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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看「香港生活價值」  
~~~~~~~~~~~~~~~~~~~~~~~~~~~~~~~~~~~~~~~~~~~~~~~~~~~~~~~~~~  
 
 
  牛棚書展認真搞&#22050;，竟然找我做駐場作家！  
 
  雖然過去幾十年來也有斷斷續續地寫東西，甚至有一段時間靠寫文章、譯

東西討生活。但寫的東西並不怎樣出色，也懷疑有沒有人看到或留意到。  
 
  我從來未懷疑過：自己不是作家。  
 
  在澳洲讀大學時認識了印學生報的印刷廠老闆女兒，與她一起出版刊物，

反越戰、支持澳洲土人地權運動、探討香港英殖民地的統治。回港後與一干人

等搞雜誌，我寫的東西，敬陪末席。我們的雜誌社被警察兩度搜查，出版的雜

誌最後沒有發行商願意發行！在 1974年至 1990年之間，我其實是一所中學的教

書匠。那時候的教書生涯不像當今的老師那樣事務繁多，課餘還可以參加運動

、旅遊和寫東西。1979 年去英國念書，對戲劇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回港後也就

參加演出。1989 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被鎮壓前後出現了許多大字報和小字報，

我也連同一班朋友把它們翻譯成英文郵寄到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文字在報紙雜

誌出現。1990 年我辭去了教書的工作。八九民運絕食的學生豁出去的精神給我

很大的啟示，實踐理想這回事，不能是業餘公餘才去追尋的。  
 
  不，我不是放棄教師工作專心做作家。我是希望更加投入民眾戲劇的工作

，這包括到各地參加工作坊，聯絡各地民眾戲劇的團體。其後我重新投入全職

的工作，在香港展能藝術會當執行幹事：鼓吹和協助殘疾人士進行各式各樣的

藝術活動，任內也寫了不少文章，還促成機構出版了幾本畫冊和有關書籍。  
 
  牛棚書展封我做作家，令我回想起自己寫文章、編雜誌、翻譯、出書賣書

的經歷。我問自己：我們做這些工作，幹啥?  
 
  當然，有時候是為了賺取稿費或職責上的需要而寫而譯，但大部分時間卻



並非如此。  
 
  還記得我們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版《1984∕1997 劇街頭劇文化實踐》 的時候

，在封底這樣寫道：我們出版刊物、演劇、灌錄音帶、拍獨立電影，然後出版

這本劇本╱戲劇評論集，我們不是想搞大眾傳播企業。相反，我們只想做現在

的大眾傳播不想亦不能做的工作：溝通，並在這基礎上發揮社會變革的催化作

用。  
 
  趁著牛棚書展，與出版社合作出版《畫短畫祥》與《落葉飄到鄰家》 兩個

劇本的漫畫冊，我們仍然希望社會的變革能消除社會中對殘疾人士的偏見，肯

定殘疾人士的藝術創作，大概是這兩個劇場演出和這本書出版的主要目的，而

我們更覺得出版、演劇、歌唱、舞蹈、拍電影、繪畫、行為藝術等等都是「社區

文化發展」的工作，都是邁向「賦權」、反歧視、反壓迫、爭取草根民主的文化

實踐。  
 
  雖然用文字創作、出版、演劇、歌唱、舞蹈、拍電影、繪畫、行為藝術等

等是不同的藝術範疇，但假如這些不同範疇的藝術工作者能結合社區人士或社

群透過藝術∕溝通的媒體來表達他們的身份、關注的問題和對將來的憧憬，同

時又致力建立∕擴大文化空間、打造文化的能力，並且嘗試對社會變革作出貢

獻，他們都是社區文化發展工作者。  
 
  作為社區文化發展工作者，我怎樣看香港生活價值∕香港性∕

HongKongness 這回事？  
 
  首先，我要指出我不能夠代表所有社區文化發展工作者。事實上有一個問

題 —香港有幾多人覺得自己在參與社區文化發展工作？  
 
  第二，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一個典型的香港人。當然，我在香港出世長大

、有特區護照，講廣東話，但說話不時夾著一些英文詞彙……很同意馬克思巴

枯寧說國家是統治者鎮壓民眾的機器，所以對這副機器絕對沒好感。年輕時因

反對美日帝國主義參加保釣運動，但後來認識到釣魚台留給飛鳥、海龜和魚會

好得多。  
 
  我認為下列數點是 HongKongness 的一部分：香港以金錢和利潤掛帥（當然

這是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共性）。香港充滿被動：被動的學生、被動的為消費而

消費的消費者……香港充滿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年齡歧視、階級歧視、多元

化很表面。香港社會是個單向度的社會，接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忘記了在現

實之外還有更合理、更適當和更可取的。  



 
  不過，我看到的是，牛棚書展、社區文化發展工作、長毛……似乎都在衝

著上列的香港生活價值說不！  
 
  按 牛棚書展於昨天開幕，直至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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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走邊唱 想講就講！  
~~~~~~~~~~~~~~~~~~~~~~~~~~~~~~~~~~~~~~~~~~~~~~~~~~~~~~~~~~  
 
