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tal number of document(s) : 8  
  
~~~~~~~~~~~~~~~~~~~~~~~~~~  #1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2003-12-11  副刊-文化  P36   
   
 
島子看香港藝術  
~~~~~~~~~~~~~~~~~~~~~~~~~~~~~~~~~~~~~~~~~~~~~~~~~~~~~~~~~~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島子近日來港舉行兩場講座，談及中國當代行為藝

術及女性主義，但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其實是研究香港的實驗劇場與視覺藝術

。經過兩周的訪問及觀摩，他認為香港藝術最難得是對社會的批判性，不過他

亦擔心香港有朝一日會失去自由，繼而失去在藝術創作的優勢。  
 
  「香港實驗劇團的作品結合本地政治現實，進行社會批判，而劇場在港不是

像電視普及，沒有太多消費文化滲入，其目標觀眾會是社會精英，觸及人類心

靈，即是人性。」島子不諱言香港劇團的表現比想像中好：「優秀，令人感動。

雖然艱苦，但不妥協。」至於視藝，他指出香港近年有不少有名的視藝工作者，

但相較劇團，視藝作品的批判性較少，社會責任感並不明顯。  
 
  香港的藝術又與內地的有何分別？島子說，在文化深度上有差異。「這裏說

的深度並不論及好壞，因為不是二分法，而是關注層面的不同。」據他所述，香

港藝術著重形式、技術和語言的完整性，例如進念就愛開拓多媒體語言的最大

可能性；內地則愛用隱喻。島子解釋，這是因為香港在民主透明的制度下，可

以直接批判，就如《東宮西宮》，「在內地，這劇肯定不能演」，他認為自由社

會令港藝術家更關心社會。  
 
  島子指出，九七回歸令香港人重新認識民主，對香港的藝術發展很重要。

「過程是痛苦的，但在這認知過程中，香港人更清醒，明白自己要什麼，然後

理性地為民主社會爭取奮鬥。」  
 
  不過，島子又笑言，香港與內地藝術家最關心的東西還是一樣，就是如何

生活。「關心藝術體制，希望有更多資金。因為藝術家都要吃飯啊。」他覺得，

香港藝術家較內地藝術家有利，甚至令內地羡慕。「香港比較國際化，藝術家有

專門渠道賣畫，內地只有零零星星的。」內地民間藝團更不可能得到政府資助。  
 



  可是，中國政府對內地藝術教育的支持，卻比香港政府強得多，因為香港

連一所視藝學院也沒有。島子指出，內地有很多專門的美術學院，不但培養藝

術家，亦培養從事藝術有關工作的人，例如電子媒體及美工等。另一樣不足，

則是媒體戶方面。他說道，香港並沒有純藝術的書刊出版，他更批評：「在出版

書刊中，沒有三分一是有意義的。」對於沒有電視頻道專門討論藝術，他也感到

不可思議。  
 
  但他對香港藝術發展仍抱樂觀態度：「香港資訊發達，再加上獨特的社會環

境，令香港藝術做到中西交匯的多元文化，而且更為個人。九七過後，香港人

更珍惜民主社會。自由市場，配合與社會密切的議題，令香港藝術有其優勢。

不過我怕……」怕什麼？他續說：「我擔心香港有天會失去這個優勢，失去新聞

自由、出版自由或人權自由。」希望島子只是杞人憂天吧。  
 
記者 黎倩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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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沙士？  
~~~~~~~~~~~~~~~~~~~~~~~~~~~~~~~~~~~~~~~~~~~~~~~~~~~~~~~~~~  
 
 
  當城市有病，人與人不能再抱緊，病是因？還是果？由亞洲民眾戲劇節協

會及眾劇團合辦，聆動空間「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國際性聚會《重現沙士》，來

自河內、新加坡、台北、多倫多、廣州和香港等曾受沙士蹂躪的城市的藝術工

作者，以行為藝術、獨腳戲反省沙士、藝術和生命的意義。  
 
時間：11 月 25 至 29 日晚 7 時  
 
地點：藝穗會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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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藝術可融入社群 清華教授島子談爭議性話題  
~~~~~~~~~~~~~~~~~~~~~~~~~~~~~~~~~~~~~~~~~~~~~~~~~~~~~~~~~~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每當新生事物的出現，總會引起排斥、接受或懷疑等

