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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ftikhar Dadi﹑Hammad Nasar

編﹐《邊界管制﹕隔離之為與不為》
(Lines of Control: Partition as a 

Productive Space)﹐Ithaca: Herbert 

F. Johnson Museum of Art﹐Cornell 

University﹐2012年｡ 與倫敦Green 

Cardamom合作籌劃及出版﹐第108頁｡

2| 有關「建構場域﹕展覽與亞洲當
代藝術史編寫」研討會紀錄影片﹐
已上載於http://www.aaa.org.hk/

sitesofconstruction｡ 此外﹐《Yishu 

典藏國際版》第13卷第2期﹝2014年3月/ 

4月﹞特別號﹐以是次研討會作專輯﹐收錄
當中發表的論文｡

5

展覽是向大眾展示藝術作品的平台｡ 亞洲向來缺乏有

系統的藝術公共收藏和具規模的藝術史課程﹐因此區

內歷年來的展覽﹐不單是陳列作品和與作品互動的場

合﹐展覽背後的策展理念﹑籌辦機構的方針以及與展覽

相關的書寫及文獻﹐統統成為建構地區當代藝術史的

第一現場｡

過去十年﹐有關回溯舊日展覽的項目有急劇增加的趨

勢｡ 重構舊有展覽的不同模式相繼出現﹐而探討展覽

歷史的專題研討會及學術會議數目日益頻繁﹐題材越

加廣泛｡ 刊於論文集與期刊的相關專論亦與日俱增﹐企

圖讓重要展覽的文獻重見天日的項目如雨後春筍｡ 此

外﹐學府更就此新興領域設立相關學術部門與科目｡這

種對展覽歷史/展覽研究的嚮往﹐可被視為一個新晉的

專業領域─ ─展覽實踐 (exhibition making)﹐正努力

為其學術形態勾勒具體面貌｡ 從前高不可攀的權威藝

術史﹐現在要努力地嘗試趕上這股新興潮流 ─ ─ 借用

Irit Rogof f的話來說﹐那是「無法以學科界定」的當代

藝術領域｡ 1

有見及此﹐第四期《搜記》「公共﹑歷史﹑價值﹕展覽在

藝術史書寫的位置」略盡綿力﹐試圖共同建構這樣的一

段藝術史｡ 這個主題以亞洲藝術文獻庫於2013年的學

術會議「建構場域﹕展覽與亞洲當代藝術史編寫」為起

點﹐將討論延伸至不同地域﹑展覽模式與意念｡ 2該次

學術會議﹑本期《搜記》以及支撐兩者的眾多數碼資料

與研究項目﹐再加上眾多藝術歷史學家﹑策展人以及

目錄搜記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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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等的協助﹐讓我們得以致力於展覽研究﹐展現其

充沛的可能性｡

因此﹐本期《搜記》所孜孜矻矻的﹐是共同找出一個具

有多重意義的答案﹐以回答「我們如何記憶展覽」這問

題﹐並由此伸延﹐探討於這個過程中﹐我們有何知識上

的得着｡ 我們希望省思圍繞展覽歷史的知識﹐並且展現

當中根深蒂固的主流結構｡ 換言之﹐讓潛藏的「摩擦」

浮上表面﹐顯露人前｡ 

藝術 x 商業 x 公眾

展覽是觀賞及消費藝術作品的場所﹐它將藝術發人深

省的特質與流通經濟牢牢地交織在一起｡ 藉着展覽﹐

藝術品─ ─以意念及實物的形態流通─ ─能生產及

提升自身價值﹐成為交易物品｡ 這個過程由策展功能

引導﹐期間藝術品相互影響﹐產生出浮動不定的相對價

值｡ 唯一不變的是展覽對觀眾與公共群體的需求﹐以確

保展覽有其正當用處﹐並得以達成自身目的｡ 而觀眾有

時可能要在本土以外尋找﹐特別是在當地相關基建不

足的時候﹐會為「建立觀眾群」帶來更加複繁的問題｡ 

美術館與藝廊明白公眾參與的必要性﹐因而面對日益沉

重的壓力﹐須因應狀況調整項目﹐務求切合社會各階層

的狀況﹐帶來藝術的「民主化」｡ 這個現象與歐美社會

的狀況並不一樣﹐當地的美術館文化歷史悠久﹐與亞洲

大部分地區截然不同｡ 在亞洲﹐大部分現存美術館都有

殖民政府干涉的痕跡﹐而新設立的美術館則與觀眾處

編者的話搜記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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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共同成長的階段中｡ 與此同時﹐新興的商業營運模式

方興未艾﹐驅使企業將藝術元素引入地球產及商業項

目｡ 此外﹐這種非傳統的展示場地與收藏模式衝擊了我

們的殖民想像﹐激起了我們對藝術基建應該作何模樣

與應該如何運作的思考｡ 

在亞洲﹐私人博物館盛行﹐加上國家投資文化區域﹐以

及藝術博覽展會和雙年展遍地開花﹐區內的藝壇景觀

迅速改變｡ 但直至藝術主題商場冒現﹐融合了藝術與

商業領域﹐才令種種既定分野隨之崩塌﹐包括藝術與商

品﹑奇觀與假象﹑經濟與美學﹑在在挑戰我們既有的觀

念｡ 在大眾媒體﹑政府規劃以及私人項目的推波助瀾

下﹐藝術迅速成為由社會慾望掛帥的集體想像｡ 藝術成

為了身份的象徵﹑市場推廣的策略﹑政治干涉﹐以及傳

統的一種形式 ｡ 一旦將展覽融合購物商場﹑將藝術揉

合商品文化﹐藝術的大眾消費潛力已然開始運作｡ 由此

又引伸出一個問題﹕這難道不是「大眾的藝術」(ar t for 

al l )  的理想模式嗎？

在照顧所有人的需要時﹐到底得到了甚麽﹐又失去了甚

麽？每次展覽其實都是在擬想另一種現實﹐回應可能

狀況的界限｡ 這些新出現的藝術建設投資項目以及目

標觀眾如何影響展覽﹑介入知識生產的現有結構﹑衝擊

過時的藝術歷史﹐以及衍生新的藝術史的潛在功用？

目前審視這個議題的辦法﹐在於藉由分享研究成果﹑文

獻﹐提出各種重演 (re -enactments)﹑假設﹑顛覆﹐以

及各個範疇的共同努力﹐廣泛地檢視現有的藝術脈絡｡

編者的話搜記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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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搜記》集合眾人之力﹐以橫向甚至多向的方式﹐