 
  七一 1 周年，今天，火燒下的維園和軒尼詩道，高舉標語、嘶叫口號，加

上名嘴封咪以及「還政於民」被喝令收聲，會不會更加灼熱？一個成熟的社會運

動，該有多元並存的抗爭聲音：在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中，群眾可以選擇和應

大聲公的號召，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發聲，「噪音合作社」的邊走邊唱就是一例

；在大隊「普選」的怒吼聲外，群眾也可以釋放出抑壓心底的非政治性訴求……

甚至，跳出形式和時地的限制，在生活中行使「自由」的權利。 
 
笑唱椎心的民歌 
 
  遊行行列裏，憤怒的市民聚了鋪天蓋地的聲嘶力竭。鼓動集體情緒固然

造成聲勢浩大，直搗政府心臟，但是，會有多少市民害怕那譟動與不安？遊行

並不止有一種形式，當鼓樂敲起，隨歌起舞，抗爭也可成嘉年華。 
 
  「噪音合作社」成立 6 年以來，一直活躍於抗爭運動，今天的遊行隊伍裏

，也有這支民間樂隊的歌聲、舞影。驟聽樂隊名字，還以為是重金屬敲擊加上

火辣節拍撕裂靈魂。原來，他們邊走邊唱，呈現另一種控訴哀調：從來沒有歡

呼聲加冕╱勤勞未可得到幸福╱浮沉在社會低處╱歷盡了壓迫心不死……這首

改編自南韓工運歌的《愛的征戰》，一如其他「噪音」作品，歌詞不是投槍匕首

，而是棉裏針，一下一下刺痛聽者的神經；旋律輕緩低吟中愈見沉重，在木結

他、笛子和韓國鼓等民族樂器的伴奏下，身體律動慢慢展開，行動者、歌者、

舞者、聽者，同歌同舞，力量由此撥動、凝聚。 
 
我歌你心事 
 
  Billy、基基和阿班是「噪音」其中 3 位核心成員，都是十項全能：彈、唱

、寫曲填詞，不用假手於人。拉頭纜串起樂隊的 Billy 現職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的簡稱，解作非政府組織），負責政策研究。社工

