協會藝術館 (軍火庫 A 舊址) 舉行
2013 年 5 月 15 日至 9 月 1 日
(香港，2013 年 5 月 13 日)亞洲協會香港中心今天宣布最新展覽 —《黎明曙光：
1974 至 1985 年中國的前衛藝術》將於 5 月 15 日至 9 月 1 日展出中國三個最
具影響力的當代藝術團體－無名畫會、星星畫會和草草社的作品。
《黎明曙光》將展出 22 位來自無名畫會、星星畫會和草草社的藝術家作品。三
個藝術團體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在人類的慾望、痛苦和夢想中尋求藝術的真
理，探討個人創造力及價值。他們超越題材和風格的界限，對中國藝術的美學
提出質疑、重新評估及重新定位。
三個藝術團體各有特色：無名畫會保持對大自然的興趣；星星畫會對西方模式
的現代主義進行歷史探索，重新吸納革新藝術風格，包括於二十世紀初在歐美
發展的超現實主義、立體主義和抽象表現主義；而慣用水墨或色彩的草草藝術
家，則捨棄社會寫實主義與傳統帶來的負擔，轉向一種全新的抽象水墨畫風格。
雖然各藝術組織採取截然不同的表達方式，但他們均將中國藝術推到社會寫實
主義之外。是次展覽將集中於後毛澤東、現代主義萌芽時期的作品，揭示這個
鮮為人知的中國當代藝術運動，並確立其國際地位。
是次展覽將展出由 22 位藝術家的超過 100 件作品，包括張偉的《太和殿》、
馬德升的《女舞者》、王克平的《沉默》、王愛和的《月夜》、仇德樹的《空
No.1》、馬可魯的《午門的雪》等，更展出小量參展藝術家的私人珍藏物品。
本 展 覽 是 由 客 席 策 展 人 沈 揆 一 教 授 (Professor Kuiyi Shen) 和 安 雅 蘭 教 授
(Professor Julia F. Andrew)所策展。聖地亞哥加州大學的沈教授是十九世紀末
與二十世紀初中國當代藝術的專家；而安教授則任教於俄亥俄州立大學，是
1979 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後，首位到中國進行研究的美籍藝術史學家。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行政總監孟淑娟女士表示：「《黎明曙光》的精粹不只在於
中國當代藝術的美學和多樣性，更在於藝術家感人至深卻又鮮為人知的故事和
辛酸。我們非常高興能夠把這個展覽呈獻給香港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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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銀美林亞太區總裁高文宇先生表示：「美銀美林致力推廣全球藝術和文化活
動，以連接世界各地的社會及經濟。美銀美林支持多項藝術及文化項目，包括
我們的『藝術保護』及『社區藝術』活動，及贊助如《黎明曙光》等展覽。」
促成《黎明曙光》全賴：
 主要贊助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BAML) 美國銀行-美林
 航空贊助 United Airlines 聯合航空
 Carolyn Hsu-Balcer and René Balcer
 運輸夥伴 Michelle Art Services 美斯藝術
 支持機構 Asia Art Archive 亞洲藝術文獻庫
藝術家名單
Wuming

無名畫會

Xingxing

星星畫會

Du Xia

杜霞

Ai Weiwei

艾未未

Li Shan

李珊

Huang Rui

黃銳

Ma Kelu

馬可魯

Li Shuang

李爽

Shi Xixi

史習習

Ma Desheng

馬德升

Shi Zhenyu

石振宇

QuLeilei

曲磊磊

TianShuying

田淑英

Wang Keping

王克平

Yan Li

嚴力

Caocao

草草社

Wang Aihe (professor) 王愛和
韋海
Wei Hai
Zhang Wei

張偉

Chen Jialing

陳家泠

ZhengZigang

鄭子鋼

Chen Juyuan

陳巨源

ZhengZiyan

鄭子燕

Jiang Depu

姜德溥

QiuDeshu

仇德樹

關於展覽詳情，請瀏覽
http://asiasociety.org/hong-kong/exhibitions/light-dawn-unofficial-chinese-art1974-1985
入場費
成人（非會員）：港幣 30元
長者（60歲以上）及殘疾人士：港幣 15元
亞洲協會會員、全日制學生和兒童（未滿十八歲）：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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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將於 5 月 16 日晚上 7 時正至 8 時 15 分，舉行《黎明
曙光: 1974 至 1985 年中國的前衛藝術》論壇，屆時眾位客席策展人、收藏家
及參展藝術家出席分享及討論中國當代的藝術作品。
《黎明曙光：1974 至 1985 年中國的前衛藝術》論壇詳情，請瀏覽：
http://asiasociety.org/hong-kong/events/evening-minds-behind-light-dawn
－完－
關於亞洲協會
亞洲協會於一九五六年由約翰‧洛克菲勒三世在紐約創立，是一個非牟利、非政府的
教育組織，在全球化背景下致力促進美國與亞洲人民、領袖和機構彼此之間的了解和
合作。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作為亞洲協會十一個中心之一，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香港中心」）於一九九零年由
恆生銀行名譽董事長利國偉爵士帶領一班香港社會領袖所創立。作為地區領導性知識
平台，香港中心致力促進區內對國家、亞洲以及世界各項影響地區議題的認識亦積極
擴展地區和國際領袖與學者的網絡，為大眾提供專業而廣泛的活動，當中包括商業及
政策、藝術與文化、教育等。二零一二年二月，香港中心將其新會址確立於金鐘。
關於亞洲協會藝術館 (軍火庫 A 舊址)
亞洲協會藝術館（軍火庫 A 舊址）是現址最古老的建築物，建於 1863 至 1868 年間。
經過精心修復，中心把這座宏大建築物的歷史面貌和功能保存，活化爲藝術館。亞洲
協會藝術館匯集著致力推動亞洲藝術文化的著名和新進藝術家、文化界人士的作品，
爲香港市民帶來最優秀、充滿文化藝術氣息的視覺藝術展品。
參觀資料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香港賽馬會前軍火庫
香港金鐘正義道九號
電話: (852) 2103 9511
電郵: enquiryhk@asiasociety.org
網頁: http://asiasociety.org/hong-kong
社群媒體:
Facebook.com/asiasocietyhongkong
Twitter.com/asiasociet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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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協會藝術館的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五：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五時
週末及公眾假期：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每月最後的星期四：上午十一時至晚上八時
逢星期一休館
關於美銀美林
美國銀行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機構之一，為個人消費者、中小企業以及大型公司，提供
全方位的銀行、投資、資產管理，以及其他金融和風險管理的產品和服務。美銀美林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是其國際業務的行銷名稱，自 1947 年開始在亞太
區經營業務，是亞太市場的資深參與者。美銀美林在 12 個國家或地區設有 23 家辦事
處，涉及 9 種貨幣、十餘種語言，地跨 5 個時區，將最佳的本地知識與全球專業實力
相結合，提供全球企業與投資銀行、全球市場與財富管理一體化綜合產品和服務，滿
足個人、企業、機構和政府客戶的需求。

傳媒查詢：
李雪敏(Quinny Li)
羅德公關
電話： +852 2201 6488
傳真： +852 2521 7088
電郵： liq@ruderfinnasia.com

鮑詩緣 (Vivian Pau)
羅德公關
電話： +852 2201 6458
傳真： +852 2521 7088
電郵： pauv@ruderfinnasia.com

溫穎芝
對外事務主管

黃嘉聰
對外事務經理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電話：+852 2103 9513
傳真：+852 2523 6198
電郵：fwun@asiasociety.org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電話：+852 2103 9512
傳真：+852 2523 6198
電郵： awong@asiasocie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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