建構出遍佈各地各人的歷史面貌｡ 本期《搜記》從藝術

史學家﹑策展人﹑藝術家﹑研究員及建築師─ ─不論是

現實與想像的─ ─多個角度出發﹐探討展覽的形式﹐以

及其論述﹑空間﹑社會及經濟建構過程﹐以帶出審視及

接近展覽的另類可能﹐並強調展覽對豐富今天藝術史

書寫的貢獻｡ 縱然不少「傳統」藝術機構﹝主要為歐美

地區﹞依然在藝術歷史中佔有主導地位﹐但我們已開始

感覺到知識生產核心轉移的先兆｡ 重點是﹐知識轉移

得有多迅速﹐而且何時能站穩腳步﹐反抗控制知識流通

的機制﹐這才能決定展覽研究的美好願景能實現多少｡ 

編者的話搜記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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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e Butcher 是個會下廚的教師﹑策展人和作
家｡ 她最近帶領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藝 術學院

（Gerrit Rietveld Academie）及鹿特丹視覺設計學
院（Piet Zwart Institute）的學生研讀大量文本｡  

她是桑伯格研究院（Sandberg Institute）的 
School of Missing Studies成員｡

四
十

四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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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Parking Gallery展出的傳真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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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

南非國家情報勤務局於1993年銷毀的公共檔案文件和

微縮菲林﹐總重量是44噸｡ 時維南非進行首次民主選

舉的前一年﹐檔案銷毀行動持續了六至八個月｡ 1 我無

法想像這些檔案被清空後騰出了多大的空間﹕大樓一整

幢﹑一整幢地被淘空﹐剩下一排排光禿禿的文件架｡  

我更加無法想像這次事件導致多少史料散逸﹔又或有

多少已被遺忘的歷史因這次事件而灰飛煙滅｡

在荷蘭期刊《Open》題為〈(No)Memory—Storing 

and Recall ing in Contemporary Art and 

Culture〉 (No. 7, 2004 ) 的專號中﹐刊載了一篇 

名為〈文獻庫的隱喻〉(The Archive as Metaphor) 

的文章｡ 當中﹐媒體理論學家Wolfgang Ernst明言「

文獻不說故事」｡ 2 文獻中互不相干的部分唯一的敘事

性關連﹐在各部分之間的夾縫─ ─亦即在「洞窟與沉

默」的邊沿上構成｡ 3 Ernst認為這些夾縫亟待史料編

纂學者﹐受到那些被認為不值得記載的東西散失後帶

來的失落感驅動﹐利用想像力填補｡ 4

其餘及其他

「我們如何將去歷史化的事件歷史化？」是

Johannesburg Art Gallery（JAG )即將履新的館

長Clive Kellner仍任職展覽統籌員時提出的問題｡ 

Kellner引述Homi Bhabha當時剛出版不久的《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書﹐不僅向1990年代中葉 

處於歷史轉變中的南非社會政治狀況提出廣泛的詰

問﹐更集中針對因第二屆﹝也是最後一屆﹞約翰內斯堡

1|  相關詳情由Verne Harris於其精彩文
章〈「他們應該銷毀更多」﹕南非在種族
隔離的最後歲月所銷毀的公共檔案記
錄〉(“They Should Have Destroyed 

More”: The Destruction of Public 

Records by the South African State in 

the Final Years of Apartheid) 中披露｡ 
《Transformation》 42﹐ 2000｡

4|  Chris Marker於其電影《沒有太陽》
(1983) 中有類似的精彩旁白﹐用以形
容11世紀王室女官Sei Shonagon喜作
個人清單的嗜好｡ 詳見﹕http://www.

markertext.com/sans_soleil.htm｡

3|  同上｡

2|《Open Key Texts》﹐第28頁｡

Electric Workshop﹐影片截圖﹐ 
1997年｡ *

標示香港位置的地圖上出現大窟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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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年展（1997年10月開幕）及其主題「Trade Routes , 

History and Geography」（「貿易路線﹑歷史及地

理」)（下稱《貿易路線》）而被重提的歷史夾縫﹐又或

散失的史料｡ 

雙年展由當時還屬寂寂無聞的奧奎‧恩維佐（Owkui 

Enwezor）統籌﹐以非比尋常的野心和魄力﹐摒棄國家

展館的傳統結構﹐採用類似伊斯坦堡及聖保羅雙年展

等較貼近當代的模式﹐以期反映現代性及全球化的痕

跡﹐以及恩維佐所言的「他方之虛空」｡ 5

雙年展以「個別策展地圖」 6 拼湊而成﹐包括 

Kell ie Jones的《生平無長物》(Life’s Little 

Necessities )﹑Colin Richards策劃的《Graft》 

(移植)﹐以及侯瀚如的《香港﹐諸如此類》(Hong 

Kong , etc.)（和多個主辦單位策劃的展覽）﹐展覽地

點分別位於約翰內斯堡和開普敦﹐大約145位藝術家

參與其中─ ─我所以說是「大約」﹐因為各方資料莫衷

一是｡ 整個項目網羅多項活動及展覽﹐以規模和種類

而言﹐均屬南非自1900年代前葉殖民時期展覽以來所

未見｡ 是次展覽成為了當代藝術從種族隔離政策衍生

的文化孤立中「出櫃」的一次最重要壯舉﹐此中不無諷

刺｡ 

《南非國家檔案法》的重寫﹐7 加上「真相與和解委員

會」聽證會又在《貿易路線》展覽的毗鄰舉行﹐很難想

像在國內外如此舉足輕重的一次雙年展的歷史﹐在我稱

之為後隔離下的「新」南非的歷史「填充主義」風潮中

波瀾不興｡ 如我們選擇相信大型展覽所提供的「實物

5|  直接引述自南非電台紀錄片《接觸地
帶中的文化﹕第二屆約翰內斯堡雙年展
1997》(Culture in the Contact Zone: 

The second Johannesburg Biennale 

1997) 的訪談內容﹐該片由Hedwig Barry

及Belinda Blignaut合導｡

6| Catalogue, ‘Trade Routes: History 

+ Geography’, 2nd Johannesburg 

Biennale, Johannesburg, 1997, p 7.

7|  1996年第43條｡

奧奎‧恩維佐﹐訪問﹐影片截圖﹐ 
1997年｡ *

Coco Fusco﹐約翰內斯堡雙年展開幕表
演﹐影片截圖﹐1997年｡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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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恩維佐訪談﹐《接觸地帶中的文化》｡ 

10|  雖然重新對應及轉化文獻作業的繁
重工作曾於一些富啟發性的項目中實踐﹐
例如《Refiguring the Archive》一書（由
Carolyn Hamilton等編﹐David Phillip 