出身的他，早年為臨屋區的街坊奔走。「噪音」的歌，他寫得最多；由 93 年給

街坊寫了第一首歌後，他便體會到工運歌曲要為街坊、工友度身訂造，才有力

量。「 那時，在《土地歸人民》我用了 80 年代的節奏，街坊投訴好難唱；太



新了，他們跟不上。」所以在 95、96 年，他為基層居民撰寫《點解我要》，

便狂啃鄧寄塵、梁醒波和尹光的街頭小調，遷就街坊的習慣，好使他們易上口

，產生共鳴。 
 
  基基雖是一間 I.T. 公司的負責人，不過，在讀書年代曾是示威行動的前鋒

，後來轉寫評論，遇上 Billy 後改用音樂發聲，更覺愜意：「我唱歌，有時不是

要伸張甚麼特別的議題，只為到現場為抗爭的人打打氣。」他來遊行，並非因普

選議題：「目前面對的問題如 8 小時工作制、外傭待遇，都不是普選能解決的

問題。」阿班先後在職工盟和樂施會工作，在大學時代已關注內地勞工問題。她

也認同，在「普選」、「自由」這些大議題外，勞工生活、婦女問題更貼身。 
 
另類聲音無界限 
 
  如果說，上街遊行是將龐大的抗爭力量在短暫的時空集合起來，那麼社運

歌曲就在更廣闊的領域裏，細水長流地鼓動人心。餓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歌曲既然承載了一個一個明確的抗爭議題，就超越遊行本身，且能突破港島那