不同反應，在開放的社會，話題越熱，爭論越多，相信也能加速新生事物的成

熟與發展。行為藝術，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仍被視作前衛、冷門的藝術，

何況是開放較遲的內地。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現代藝術歷史理論系教授島子，於

「行為藝術在中國」講座上，介紹了行為藝術近年在內地的發展狀況。 
 
    闡釋內地文化改變 
 
    島子表示，行為藝術的出現，闡釋了內地文化的變化，行為藝術合法化的

問題，引起不少爭議。他說，行為藝術是一種外來藝術形式，藝術家直接表達

個人的批判，包括美學及社會方面。他分析說，行為藝術的興起，是由於「文革

」時期在藝術、資訊及思想上的禁錮，引起了強烈的反彈，而行為藝術也隨內

地的思想解放而逐步發展。但行為藝術的爭議在於總是向禁忌及道德挑戰，例

如裸體，對於我國的傳統是一種道德禁忌，「身體髮膚，受諸父母」，是不可隨

便亂搞的，雖然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我國的美術學院是可聘請裸體模特兒，

但行為藝術家要以裸體來表達信息，便給人淫穢的感覺。島子表示，行為藝術

主要有行動、身體及偶發三種形式，日本的行為藝術家較重行動與身體，而

內地藝術家會思考偶發的情況。 
 
    河南鄉間偶發行為 
 
    雖然行為藝術給人前衛的印象，但原來是可以走進人群中，融入社會。島

子介紹說，在河南一個鄉間的商場開幕時，行為藝術家用冰塊砌了一道二百多

米長的冰牆，冰塊裡凝結手機、唇膏等各種百貨用品，開幕時，任由市民自

行想辦法打開冰塊，取走物品。這便形成了行為藝術的偶發性，反映了社會眾

生面貌。 
 
    成都歡迎行為藝術 
 
    島子認為，現時內地在行為藝術上最開放的地方是成都，行為藝術成為豐

富市民社會文化的焦點，藝術家可定期表演，甚至在街頭做行為藝術，警察也



不干預，媒體則熱衷報道，連三輪車伕也會向遊客介紹行為藝術家。究其原因

，是藝術家的行為藝術，與社會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如環保、經濟過熱等市民

直接關心的題目，例如行為藝術家曾在成都的公園內洗河，把冰放在河岸上，

隱喻替過熱的經濟「冰鎮」一下，而市民文化悟性高，也較易理解行為藝術家的

所指。 
 
    島子將於本月十九日晚上七時半在牛棚藝術村十五號單位，主講另一題目

「女性主義藝術的演進」，報名及查詢可電二八九三八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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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學者談爭議性當代藝術  
~~~~~~~~~~~~~~~~~~~~~~~~~~~~~~~~~~~~~~~~~~~~~~~~~~~~~~~~~~  
 
 
裸露、吃死嬰、自殘……行為表演藝術和女性主義藝術在當代藝術發展中從來

是富爭議性的題目．由藝術發展局委約、進念二十面體主辦的 「藝術家訪港計

劃」  請來清華大學現代藝術歷史與理論教授島子先生，詳細講述這兩個題目在

中國內地的發展情況． 
 
行為藝術在中國 
 
日期：11 月 15 日(六) 
 
時間：2:30 pm 
 
女性主義藝術的演進 
 
日期：11 月 19 日 
 
時間：7:30pm 
 
地點：牛棚書院 （土瓜灣馬頭角道 63 號 15  號單位） 
 
費用：$150（兩節） 
 
查詢：2893 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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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子談中國當代藝術  
~~~~~~~~~~~~~~~~~~~~~~~~~~~~~~~~~~~~~~~~~~~~~~~~~~~~~~~~~~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文化急劇轉型，當代藝術多極多樣化，藝術家以