Publishers出版﹐開普敦﹐2002）及同名
項目｡ 項目於雙年展原擬閉幕的一年假約
翰內斯堡的Witswatersrand Graduate 

School舉行｡ 但我認為需於展覽領域以
內﹐就策展工作的歷史構思更多方法｡

教授」﹐ 8 在建構公民意識和公共記憶方面﹐跟建制的 

﹝歷史﹞故事敘述同樣重要﹐那麽第二屆約翰內斯堡

雙年展就是一個精彩的個案研究﹔當中的藝術公民 

(artist citizen) 主張尤其值得關注｡ 9 但展覽實質上

是一個凌亂的空間﹐充斥着溝通﹑再現﹑經驗和操演性

（特別於這一個案而言）﹐任何探討均需超越將散失的

內容予以分類﹐以及公開確認文獻政治的層面｡ 10 無論

是成功抑或失敗﹐敘述雙年展「其餘部分」的工作並非

為了強化它已為人知的面貌｡ 

縫隙

作為一個1997年遠去後才踏足南非的津巴布韋人﹐我

是直到2009年在Utrecht舉行的一次會議中﹐聽到名

為「展覽制定的概念史」(A Conceptual History of 

Exhibition-Making ) 的陳述報告﹐以及恩維佐自己的

客觀評說﹐才發現《貿易路線》是如此具重要性而又隱

沒於歷史中｡

雙年展糾纏於中心與邊緣的概念中﹐但又容許「不可逾

越的差異」繼續保留﹐11 其目的是為一系列不斷變化的

實踐提供一個語境﹐再現列強「洗牌」﹝展覽開幕前幾

個月英國撤出香港正好作為鮮活例子﹞﹐12 以及當代藝

術世界聯袂共存所展現的「前衛」轉變｡

在由約翰內斯堡美術館﹑已倒閉的Electric 

Workshop﹐以及開普敦的好望堡和國立美術館共同

建構的複雜場景中﹐谷文達﹑Stan Douglas及Carrie 

Mae Weems等藝術家的多媒體作品緊密並置｡ 前所

未見的大量數碼投映﹑表演及裝置為多個展場的基本

Christian Nerf送贈的禮物｡ 

11|  恩維佐為圖錄撰寫的序言﹐題為〈旅
遊筆記﹕在不安的世界中的生活﹑工作和
旅遊〉(Travel Notes: Living, Working 

and Travelling in a Restless World)﹐
第8頁｡

12|  Bongi Dhlomo﹐圖錄前言〈所有 
路線都不錯〉(All Routes Are Good)﹐
第6頁｡ 

8|  由Tony Bennet於其鴻文〈展覽情結〉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中闡述﹐
《new formations》第4期﹐1988年春
季﹐第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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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裝置﹐影片截圖﹐1997年｡ *

設施及位置帶來挑戰 ｡ 根據尼日利亞裔策展人及藝評

家Bisi Silva所言﹐展覽有別於第一屆雙年展之處﹐在於

「只有繪畫作品鮮見蹤影」｡ 13

對於在十多年後跟我於千里以外的Utrecht同場出席

會議的年輕藝術家Simon Gush來說﹐展覽最能吸引

他的地方﹐既不是觀眾須自報個人資料﹑然後憑一個

令人聯想到種族隔離的通行證方能入場觀看的Coco 

Fusco行為藝術表演〈過境權〉(Rights of Passage )

﹔也不是佔據整個展廳﹑由Cildo Meireles仿碼頭

製成的裝置(〈Marhulo〉﹐1992-97)｡ 14 當時仍為藝

術系學生的Gush最注意的﹐反而是Felix Gonzales-

Torres於1989年起創作的 〈無題（退伍軍人節）〉

(Untitled  (Veteran’s Day)｡ 這件毫不起眼的作品由

印畫堆疊而成﹐印畫於展覽期間被訪客逐一取走﹐整件

作品亦因而被慢慢蠶食｡ Gush由此領悟到藝術的另一

個面貌和用途｡ 

這就是所謂「新概念」藝術？ 15 大部分納入展覽的 

作品均被Vasif Kortun在其刊載於展覽圖錄的文章 

〈衝突─共享─共識─共謀─ 然後返回〉(Conflict–

Sharing–Consensus–Complicity–and Back 

Again) 中冠以這個生造的名字｡ 他稱他的做法定義為

源自邊緣｡ 在部分評論者眼中﹐這跟惡名昭彰的 

《大地魔術師》（Magiciens de la Terres）展覽如出

一轍﹐雖然亦有不同意這種批評的藝評人｡ 16 這一手法

承認雙年展的建制空間為共用空間﹐「文化主張」可以

13|  Bisi Silva〈約翰內斯堡雙年展〉﹐刊
載於《artnet.com》﹐1998｡

14|  最終難以確認哪些藝術品曾於雙年
展中展出﹐唯有透過訪客經驗或記錄裝
嵌過程的圖片稍見端倪──而相關的
資料亦無記載於厚重的展覽圖錄中｡ 展
覽製作過程中的偶發事件遠在成書以後
才冒起｡

15|  Vasif Kortun為圖錄撰寫的論文〈衝
突─共享─共識─共謀─然後返回〉﹐
第37頁｡ 

16|  詳見Dan Cameron及Eleanor 

Heartney就雙年展分別於期刊
《Artforum》（1998年1月）及《 Art in 

America》（1998年6月）發表之文章｡ 

Simon Gush﹐〈完美情人〉(Perfect 

Lovers)（三聯裝置)﹐吊扇﹐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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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形成﹐以迎合「建制﹑藝術家﹑策展人以至某程

度上的公眾」的共同期望｡ 17 正正是由於各種期望的 

「程度」是有限制的﹐令《貿易路線》的故事更形複

雜﹕因為存在於程度以外的﹐是一個不能被揀選﹑輯錄

或籌劃的部分﹔一個由於雙年展對新媒體和相對新穎

的萬維網技術的依賴﹐卻由於科技知識水平差異而令

許多人難以理解的部分﹔18一個讓初來約翰內斯堡市中

心的人﹝包括外國遊客及部分當地人﹞不能踏足於令人

感覺安全的展館範圍以外的部分﹔一個親歷最後一屆

雙年展因設施耗損及訪客不足而被已破產的約翰內斯

堡市政府下令於1997年12月至1998年1月中半關閉的

部分｡ 19

18|  就雙年展的報導﹑評論﹐均在形容一
群手持手提電腦的「藝壇精英」時﹐重
複表達對數碼鴻溝 (digital divide)的迴
響｡ 他們總是穿一身黑衣現身於約翰內
斯堡和開普敦市中心﹐而前者更非熱門
旅遊地點｡  

19| 經費問題及當地媒體的敵意攻擊一直
困擾第二屆約翰內斯堡雙年展﹐導致展
覽於聖誕假期間突然短暫關閉﹐以及已
破產的市議會下令提前遣散雙年展員工｡ 
多位南非藝術家及訪客於開幕期間投訴
不得其門而入﹐而且展覽缺乏公眾參與｡ 
當地一份報章甚至在張貼於市內電線桿
的晚間展覽廣告上貼標語﹐以粗線體寫上
「雙年展是否詐騙？」(Is the Biennale a 