段狹窄的街道。 
 
  在香港的另一個角落，位於鬧市邊陲的大埔海濱公園，10 日前，正是天文

台發出今年首個酷熱天氣警告。一班 band 仔、民歌隊和詩人等先後現身「自由

文化音樂節 2004 」。其中一個表演隊伍是「觸影分子」—— 一個新近成立，

以歌曲、劇場和行為藝術去關注復康人士的藝團。潘志雄是藝團發起人，中五

時他已開始工作，其後讀 T. I.，做過印刷工人、影樓和製作公司的散工，生活

不外是打工，搵食，工餘影相，看 band show……直至 3 年前，他在社運資源

中心兼職，因為搞文化以及工人大笪地，開始接觸社會運動，如大磡村清拆、

居港權事件，「後來我覺得失去焦點：這件事去聲援，那事去參與，對很多事件

的認識太單薄了。」去年，他便跟剛從港大畢業的林靜合組藝團，專心為復康人

士發聲。 
 
自由呼吸的舞台 
 
  「觸影」的第一個計劃是探討視障人士面對的問題。首先，就是把人們忽略

的內心獨白呈現：「暗夜╱漆黑╱一片╱我看見╱朦朧╱晨曦光╱一道╱看不

見╱看見者亦未必見╱看不見者╱另一種看見……」林靜清通、溫柔的聲，如

泣如訴；加上頸筋板起的投入，握住的拳頭在一下一下打拍子，即時叫全場屏

息傾聽。 
 
  小妮子說，爸爸媽媽希望她去教書或投考公務員，但曾在港大學生會當時



事秘書的她，卻堅持「年紀不大，要發掘多些事物」而做了一年「街工」職員，

從中認識了一些殘障朋友，現趁待業期間，為他們多做一點事。「無論視、聽障

礙，還有很多發揮空間，利用文學、藝術都有一種很強的感染力，有時比一場

演講讓人更震撼。」聽她演繹歌曲，證明所言非虛。 
 
  音樂節負責人郭達年表示，整個節目就是以人本社會的自由概念為起點，

把現場空間免費開放給公眾，「參與的人可以有任何 expression，上台說話也可

，唸詩也可。表演者與觀眾互動，一起 define 這個空間。」 
 
  郭達年說，音樂節的源頭，就是自由生態、freedom of expression，也是回

歸的另一章。六四之後，他跟莫昭如等一班朋友，決定用熟悉的劇場和音樂方

式去延續中國民運。97 漸至，他發現不少港人視六四為一個包袱，慢慢出現自

我戒備，所以，在回歸前夕，他成立了 Artivist（藝行者），利用 art（藝術）

作為 action（行動）的語言，做了一系列活動，如論壇、演出、展覽，捍衛香港

言論自由，並由那 97 年 6 月 3 日開始，每年都跟同好自資籌辦音樂節，提醒

社會：異議聲音、獨立的存在。令人擔憂的是香港開放的氣氛似乎正在收緊，

今年大埔警署堅持要郭達年作出集會申請，將文化表演視作政治性集會。 
 
容納不同聲音 
 
  郭達年強調：「你維護一個權利，一定要行使（exercise）這個權利，否則

，只寫在憲法上而不實行是沒用的。」他認為有效的「實行」，就是不斷去做相

同的事，探聽社會的回響，並進行文化培育工作，正如他搞音樂節——體現多

元的珍貴：「只有容納不同聲音，才是體現真正的自由開放。」的確，無論在遊

行的口號、遊行的模式，甚至遊行隊伍外的表態，都應有 freedom of expression
，就是走向多元——我要發聲，就能發聲。 
 
==================================== 
 
你的噪音  我的聲音 
 
  噪音原是吵耳的，用來形容「噪音合作社」的風格似乎不很貼切。阿班解釋

：「我們不是技術先行，聲音不會玩得好靚，最重視的是歌詞，所以對某些人來