美學和社會批判為思想觀念變革的先導，結合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境

遇，進行實驗和探索。進念．二十面體主辦的《藝術家訪港計劃》，邀請到清華

大學美術學院現代藝術歷史理論系教授島子，主持「島子談中國當代藝術」之「

行為藝術在中國」及「女主義藝術的演進」講座，以學術批評的方法，講解和討

論行為表演藝術和女性主義藝術兩個極具爭議性的議題。  
 
時間：11 月 15 日下午 2 時半；19 日晚 7 時半  
 
地點：牛棚藝術村 15 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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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文化音樂節  
~~~~~~~~~~~~~~~~~~~~~~~~~~~~~~~~~~~~~~~~~~~~~~~~~~~~~~~~~~  
 
 
一個沙灘上的音樂派對，邊跳邊玩邊思考身體、生態、族群和社會等各式各樣

的議題，大人小朋友同樣咁玩，除音樂表演外，還附設劇場、行為藝術等表演

及相關議題展覽，由各式自由音樂人與藝術愛好者聯合主辦。 
 
日期：6 月 29 日 
 
時間：12:00－10:00 pm 
 
地點：大嶼山銀礦灣沙灘上 
 
票價：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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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系學生各展所長  包羅裝置繪畫錄像與行為藝術等  
~~~~~~~~~~~~~~~~~~~~~~~~~~~~~~~~~~~~~~~~~~~~~~~~~~~~~~~~~~  
 