Fraud?) 的字眼﹐連風馳電掣的電單車手
也能清楚讀到｡ Jen Budney〈第二屆雙
年展約翰內斯堡為誰而辦？〉(Who's it 

For? The 2nd Johannesburg Biennale)
﹐刊於《第三文本》（Third Text）﹐第42

期﹐1998年春季

Paul Edmunds發表的免責聲明﹐屬《如果一棵樹…》展覽一部分﹐ 
2012年｡ 

完整 / 殘缺

要梳理雙年展清晰的策展意圖﹑公眾對其時代意義及

權責的爭議﹐以及《貿易路線》對後來時空所起的可能

影響﹐彷彿在暗夜中涉水前行｡ 但全仗我們在黑暗中游

淌的勇氣﹐在展覽現代主義軌跡之間爬梳﹔在輯錄了珍

貴的裝置全景及訪談片段﹝當中有的訪談者已作古﹞的

雙年展電視紀錄片的光影之中尋找背後的意義﹔以及在

一堆記載了策展人和藝術家私密通信的褪色傳真中搜

尋﹐才發現到箇中的「沒有言明的其他」｡ 

一般而言﹐展覽的性質取決於切身處地的實體經驗｡ 

裝置失焦影像﹐影片截圖﹐1997年｡ *

17|  Kortun﹐第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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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Florence Derieux﹐〈導論〉﹐ 
《哈洛‧史澤曼﹕個人方法》 
(Harald Szeemann: Individual 

Methodology)﹐JRP Ringier出版﹐ 
蘇黎世﹐2007﹐第8頁｡ 

Tracy Rose﹐〈Span I〉﹐ 
現場的圍觀人士﹐南非國立美術館﹐ 
影片截圖﹐1997年｡ *

要重新審視一個展覽﹐無論它的策展手法有多直接﹐亦

需在腦海中走訪已消失的展品﹐同時從回憶的幽靈中

喚回那些短暫的接觸﹑失落的理想和得到的教訓｡ 雖

然已有論者預言20世紀的藝術史將「不再是藝術品的

歷史而是展覽的歷史」﹐20 但在那歷史編纂的過程中仍

有遺漏─ ─那些軀體往哪裏去了？偷聽到的對話片段

在講甚麽？快把謠言告訴我們！

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講﹐展覽是項多層次的工作﹐受制於

歷史決定的經濟﹑社會及政治框架﹐尤以雙年展或博覽

會等以系列形式持續的項目為甚｡ 任何對展覽進行歷

史化或（我斗膽用）重演 (re -enactment) 的舉措﹐均

需要我們真切體會展覽中由所謂自主藝術表達構成的

複雜系統﹑策展準則﹑外部意識形態及展覽針對的市

場｡ 21 簡而言之﹐就是發生於特定狀況下的事件｡ 雖然

好學生都懂得將每個細節視為神聖的道理﹐但「新歷史

化專家」提倡那些狀況所擁有的轉化力量﹐孜孜地在當

下建構可能的歷史─ ─主張「所有事情都可以有別於

現況﹐所有事情原本都可以呈現另一個模樣」｡ 22

早在1970年代﹐已有論者察覺展覽開始催生一種愈益

勃發的自我意識﹐而展覽的主題成為了展出的部分﹐跟

展出的藝術品分享着同一角色｡ 23「演出」在《貿易路

線》如何以具有演示性的「裝腔作勢」反映和轉移不同

殖民時期賴以展示完整／殘缺的世俗模式是展覽的核

心｡ ｡ 但Julian Myers提醒我們﹐如果要抗衡在時間

軸上的另一點去展示展覽﹐必須提防「半抽象化的元論

述」﹑「招供」及「半隱晦的報導」｡ 24 撰寫展覽的歷史

必須 超越趣聞逸事的模式﹐但又不至於進入神聖的境

地﹐而是處於現有藝術史標準的多數主調及小數反調

21|  詳見Julian Myers〈論展覽史的
價值〉(On the Value of a History of 

Exhibitions)﹐刊於《The Exhibitionist》
﹐第4期﹐2011年6月﹐第24–28頁｡

22|  Stephen Greenblatt﹐ 
《共鳴和奇蹟》(Resonance and 

Wonder)﹐Routledge出版﹐紐約市﹐ 
1990﹐第223頁｡

23|  參考Daniel Buren﹐1972｡

24|  Myers﹐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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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以及「未解答」與「未是時候解答」之間｡ 阿門｡ 

「我不能代表『國際藝壇』發言｡ 只有上帝和 

﹝很可能﹞創作總監才可這樣做｡ 」 

─ Colin Richards﹐《移植》策展人﹐在第二屆約翰內

斯堡雙年展被問及對南非雙年展概念的成功和可持續性

有何見解時的回應｡

《隨時間推進的貿易路線》(Trade Routes Over 

T ime ) 是一系列於2012年舉行的展覽｡ 展覽由商業畫

廊Stevenson  發起﹔Stevenson畫廊於約翰內斯堡雙

年展兩個舉辦城市都有分行｡ 出於對利用展覽模式重

新審視舊有展覽這種做法的興趣﹐25 我亟欲把握機會

參與其中﹐但又對於商業空間策劃獨立項目這一點有

所保留｡ 26 由Stevenson於約翰內斯堡市中心舉行的

《如果一棵樹…》(If A Tree…) 展覽﹐處於兩個展覽

的夾縫中─ ─ 一個須追蹤曾參與原雙年展的藝術家﹔

另一個則猜度可能舉辦的第三屆展覽將採何種美學主

張和應對哪些問題｡ 《如果一棵樹…》意圖迎難而上﹐

檢視《貿易路線》所衍生的影響｡ 為挑戰我前述那些只

針對「如何」及「為甚麽」的籠統討論﹐《如果一棵樹…

》採取某些特定﹑具有特性和地方性的途徑﹐從雙年展

以外檢視雙年展｡ 參與是次展覽的藝術家並無作品於

約翰內斯堡雙年展中展出﹐但他們均曾以相對間接的形

式接觸它｡ 

例如著名南非藝術家Paul Edmunds﹐曾為《貿易路

線》展覽擔任技術員｡ 他講述裝嵌顯示屏背後的政治

時﹐表示部分場地由於欠缺具相關經驗的本地技師﹐

需由阿姆斯特丹引入專才至開普敦﹐以完成相關工作｡ 

25|  我的論文﹐題為〈收拾行囊的原則〉
(The Principles of Packing) (開普敦大
學出版﹐開普敦﹐2012)﹐探討於種族隔離
政策實行前夕﹐一個於英國及南非巡迴舉
行的當代藝術展覽的個案｡

26|  值得深思的是﹐這些藝廊是市內少有
的免費藝術空間｡ 由於國營機構資金不
足﹐公眾須支付入場費｡ 

南非國立美術館﹐後排男子為 
Colin Rich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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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棵樹…》檔案展示﹐Parking Gallery﹐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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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其中一件作品以文本呈現﹐Edmunds在文中憶述