說，我們玩得吵耳。而且，我們歌詞多是講小人物的生活，對於有權勢、生活

舒服的人，會是騷擾，是噪音。」除了行動中相對激昂的鼓舞歌曲，合作社還有

大量生活抒情小品，足以開演唱會及出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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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自由文化音樂節 2004》  
~~~~~~~~~~~~~~~~~~~~~~~~~~~~~~~~~~~~~~~~~~~~~~~~~~~~~~~~~~  
 
 
源自 1997 年回歸後開始的一個年度文化活動，透過文化表演，具體行使表達自

由的權利，涵蓋各種類型和風格的原創音樂、詩歌及行為藝術。今屆表演團體

包括：樂隊民藝復興、軍 36、在草地上、 Alien、 CrazyLion；詩人鄧阿藍、

陳昌敏和鄭單衣；個人表演者連涅卡塔里詩達、Edmund Leung 和 Wilson Tsang
等。免費開放。 
 
日期：6 月 20 日 2 : 00pm 
 
地點：大埔海濱公園 
 
查詢：2787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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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文化音樂節  
~~~~~~~~~~~~~~~~~~~~~~~~~~~~~~~~~~~~~~~~~~~~~~~~~~~~~~~~~~  
 
 
  自由何價？自由無價！由學聯社運資源中心主辦、一年一度的《自由文化音

樂節》照樣無價舉行，有原創音樂、詩歌和行為藝術等，會場還有學生及民間團

體攤位，展示香港自由生態的各式議題，包括教育、環保、人權、信仰、醫療

等。演出團體包括民藝復興、喳面、在草地上、軍 36、Alien、Crazy Lion、
Fruitpunch、Hardihood、Fantastic Day、Photomontage、Baybyscream、Terry &、

鄧阿藍、陳昌敏、鄭單衣、連涅．卡塔里詩達、Edmund Leung 及 Wilson 
Tsang 等。  
 
時間：6 月 20 日下午 2 時至晚 10 時  
 
地點：大浦海濱公園露天劇場   
  
DOCUMENT ID: 200406183910140  
~~~~~~~~~~~~~~~~~~~~~~~~~~~~~~~~~~~~~~~~~~~~~~~~~~~~~~~~~~  
The copyright of this article is owned by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article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document is sourced from 
Wisers' electronic services.



~~~~~~~~~~~~~~~~~~~~~~~~~~  #5 ~~~~~~~~~~~~~~~~~~~~~~~~~~~  
Ta Kung Pao 2004-06-03  文化  A28      
 