 
【本報訊】實習記者黃可喬報道﹕工作室變為展覽館﹐通道化成藝術長廊。「中

大藝術二零零三」的參展者運用不同的表現手法﹐從中國到西方藝術﹐從平面到

立體創作﹐從靜態到錄像記錄﹐百花齊放。 
 
    今年已是第四屆「藝術系系展」﹐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誠明館舉行。作品主

要是本科生各級至研究生一年級在過去一年努力的成果。今屆系展約有五十位

學生參加﹐展品超過八十件。系展並沒有既定單一的主題﹐林林總總的作品﹐

都是學生憑自己的意向與靈感完成的。 
 
    今年剛畢業的李傑﹐是系展的負責人之一。他表示﹐雖然並非每件展品都

有很高的質素﹐但它們都展示了每位同學的所學所想。他說﹕「我們在展覽前不

會先評審每件作品﹐即使是很小的習作式油畫﹐也會貼出來。只要空間許可﹐

系展會盡量展出所有作品。」 
 
    可曾見過圓形的麻雀牌﹑麻雀﹑麻雀﹖看起來平平無奇的圓形麻雀牌

﹐原來可帶來截然不同的感受。今年丁衍庸紀念藝術獎(頒予在各藝術範疇均有

出色表現的學生)的得主周俊輝忽發奇想﹐為麻雀改變形象。他說﹕「只要有少

少的改變﹐就足以令平日習慣了的變得陌生。」 
 
    近看時﹐畫布上畫滿了密密麻麻的數字﹐遠看時﹐數字卻融合成一片灰色

———《剩》是翁凱生奪得文苑西畫創作獎的作品。數數字本身可以是很有意義

的﹐但翁凱生在畫布上不斷地繪上一個接一個數字﹐將它變為一種重複性﹑自

我麻醉的行為。原來這是他常用的表現手法﹔例如在展場播放的錄像中﹐翁凱

生把鐵針逐一插到自己的臉上﹐他藉著這種行為藝術的再現﹐將內心的掙扎﹑

不滿宣洩出來。 
 
    藝術作品既可以充滿控訴的情緒﹐亦可以但求畫得開心﹐尋找箇中趣味。

李傑認為﹐他的作品是一種情緒的記錄﹐是一種即興的創作﹐他從藝術史汲取

養料﹐也從日常生活取材。就如他在系展中的作品﹐是在經松節水和肥皂洗過

的布料上﹐畫上整齊的花紋和幾何圖形﹐帶給受眾的﹐就是一種「感覺」。 
 



    藝術系有自由的創作空間﹐首兩年是為學生建立良好的藝術基礎﹐讓其尋

找表達自己的媒介﹐再深入發掘內涵。 
 
    研究生林慧潔在誠明館也有畢業的錄像作品展出。她亦贊同﹐學生在兩年

內發掘自己的喜好﹐發展對不同媒介的取向﹐待思考模式成熟時﹐就可在作品

中表現自己的個性。她就是由繪畫開始﹐一次偶然的機會﹐發現原來攝影與錄

像是最能道出自己感覺的媒介。林慧潔說﹐每個從事藝術的人﹐整個人生都在

不斷的尋找和轉變中。她更笑說﹕「做藝術的人心思不斷在求變﹐外貌看起來也

會年輕些﹐這是一個好處呢﹗」 
 
    李傑亦說﹐進入藝術系後視野擴闊了﹐卻要不斷地批判自己的價值觀﹐改

變自己的生活習慣﹐不時會有迷惘期。 
 
    這群藝術學生在自己的道路上默默地尋找屬於自己的媒介﹐倘若沒有這些

尋找﹐就不會有多元﹑豐富的藝術系系展。 
 
    「中大藝術二零零三」展期至六月二十二日止﹐除了上述的系展外﹐還有在

中文大學本部文物館舉行的「本科生畢業展」﹑誠明館的「研究生畢業展」和許

氏文化館的「陳餘生四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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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藝術自殘中反思  
~~~~~~~~~~~~~~~~~~~~~~~~~~~~~~~~~~~~~~~~~~~~~~~~~~~~~~~~~~  
 
 
在中文大學熙來攘往的百萬大道上，藝術系學生翁凱生（ Sunny）用 300 多支

醫學用針，逐一插進自己的手、臉及頸。每一根針插進他的皮肉時，鮮紅色的

血慢慢流出來，他痛得全身冒汗，面部抽搐；旁觀的一名中大醫學系教授則搖

頭嘆息，甚至有人看後立即嘔吐、哭泣、驚怕…… 
 
     Sunny 這樣做為了什麼？ 
 
    「我只希望嘗試不同的藝術表演方式，《刺針》其實是希望透過以針插入自

己的身體，以自殘方法令人反思現實殘酷、邪惡，這作品表現出一種能醫不自

醫、反成傷害自己的荒謬。」 Sunny 是中大藝術系四年級學生，自幼喜愛繪畫

、彈琴等，曾多次在校內表演行為藝術作品，更成為中大第一名公開在校內為

藝術裸體的「出位」學生。 
 
裸體殺雞以血繪畫 
 
    前年 12 月， Sunny 為呈交一份題為「 Body  Art」的功課，選擇把自己

的身體當作藝術的一部分，完成作品──《殺雞》。在該作品中， Sunny 裸體

以利刀殺掉一隻雞，再以鮮雞血繪畫。這幕充滿血腥的表演， Sunny 坦言就連

評分的教授也看到目瞪口呆，更有同學嚇至哭泣、嘔吐。 
 
    在其他人眼中，他可能是個大膽、任性的大男孩，但原來他每次演出前都

面對極大的心理壓力。「其實我很驚的，如表演《殺雞》，我難受了一個月，所

以每次由構思到演出，我都要多個月的心理準備。」 
 
遭人白眼母親垂淚 
 
     Sunny 明白行為藝術難被港人接受，甚至有人會認為是「走火入魔」的藝

術，但他不怕受人歧視：「正常文化發展應該是多元的，我知道這（行為藝術）

並非主流藝術，但它是值得及應該存在的。」他坦言，這些表演不僅花上時間、

金錢，還會遭人白眼，就連母親也不支持。 22 歲的小伙子無奈地說：「媽媽一

直不知我表演行為藝術作品，直至有一次，她無意中看到我的作品照片，十分



生氣，且傷心得哭起來。」 
 
    雖然如此， Sunny 沒有因此而卻步。「我覺得這是值得的！我的夢想是成

為 artist ，不是本港的歌星、明星，而是以不同形式表達藝術的 artist ，嘗試

不同的表演方式，行為藝術是我體驗生活的一部分，我亦知道大學才有空間容

納這類表演。」 
 
畢業後或要說再見 
 
    多年沉浸於藝術激情中的 Sunny 明白現實與理想的兩難，所以他畢業後，

很可能要與行為藝術說再見了。畢業之前， Sunny 在校內藝術節的表演，可能

就是他的「收山作」。 
 
     
 
    教師：他不是怪學生 
 
    「他不是那種性格孤僻、奇奇怪怪的學生，他為人親切，有很多朋友，與

教授關係亦很不錯。」中大藝術系陳育強教授認為 Sunny 是一個很認真的學生

，他把藝術當成個人的必需品。「他既是藝術的表演者，又作為觀眾去體驗藝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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