在得悉有謠言指展覽資金用作部分展場的大量砌牆工

程﹐以及補充大量被盜的投映機後﹐感到更加沮喪｡ 離

這展品不遠的拐彎處﹐是一堵七米長的假牆﹐是Colin 

Richards展示其策展概述之用﹐令人回想起他為配合

藝術家Tracy Rose與囚犯Michael Hanekom鑽挖國

立美術館時所做的措舉｡  

該堵牆其後又成為Lerato Shadi一個私人行為藝術

表演的舞台 (《Seipone》﹐2012)｡ 其持續性的行為藝

術表演一直跟 Rose的風格淵源甚深｡ 在該次表演中﹐ 

Shadi於24小時內不斷重複書寫及擦去自傳體文本﹐

現場除一部攝錄機以外並無其他觀眾｡ 凌亂骯髒的鉛

筆屑和橡皮擦痕在地板上形成斑駁污跡 ﹐是表演遺下

的唯一證據｡ 

約翰內斯堡雙年展對城市和市內生態的影響﹐啟發張

奕滿與建築師及藝術家Eduardo Cachucho 

合作﹐委託遠在南非的作家Sean O’Toole創作文本｡ 

O’Toole曾出席當地多個非主流藝術活動﹐亦即是約翰

內斯堡雙年展最薄弱的部分｡ 27

另一展出作品為一個直徑3.5米﹑以氈絨覆蓋的巨型乳

膠球﹐作者Yvonne Droge Wendel曾充當約翰內斯堡

雙年展參展藝術家的助理｡ 這位荷蘭裔藝術家自1997

年以來未有再踏足南非｡ 由她創作的《Black Ball》於

2000年完成｡ 展出時需要由路人幫忙將巨大但輕巧的

圓球推過公共空間｡ 該作品旨在回應她於約翰內斯堡

逗留期間的經驗﹐包括她協助製作的裝置構件被盜｡ 

Droge Wendel按作品表面的吸光特性﹐將之形容為

27| 〈亂得漂亮〉（A Beautiful  

Mess, 2012） 一文可於網上索閱﹕ 
https://sites.google.com/site/

autonomydocs/file-cabinet/

Sean_Beautiful_FINAL.

pdf?attredirects=0&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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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中的黑點或洞穴﹐為周圍的地貌添上污點﹐令人不

忍回想｡ 展覽開幕期間（正值繁忙時段）﹐巨球從藝廊

滾出﹐經約翰內斯堡雙年展結束後多年才建成的曼德

拉橋﹐抵達Electric Workshop原址｡  

Yvonne Dröge Wendel﹐〈黑球〉(Black Ball)﹐於約翰內斯堡演出﹐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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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此類

現在聳立於Electric Workshop原址的是非洲博物館

和Newtown劇場大樓﹐在1990年代﹐大樓亦是林布蘭

美術館的所在地｡ 擁有赫赫大名的美術館其實只是個

淺窄如通道的空間﹐由 Stephen Hobbs（隸屬針對都

市議題的Trinit y Sessions組織）營運｡ 在這空間中 

（南非網上期刊ar tthrob.co.za曾有文章將之形容為

「不好應付」)﹐侯瀚如於1997年10月佈置了《香港﹐諸

如此類》的展品﹐以細小的空間比擬全球﹐以期再現一

個「微全球化城市」﹐28 利用當時剛脫離殖民統治的香

港作為視點﹐探討急速的經濟發展﹑以及「城市」現象｡  

同時納入展覽的還有由林一林﹑Fiona Tan及其他藝術

家創作﹑關於城市介入Soweto及 Alexandra兩個城鎮

（侯瀚如在當地發現一位母語為南非荷蘭語﹑能操廣

東話的南非白人）的作品｡ 作為象徵流動和連繫性質

的網站﹐為這些反思提供一個不可或缺的新空間｡ 展

覽專屬網站（http://www.aica.co.za/hk）內容包括

訪客意見調查﹑網上項目﹐以及圍繞「城市作為現實」

及「城市作為反烏托邦」等議題的論述﹐參與的藝壇中

堅包括何慶基及Saskia Sassen等｡ 網站因包含大量

實體項目內容﹐沒有電腦或連線服務的人卻無法接觸﹐

而受到批評｡  

雖然受到實體及虛擬空間的限制﹐但展覽仍能遂其野

心﹐在兩個轉變中的狀況─ ─「兩個地點﹑兩個景況﹑

道路的兩頭 」29 ─ ─ 之間﹐建構一條非西方的軸心｡ 

例如﹐將﹝當時﹞駐薩伊藝術家Bodys Isek Kingelez

創作的微縮地景模型﹐跟黃永砅著名的〈大限︰世界末

28|  侯瀚如﹐〈在約翰內斯堡實施《香港﹐
諸如此類》〉(Working in Johannesburg 

for Hong Kong etc.)﹐刊於《Atlantica 

International》﹐第149頁｡ 

侯瀚如﹐訪問﹐影片截圖﹐1997年*｡

盯着電腦的人群﹐影片截圖﹐1997｡ *

29|  Pat Binder及Gerhard Haupt 訪
問侯瀚如﹐於1997年7月進行｡ 內容可
於以下網址瀏覽﹕http://universes-in-

universe.de/car/africus/e_hanru.ht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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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諸如此類》﹐網頁﹐頁面截圖｡

《香港﹐諸如此類》﹐問卷﹐《貿易路線》展覽圖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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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e筆錄鮑藹倫在《香港﹐諸如此類》創作過程中的貢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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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The Doomsday, 1997) 並列﹐令前者與後者那裝