兩岸三地藝術家展「觀念攝影」結合繪畫裝置行為等形式回應社會變化  
~~~~~~~~~~~~~~~~~~~~~~~~~~~~~~~~~~~~~~~~~~~~~~~~~~~~~~~~~~  
 
 
【本報訊】二十多位來自內地、台灣及本港藝術家，通過八十多幅「觀念攝影」

作品，反映他們對世事的看法及回應。「平凡子民---九十年代至今華人觀念攝影

展」前日(六月一日)於香港中央圖書館開幕。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香江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江素蕙等擔任了開幕主禮嘉

賓。梁愛詩表示，「觀念攝影」的藝術家們反思中國社會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

，在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的情況，並且於藝壇形成一定影響，這次展覽亦是

兩岸及本港藝術家文化交流的好機緣。 
 
    興起於上世紀末 
 
    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開始興起的「觀念攝影」，是將繪畫、雕塑、裝置藝

術及行為藝術通過相片展示的形式。在內地，許多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藝

術家，找到這種方法去反映上世紀末新物質文化的滲透及深刻衝擊。台灣的「觀

念攝影」由紀實影像延伸開來，結合裝置、繪畫、行為等藝術表達，內容不少是

諷刺政治、回顧歷史，也有展現新世紀消費文化、無厘頭、無方向的新一代生

活哲學。至於本港的「觀念攝影」，積極探討城市文明，身份認同及自我意識的

心態。 
 
    廿多攝影師參展 
 
    參與是次展覽的內地藝術家包括有海波、洪浩、洪磊、莊暉、梁鉅輝、楊

勇、鄭國谷、刑丹文、王寧德、蔣志；來自台灣的藝術家包括有姚瑞中、吳天

章、陳擎耀、吳鼎武、陳順築、林珮熏、侯淑姿、洪東祿、陳界仁；參展的本

港藝術家則有譚偉平、程展緯、又一山人、黃楚喬、李家昇、薛力愷、李國泉

。 
 
    配合展覽而舉行的研討會於開幕禮後陸續展開，本月五日下午二時半及四

時半將設兩場研討會，藝術家們會介紹他們的創作理念及觀感。 
 
    「平凡子民---九十年代至今華人觀念攝影展」即日起至本月十七日在香港中



央圖書館地下展覽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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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燭光，我們還有……  
~~~~~~~~~~~~~~~~~~~~~~~~~~~~~~~~~~~~~~~~~~~~~~~~~~~~~~~~~~  
 
 
  六四，一個敏感的日子。有人不敢忘記，更有人不想提起。那天晚上除了

去維園參加燭光晚會，有沒有文化一點的活動去寄託大家對事件的關注呢？6
月 4 日晚，康文署屬下場地舉行的文化活動，輕歌曼舞，未必是有心人那杯茶

，幸好香港還有其他的文化場地。  
 
  十五年前發生的六四事年，對年輕的一代來說多是印象模糊，歷史教科書

所講的又語焉不詳。為此香港藝術中心和天安門母親運動、創造社合辦了「六四

」天安門事件十五周年特輯，選映了四部相關的紀錄片，讓觀眾回顧歷史及探討

仍有待解決的一些事情。在 6 月 4 日當晚五點半和七點半，首先免費放映由「天

安門母親運動」2004 年的製作《「六四」受難者家屬證辭》和《丁子霖呼籲關注

「六四」失蹤者命運》。影片記錄了「天安門母親」團體中七位受難者家屬講述

追查其家人遇難經過、家屬受有關當局監視和查問的遭遇，以及丁子霖呼籲關

注「六四」失蹤者命運的片段。在 6 月 22 日的另一次放映之後，更設有討論會

。  
 
  稍後放映的另外兩部作品則有通過採訪當年經歷過運動的各方人士，力圖

客觀展現歷史原貌的《天安門》，以及香港導演舒琪記錄事件對港人的種種影響

及身邊不同人士複雜心情的《沒有太陽的日子》，這更是目前唯一一部以「六四

」為題的本地製作。  
 
  而在今年六四前一晚的八時九分，另一個活動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翱翔的

法國人》雕塑旁發生。九七回歸後每年六四期間都舉辦音樂演出的團體—異議聲

音，今年放棄以主辦者的身份籌備及安排演出，而是發出公開邀請，希望各方

友好，在 6 月 3 日晚上聚集，共構一個「自主發聲、自由起動」的文化廣場。  
 
  據搞手之一的郭達年表示，這個活動是作為一個表達自由的指標，到時有

怎樣的節目出現尚未可知，可能會有人念詩，有行為藝術，或是其他形式的表

演，是個完全開放的活動，需要參加者互相協調。這個活動的另一個特色是發

起人認為公共空間是屬於人民的，規管者在未被要求的情況下干預，是不必要

及壓縮人民自主表達空間的行為，所以這次活動並沒有向任何規管機構發出申



請或知會，更沒有買保險。  
 
  而同一團體去年在大嶼山舉行的《自由音樂文化節》，今年則會移師大埔海

濱公園，在 6 月 20 日讓眾多不同的異議聲音發聲。   
  
DOCUMENT ID: 200406023910134  
~~~~~~~~~~~~~~~~~~~~~~~~~~~~~~~~~~~~~~~~~~~~~~~~~~~~~~~~~~  
The copyright of this article is owned by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article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document is sourced from 
Wisers' electronic services.