滿商品的半球形陶瓷雕塑產生材質上的對話｡ 朱加的

〈永遠〉(1994) 跟隨一輛車輪無法正常轉動的單車走

遍北京大街小巷﹐跟不遠處香港的藝術家鮑藹倫創作

的實驗錄像《Drained IV》(1996 -7) 相映成趣｡ 該錄

像被展覽網站形容為「錄像裝置／裝置規模不詳」﹐30

看來神秘兮兮﹔按鮑藹倫描述﹐作品由兩個顯示屏組

成﹐內容是一個被裝進會轉動的容器中的沙漏的錄像﹐

轉動的速率跟錄像相同｡ 有關該作品被放置於約翰內

斯堡展覽的文獻並無公開﹐作品只能在Hedwig Barr y

及Belinda Blignaut拍攝的一齣雙年展紀錄片中驚鴻

一瞥﹐鮑從未知悉其作品有否抵達南非﹐亦從未有人查

詢作品應如何安裝｡  

這故事是我跟鮑藹倫﹑林沁怡（香港Para Site藝術空

間策展人及駐場主持人）和黃湲婷（亞洲藝術文獻庫

研究員）﹐在把酒言歡間由鮑親述的｡ 當時我正在香港

進行研究﹐由2013年12月逗留至2014年1月｡ 觀乎本

文提及的眾多失蹤個案﹐《Drained IV》的故事殊非獨

特｡ 事實上﹐從展覽圖錄的版權頁所見﹐九位參與《香

港﹐諸如此類》的藝術家並未名列其中｡  

溝通上的缺失加上電腦連線的限制﹐讓沒有親睹展覽

的我終於在多年後明白﹐被摒除於紀錄之外的史料有

多普遍﹔這現象亦造就了《香港﹐諸如此類》中那個「諸

如此類」的部分｡ 偉大的探險家也許會提醒我們直接

見證那「……」的部分﹐為此﹐我們應開始搜索空蕩蕩

的資料架﹐開展微細歷史重建｡ 31 在標示着過去探索成

果的地圖上﹐我們開始回溯集體的社會動力﹐以及圍繞

30|  http://finearts.hku.hk/hkaa/

revamp2011/work.php?id=1944｡ 

《香港﹐諸如此類》裝置一景﹐影片 
截圖﹐1997年｡ *

25

31|  香港「檔案行動組」（Archives 

Action Group ）（創於2009年）的工作
讓我意識到當地在技術官僚政治轉移
時﹐大量公共檔案被銷毀的驚人情況｡ 
http://archivesactiongrou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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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創作軌跡的偶發事件﹐以描繪出繞行熟悉路線的

航道｡ 當我們開始轉換路線時﹐我們應巨細無遺﹐但

又大而化之｡

26

尾註

Etcetera（諸如此類）﹕  
表示名單上的內容過於瑣碎或陳腐而不
贅﹕我們已竭盡所能﹑做好本份﹐諸如此
類｡ 原為拉丁文﹐由et（和）及cetera（
其他）（為ceterus [剩餘] 的中性眾數
詞)組成｡ 

* 影片截圖來自由Hedwig Barry 及
Belinda Blignaut合導的《接觸地帶中的
文化﹕第二屆約翰內斯堡雙年展 1997》｡ 

所有影像由本文作者提供﹐ 
否則另有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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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eo Seshee Bopape﹐〈非物質萬歲〉(L.L.T.I [Long Live The Immaterial])﹐ 
2012年﹐《如果一棵樹…》展覽﹐Stevenson Johannesburg｡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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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e Rosen 是美籍以色列藝 術家﹑電影人及作家｡
他是以色列Ha’Midrasha Art College及Bezalel Art 

Academy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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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e Rosen﹐攝影師不詳﹐賈斯汀‧佛蘭克﹐約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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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情色藝術家賈斯汀‧佛蘭克﹝Justine Frank﹐出生於1900年的比利時安特惠

普﹑1943年卒於以色列特拉維夫﹞於1920年代中葉抵達法國巴黎｡抵步後﹐她

旋與巴黎一眾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過從甚密﹐但即使在這群前衛人士當中﹐她的

作品還是引起相當程度的不安｡她的畫作調合了嗜糞癖的性題材與猶太意象｡

超現實主義創始人布勒東 (Andre Breton) 主張對性作激進﹑甚至革命性的

探索｡相對地﹐佛蘭克的母題幾乎是有系統地揭露了布勒東式超現實主義的壓

抑﹑制限﹑及恐懼｡在佛蘭克的作品中﹐歇斯底理的女性﹑抽搐的美感─ ─超現

實主義的最愛─ ─換成對性樂此不疲的女人﹑有着令人不快的慾望｡﹝如達利

所說﹐超現實主義者都不大受得了正眼看肛門｡﹞而猶太意符的出現也同樣令

人不安｡布勒東激烈的反宗教立場容許對天主教作出攻擊﹐但基督教的另一面

─ ─猶太─ ─卻自超現實主義作品中缺席｡再者﹐佛蘭克的猶太造像與象徵都

十分曖昧﹕她故意套用反猶太比喻及猶太象徵﹑並混以可被詮釋為激進無神主

義反諷的元素﹑以作為對歐洲反猶太主義歷史的戲仿式回應｡然而﹐卻也有人

懷疑她那帶不祥預感﹑性慾過剩的猶太主義背後﹐其實是跟自命救世主的雅

各‧佛蘭克 (Jacob Frank) 有關的猶太救世主信仰一脈相承｡這一派的教義

包括逆轉所有猶太教法律﹑包括亂倫﹑冒瀆﹐以及訛騙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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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e Rosen﹐攝影師不詳﹐佛蘭克及Fanja Hissin攝於特拉維夫海灘﹐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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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佛蘭克出版了她唯一的一本書﹐情色小說《甜汗》(Sweet Sweat)｡ 2

一如她的畫作﹐書中充滿了極端的糞便題材和冒犯性的猶太意象﹐女主角最後

於猶太聖殿內姦殺了父親 ｡小說明顯受到薩德侯爵 (Marquis de Sade )﹑以

及也許曾經是她情人的喬治‧巴代伊 (Georges Batail le ) 的影響﹐但卻也具

有一個歐洲色情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母題﹕為淫佚﹑變態﹑與罪惡所用的女性魔

法｡

也許因為布勒東及其同夥對她越來越不友善之故﹐又或許歐洲反猶太主義越

演越烈﹐1934年﹐佛蘭克移民巴勒斯坦﹐但她在特拉維夫﹐比在巴黎更不受歡

迎｡她非常敵視猶太復國主義﹐不僅拒絕說希伯萊語﹐與當時藉由這聖經語言

在巴勒斯坦建構一個新的猶太社群這做法背道而馳﹐甚至主動侮辱它﹐把字母

變化成腫脹充血的性器官﹐而當字母排列成字詞時﹐便成為了異色的文字雜交

大會｡再者﹐猶太復國主義要的是洗脫猶太僑民予人墮落﹑柔弱的形象﹐重塑一

個本土﹑健康﹑以及陽剛的新身分｡佛蘭克不但鍥而不捨地描畫這僑民形象﹐

更開展了它亦雌亦雄的風貌｡

佛蘭克與當地猶太社群的相左不單單是文化象徵的問題｡她一直被謠言和各種

指控包圍﹐感到孤立﹑四面受敵｡情況一直惡化﹐她終於在1943年失蹤｡她的作

品和生平到20世紀末之前都一直為人忽略﹐直至女性主義評論者和美術史家

重新關注她的作品｡她的首個回顧展於2003年在以色列赫爾兹利亞美術博物

館 (Herzl iya Museum of Art) 舉行﹐而數年後終於在她的出生地安特惠普的 

Extra-City  展出｡在此之前﹐對當地人來說她只是傳說中的一個名字﹐因為從

來沒看到過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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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蘭克﹐節錄自《染色組合》(The Stained Portfolio)﹐1927年﹐ 
墨水﹑水 粉彩紙 本﹐27×23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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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則《賈斯汀‧佛蘭克回顧展》的展覽解說

〈佛蘭哥馬斯〉(Frankomas )﹐1930

年﹐油彩布本﹐90x60厘米｡

1930年﹐佛蘭克採用了一個超現實主義者愛

用的母題﹐繪畫了她的版本的「方多馬斯」

(Fantômas )﹐一個英雄﹑罪犯﹑夜行花花公子﹑

以及變裝達人｡

在以他為名的一系列大眾小說和電影裏﹐方多馬

斯長於令人瞠目﹑可憎﹑卻極有創意的謀殺｡小說

原作者是蘇韋斯特 (Pierre Souvestre ) 和阿蘭 

(Marcel Alain)﹐初版於1911年﹐以史無前例的

低成本和快速製作﹑流行度﹑以及天馬行空的情

節見稱﹐極受一眾超現實主義者青睞｡ 3 在與他

的《第一宣言》一併出版的《可溶魚》(Soluble 

Fish ) 的結尾﹐布勒東自命為方多馬斯﹔而在眾多

垂青方多馬斯的藝術家中﹐更包括一位較佛蘭克

有名﹑重要的比利時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馬格利特 (René Magritte )｡與佛蘭克

一樣﹐馬格利特所畫的﹐也是以第一本方多馬斯小說的封面圖為藍本﹐不同的是﹐

他的方多馬斯手中拿的是玫瑰﹐不是匕首｡而佛蘭克的版本卻改變了主角的信仰

和性別﹐名字也改為佛蘭哥馬斯 (Frankomas )﹐並且頭戴猶太帽子﹐面孔也變了

畫者的臉容﹐而握在手中的是一件在好幾幅佛蘭克畫作中都有出現的怪異物體﹐

也許是一隻乾癟的胡蘿蔔﹐又或者是一團糞便｡

布勒東一夥提倡的是性反叛﹐但嗜糞卻讓他們感到噁心﹐亦不甘方多馬斯的手套

被糞便玷污﹐ 4 但更叫他們受不了的是佛蘭哥馬斯的宗教裝束｡把方多馬斯「猶

太化」被視為褻瀆了反宗教象徵﹐而非開宗教玩笑｡這一系列佛蘭哥馬斯畫作最

終把佛蘭克由一個處於邊緣﹑略為怪異﹑帶點異國情調的外國人﹐變成名副其實

的「不受歡迎人物」﹐如卡斯托普 (Anne Kastorp) 便認定他屬於「鄙薄又品味

低劣」之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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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麿與 歇斯底理患者〉(Utamaro et 

l ’hystér ique )﹐1936年﹐水 粉彩紙 本﹐ 
37×56厘米

〈無題﹝作為黑人女性的自畫像﹞〉﹐
1938年﹐油彩布本﹐65x50厘米｡

這一樁性邂逅的主角來自兩個遠隔重洋的

文化｡便溺的婦人源自18世紀日本畫家歌

麿的〈菊之露〉｡在原作中﹐男子邊偷看婦

人在戶外小解邊自慰｡歇斯底理患者則來

自保羅‧利歇爾 (Paul Richer) 受知名心

理治療師夏爾科 (Charcot) 委託而作的

插畫﹐原作描繪了發病的第二階段﹕小丑階

段｡在佛蘭克作品中常見的信仰與性別變

易﹐在這裏有着特別的意義﹕不僅是因為歇

斯底理被視為女性病﹐也不僅因為女性的歇斯底理被超現實主義者捧為女性性

慾的化身﹐更因為在19世紀﹐心理治療學說認為猶太男人陰柔﹑女性化﹐及容易

患上此一病症｡

黝黑的膚色﹑瓜皮小帽﹑以及鬢腳都出奇地讓

人想到一個北非裔猶太人而非一名女性｡因此﹐

這奇怪的作品與一些猶太復國主義濫觴期藝術

家嘗試締造地道而真實的「希伯萊」藝術﹐有着

某些怪異的共通之處｡這時期的一個典型題材﹐

包括由薩茲 (Boris Schatz) 在耶路撒冷所創

立的第一所希伯萊美術學院 ─ ─取名貝扎勒爾 

(Bezalel ) ─ ─所追求的﹐是穿着東方色彩服裝

的聖經人物以及聖經主題｡不少當時的照片都顯

示早期復國主義拓荒者都酷愛穿上阿拉伯服裝

留影﹐見証了當時的服裝風潮﹐既本土﹑又帶有

異國風情﹐既真實﹑又富有奇想｡在這一意義上﹐

這畫作在刻意經營一種老式樣﹐因為1930年代末期﹐本土藝美術家已朝着另一

方向探索─ ─ 一種較有深度的真實本土藝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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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要再仔細看看佛蘭克的「黑人女性」便可看出她其實並非如此「真

實」和本土﹐關鍵也是在於服飾｡衣裙明顯地以維舍勒班 (Elizabeth Vigée-

Lebrun ) ─ ─法國皇后瑪莉安東尼 (Marie Antoinette ) 的御用畫師─ ─愛描

繪的款式為藍本｡（佛蘭克在她的小說中以不正經的方法向瑪莉安東尼致敬﹐把

陰戶以其命名｡）因此﹐黑人女性與年青也門男性合體﹐這一「希伯萊」幻想其實

是一種混合體﹐植根於前革命期女性作為一個自然﹑自主的女人的理想｡這自畫

像揭示了層層疊疊的面具｡也許正因如此﹐最終﹐這自畫像成為作者最寫實的自畫

像﹐因為她自身就是一個虛擬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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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顧展舉行期間﹐研究佛蘭克的權威學者若雅娜‧傅赫哈斯法利 (Joanna 

Führer-Ha’sfari ) 撰文指出﹐環繞一個已故藝術家的歷史書寫 (historical 

narrative )﹐不管是文字抑或是展覽﹐其實都是屬於當下的一個活生生的思辯

過程 (polemic process )｡她更認為﹐在這樣一個再想像的過程﹐鍛 造的不單

是那歷史客體﹐也包括當中的觀察主體｡哈斯法利寫道﹕

佛蘭克予人的不安可以用「家庭」這一比喻來理解﹕究竟她是好母親﹐以

借用及顛覆對反猶太印象作出批判？還是壞母親﹐因為自我憎恨和自毀

傾向而讓自己承受最不堪的種族歧視？無論如何﹐她是一個能召喚出異

樣而猥褺的猶太幽靈的母親/女巫｡

但情況其實還要複雜｡佛蘭克不僅是母親﹐更是女兒｡這不單指她的高調

而任性的幼稚心性而言﹐而是因為當代評論者把她推為母親的同時﹐也

催生出一個她們幻想中的偶像產物｡因此﹐假如評論者是男性﹐他便成為

他母親的父親﹐在現實中實現了傳說中的弔詭﹕我是自己的爺爺！7

哈斯法利所要說的是﹕即使佛蘭克的身分是虛幻的﹐把她實質化卻是切實可行

的﹐而現實﹐所謂建制及其代言人─ ─包括哈斯法利本人─ ─則是精心的憑空

捏造﹝即使哈斯法利本人也是個虛構人物﹞｡

但把佛蘭克放在博物館的框架下﹐挑戰不在於論理是否嚴謹﹐而在於體驗一

個令人迷惘的境界﹕在這裏﹐過去與現在﹑真實與虛構﹑自我與他人的分野並

非重設﹐而是被略去﹑戲仿﹑及否認﹐讓無度的「虛構」得以凌駕一切｡省略﹑

無度﹑戲仿﹑和否認因此可被視作為如何為「呈現佛蘭克」定調的策略｡省略在

上文已提及過｡每一次把佛蘭克和她的作品揭示出來─ ─包括此篇短文─ ─

都是對她的虛構性提出一趟免責聲明 (disclaimer)｡但提出免責聲明的時間﹑

調子﹑及脈絡是錯置的﹐以成就一種豐富的混亂﹐尤其因為這聲明對分辨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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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真實沒多大幫助｡在創造一系列大剌剌﹑足以形成令人動容的生命經驗的作