~~~~~~~~~~~~~~~~~~~~~~~~~~  #7 ~~~~~~~~~~~~~~~~~~~~~~~~~~~  
Sing Tao Daily 2004-05-07  頭條  E10    蚩尤  
 
今日踩場 「法國 5 月」 另類藝術 《Fridge》 雪櫃隔夜裝置展  
~~~~~~~~~~~~~~~~~~~~~~~~~~~~~~~~~~~~~~~~~~~~~~~~~~~~~~~~~~  
 
 
「食唔好玩」是小時候嗲媽咪經常發出的口頭警告，然而近代的藝術

家卻竟帶頭作反「玩」。今日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雲集香港藝術中

心，一人用一個雪櫃大搞「吃的藝術」；不但將冷飯菜汁搬上大雅之堂，還有人

親身上陣飾演「冰鮮活人」！即刻睇睇雪櫃內除了隔夜，還可以有甚麼意想不

到的秘密！ 
 
    Goma3 人組：甜蜜蜜雪櫃 
 
    日本創作組合 Goma 由荒木美香、中村亮子及遠藤順子 3 位妙齡少女組成

，3 人之所以走在一起全因為大家對「煮食」都情有獨鍾。最初大家只是替朋

友包辦派對飲食，後來還結合美食派對與裝置藝術，創出「有得食、有得睇」的

另類藝術。 
 
    Goma 的作品一向以 
 
    「開心」見稱，今次替《Fridge》創製的作品亦貫徹地以「少女的甜蜜生活

」為題，所以在她們的雪櫃裏，不但會看到她們親自製造的可愛曲奇和蛋榚，也

會見到布公仔、玩具，甚至漫畫書等，讓女孩子滿心歡喜的物品。為了表達雪

櫃冰凍的感覺，她們更用棉花糖、雪人公仔、雪花裝飾等東西，把冰格布置成

聖誕節似的冰雪世界呢！ 
 
    「色香味俱全」展覽 
 
    《Fridge》乃原先在法國舉辦的藝術展覽，今次是應「法國 5 月」及香港藝

術中心的邀請，來港舉辦香港版本。藝術中心的代表 Grace Cheng 認為是次展

覽充滿好玩的元素。首先每個雪櫃展品要靠參觀者自行打開，讓大家主動參與

發掘內裏乾坤，雪櫃乃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用它來製作展品可以很容易刺激大

家的想像力。 Grace 更「吊詭」地說她們打算任由食物隨時間變壞，讓參觀

者享受「箇中滋味」 
 
    梁寶山：冰鮮活人！ 



 
    本地藝術家梁寶山一直從事單對單的行為藝術，讓觀眾獨自進入她設計的

環境，跟她作語言以外的親密交流。既然今次大會以雪櫃為題，她當然不會錯

過這件一流的「道具」；所以她的展品除了作獨立觀賞外，更會用來作「冰鮮人

」的表演道具！在寶山的安排下，觀眾將被引領到漆黑中發光的雪櫃，從裏面選

取一枚冰封了的花朵或小石頭，繼而拿這個小東西跟雪櫃裏走出來的寶山體

驗一次互動的表演！表演者跟觀眾相聚的時間以冰粒溶化為限，正好比喻了寶

山一直強調的「行為藝術稍縱即逝」的特點 (行為藝術只於明日 5 月 8 日舉行

，有興趣觀賞的朋友可致電 2 5 8 2 0 2 1 4 預約時 間)。 
 
    黃志恆、梁志和：大菜糕之城 
 
    黃志恆、梁志和把雪櫃看成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由高至低層的度轉變

就猶如世界上不同地區的氣候。他們用大菜糕製造出城市似的建築物，讓他們

隨溫度環境而轉變。「雖然雪櫃的環境是封閉的，但隨人們不斷打開雪櫃，

大菜糕可能受影響甚至發霉；可見封閉的環境亦抵禦不了外力的干預」黃志恆解

釋道。他們故意選用大菜糕，因為那是研究員培殖細菌時用的物料，白蒙蒙的

大菜榚也加強了展品作為一項實驗的寓意。 
 
     Natacha Lesueur： 
 
    冷飯菜汁的記憶 
 
    在眾 Artist 中， Natacha 可說是「玩食」玩得最癲的一個。作為攝影師，

食物可說是她作品裏最常出現的道具；果仁砌的髮型，豬肉片包裹的美腿等統

統充滿視覺震撼。 
 
    她今次作品探討的是「一台雪櫃的記憶」！她巧妙地利用了兩個雪櫃的保鮮

格，在裏面鋪上一層層紅豆、雲耳、魚乾等地道食品，從而製造出彷彿地質學

透視圖的效果！若將岩層比喻為地殼的記憶，這些食物則象徵了一台香港雪櫃

的記憶。另外她又以蝦醬、芝麻糊、紅酒等材料配合筷子、水杯等食具，在玻

璃片上畫出風格不同的圖畫，試圖把冷飯菜汁的記憶結合西方的藝術史！ 
 
    《Fridge》展覽詳情日期：5 月 7 日至 6 月 6 日地點：香港藝術中心 4 樓
包氏畫廊查詢：25820280 
 
    同場加映： 
 



    藝術版《恐怖熱》！ 
 
    除了《Fridge》，於中環的 agn 晲 s b . 's Librairie Galerie 正舉行另一項「法

國 5 月」的節目。這個名為《 Radio Ghost》的裝置展覽名副其實非常搞鬼；作

者搭建了一個隔音放映室，讓觀眾在漆黑的環境下，一邊欣賞鳥瞰香港的片段

，一邊聆聽不同的旁述以港式英語講鬼古！法藉作者 LaurentGrasso 愛研究「隱

形的現實」，今次找來電台恐怖節目的 DJ、電影工作人員等本地人講述親身經

歷，目的是探討這些「夢工場」的工作者與如夢似幻的鬼魂的微妙關係。 
 
    《 Radio Ghost》日期：即日至 7 月 4 日地點：中環伊利近街 22 號 agnesb 
.  
 
     Librairie Galerie 查詢：2869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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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繪畫、裝置展覽 藝術家視藝對話論「維港」  
~~~~~~~~~~~~~~~~~~~~~~~~~~~~~~~~~~~~~~~~~~~~~~~~~~~~~~~~~~  
 
 
無論是維港「SHOW」的成敗爭論，抑或中環填海引起的關注，應該相信，大家

都是為了日夕相伴的維多利亞，這個香港人熱愛的海港。有關注，有失望，有

抱怨，也有希望，都源於香港人對這港灣的深厚感情。 
 
    本港首個以維多利亞港為主題的大型視覺藝術展覽，讓參與的藝術家自由

發揮創意，不預設立場，只要是維港或相關事物，無任歡迎。展覽既有純寫景

表現的視覺效果，也可借題抒發個人情懷或作社會批判，戲謔歌頌均無不可。 
 
    觀眾塗鴉參與對話 
 
    主辦機構「藝術公社」認為維港填海問題引發廣泛討論，社會亦重新關注香

港的重要資產–––維多利亞港，所以希望藝術創作者亦能透過繪畫、攝影及

裝置等作品，展開一場視覺藝術對話，發掘維港不同的面貌，探討維港的種種

問題，而觀眾亦可透過現場塗鴉直接參與對話。 
 
    四十人展六十作品 
 
    是次展覽展出作品超過六十件，參展人數近四十人，除協辦團體「香港攝影

記者協會」及策劃組織 A-infinity 的成員外，亦特邀多位著名藝術家以維港為題

發揮創意展出作品，包括王純杰、甘志強、白禮仁、李尤猛、徐天潤及顏磊等

。開幕禮期間會安排行為藝術表演及即場塗鴉，令是次藝術對話活動更加豐富

。 
 
    藝術表達關心維港 
 
    走進展覽現場，只見許多揹沉重攝影器材的「攝記」行家們，細心地觀賞

、比對同行鏡頭下不同環境的維港景色，有些是旭日初昇，有些是霧雨紛飛

，當然少不了中環海中心插五枝圓柱樁大殺風景的畫面……。許多作品都是

流露出參展者對維港環保情況及未來生態的擔心與憂慮，希望政府、社會及市

民都努力保護維港的美麗與價值。 
 



    展覽開幕當日，立法會議員陳智思、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及香港藝術發展局

主席陳達文擔任了主禮嘉賓。「圍講‧維港」視覺藝術對話展覽，即日起至本月

三十日在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六十三號牛棚藝術村十二號單位藝術公社舉行。

查詢可電二一○四三三二二，或瀏覽網址： www.artist-commun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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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藝術看維港  
~~~~~~~~~~~~~~~~~~~~~~~~~~~~~~~~~~~~~~~~~~~~~~~~~~~~~~~~~~  
 
 
中環填海工程引起社會爭議，近四十名繪畫、攝影及裝置藝術的創作者發揮想

像力及藝術細胞，以維多利亞港為主題，透過圖畫、照片甚至是行為藝術，表

達他們心目中的維港，所有作品昨日起至本月三十日在牛棚藝術村展出。該展

覽是首個以維港為主題的大型多媒體藝術展覽，名為「圍講‧維港」，主辦單位

希望透過展覽，喚起巿民重新思考維港的價值及意義。（秦美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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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藝術反填海  
~~~~~~~~~~~~~~~~~~~~~~~~~~~~~~~~~~~~~~~~~~~~~~~~~~~~~~~~~~  
 
 
藝術公社昨日在牛棚舉行「圍講．維港」視覺藝術對話展覽。展覽除擺放四十多

張以維港為題的繪畫、攝影及裝置藝術外，更有藝術家即場表演名為「人肉填海

」的行為藝術。圖中兩名身穿黑衣人士，將大堆石屎及垃圾鋪蓋在玻璃水缸內一

名赤裸上身的表演者身上，其後黑衣人將玻璃水缸打破，以示對填海不滿，而

部分參觀者更即場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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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生天」  
~~~~~~~~~~~~~~~~~~~~~~~~~~~~~~~~~~~~~~~~~~~~~~~~~~~~~~~~~~  
 
 
昨日，牛棚藝術村內舉行「圍講‧維港」的視覺藝術展覽，當中亦有行為藝術的

表演。其中一名表演者躲進透明大膠盒內，外面的人則不斷將沙泥倒進盒內，

快將人淹沒，並向他撒溪錢。但後來外面的人以鎚仔敲打大膠盒，那人便可「逃

出生天」。 
 
    表演完畢後，不少旁觀者心中都出現了一個問號，究竟以上行為代表什麼

呢？主辦單位藝術公社則叫大家各自思考、領略，不知大家又有何領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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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行為藝術  
~~~~~~~~~~~~~~~~~~~~~~~~~~~~~~~~~~~~~~~~~~~~~~~~~~~~~~~~~~  
 
 
  西安行為藝術的最新發展狀況最好由當地藝術家介紹。陳坦帶來錄象和材

料，包括《西安行為藝術家與戶縣農民畫家新春聯展》、個別行為藝術家在歐洲

發表的作品、他跟瑞士藝術家合作，以及 GABI 行為小組的情況。  
 
  陳坦還會即席演出作品《替某某藝術家做作品》，藝術家石頭委託他做的《

替石頭做作品》，利用播放錄象和現場表演去討論藝術家和作品之間的界線問題

、理解和誤解、拷貝和被拷貝之間的問題。  
 
時間：2 月 12 日晚 7 時  
 
地點：Para/Site 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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