品的過程中﹐無度的不僅指向內容﹐還指向形式 ｡但它的擴張不只是內在的﹐關

乎佛蘭克自身的心靈和美學的﹐更是橫向的﹐涉及其他人﹑以至媒體﹐甚至如

哈斯法利所說﹐涵蓋展覽場地及觀眾｡體制內的戲仿就是套用美術館那些權

威性﹑教育性﹑及類型性的工具﹐然後反過來顛覆這些工具約定俗成的用途﹔

由標題和解說﹐以至編年式的安排及各種盛載概念的工具﹐比如場刊﹑牆上解

說﹑以及紀錄片等﹐均出現在佛蘭克的回顧展中﹝本文也附有牆上解說的一些

例子﹞｡否認則源自對普遍認為真實事物的戲謔式不接受｡佛洛伊德就這詞語

的表述可作一註腳﹕孩子處於對母親認同的階段時﹐把母親的性器官感知成一

種欠缺﹐一道裂開的傷口﹐可能對孩子造成被去勢的焦慮傷害｡性受虐者的反

應正正就是一種否認﹐一種建基於認定母親為全能者的幻想｡ 8 而假如戲仿是

一種企求被重視的玩笑模式﹝女性主義學者Judith Butler  曾宣稱「女人」只

能作為戲仿的話題﹞﹐那麽性受虐者的否認便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玩笑模式的

表達｡這擴張性的否認在博物館中生出另一個博物館﹔不是否定當代藝術慣用

的空間（否定是性施虐者的策略）﹐卻是把它們的潛在景觀性化為懸念﹐容納

不同想像｡佛蘭克回顧展的情況是﹕牆上不斷變化的顏色﹐以及建於大廳中的

多個較小而私密的迷宮似的空間更突顯了她的生命旅程﹐一種任性的自我矛

盾狀態﹐以及實質的跨歷史論證｡



目錄搜記 04

39

1|  有關兩位佛蘭克的關係﹐參看Joanna Führer-Ha'sfari, ‘Things Collapse in the World, Georges 

Bataille with Jacob and Justine Frank’ (大千世界的崩潰﹕巴代伊對佛蘭克) (Galit Eilat and Aneta 

Szyłak﹐C.H.O.S.E.N The Israeli Center for Digital Art, Holon, 2014, pp 95-112)

2|  Roee Rosen, Justine Frank, Sweet Sweat, (甜汗) Sternberg Press, Berlin and New York, 2009. 
書中除小說外﹐並有作者的傳記及相關文章｡

3|  Robin Walz, Pulp Surrealism: Insolent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Paris, (大眾 
超現實主義﹕20世紀初巴黎的張狂流行文化)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ley, 2000, pp 

42–75.

4|  關於超現實主義者排斥肛門性慾﹐達利曾說過﹕「（超現實主義者們）不喜歡 肛門！」參看 
Salvador Dalí, Diary of A Genius, (天才的日記) Creation Books, London,1994, p 24.

5|  Kastorp,‘Repulsive Beauty,’(可憎之美) p 255.

6|  佛蘭克念茲在茲的資深達 達主義者楊科 (Janco) 便曾以 馬卡比家族入畫｡馬卡比家族是古猶太
英雄﹐是連繫當代猶太 英雄主義和猶太 人在中東的領土的象徵｡楊科就讓 她畫中的巴勒斯坦阿拉
伯人﹑也門的猶太移民﹑和古希伯萊人穿上同樣的東方服裝｡有關早期猶太復國主義美 術中的東方
主義﹐可參看 Yigal Zalmona,‘To The East?’ (向東走？)  in: Zalmona, editor and curator,‘To the 

East, Orientalism in the Arts of Israel’, (向東走﹕以色列藝 術中的東方主義)   The Israel Museum, 
Jerusalem, 1998, pp IX-XV｡文章是該 展覽場刊中一篇希伯萊文長 文的撮要｡

7|  Joanna Führer-Ha'sfari, ‘ I'm My Own Grandma, The Past and Present Life of Justine Frank,’ 
(我是自己的爺 爺﹕賈斯汀‧佛蘭克的前世今生) in Roee Rosen, Justine Frank, A Retrospective, The 

Herzliya Museum of Art, Herzliya, 2003.

8|  有關佛洛伊德如何理 解性受/施虐及戀 物癖﹐以 及德勒茲有關性受/施虐作為玩笑模式的闡述﹐
參看Roee Rosen,‘Glaat-Kosher Surrealist Smut: Reading Sweet Sweat,’in Rosen and Frank, 
Sweet Sweat, pp 14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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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NOTES 04

Roee Rosen﹐《賈斯汀‧佛蘭克回顧 展》展覽現場﹐Hila Peleg策展﹐Extra-City﹐安特 衛普﹐20 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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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e Rosen﹐《賈斯汀‧佛蘭克回顧 展》展覽現場﹐Hila Peleg策展﹐Extra-City﹐安特 衛普﹐2009年｡



〈The Armory Show 焦點小組﹝監視器﹞〉﹐2013﹐收藏級噴墨打印﹐ 
33 x 40.6厘米｡圖片提供﹕藝 術家

The Armory Show 焦點小組

Liz Magic Laser 來自紐約布魯克林﹐從事錄 像與行為藝 術｡



【即時發佈】

Various Small Fi res隆重宣佈參與第100屆The Armory  Show﹐由Liz Magic Laser﹝1981年

生於紐約﹞以藝博會特約藝術家身份﹐展出個人作品｡Laser以錄像作品及在銀行﹑電影院

等公共空間進行的行為藝術而享譽全球﹐其行為藝術作品由演員﹑舞蹈員﹑外科醫生及 

機車黨員參與演出｡ 她將不同的處境﹑對白和獨白置於城市環境中﹐而當地的居民則身兼

觀眾和臨時演員﹐現身於實地拍攝的錄像中｡ 其近作引用主流表演技巧﹐以及傳媒和政客

常用作左右民意的心理學策略｡

2012年8月﹐The Armory Show邀請Laser出任藝博會特約藝術家｡她於10月答應邀請﹐ 

並同意為藝博會製作限量作品﹐同時設計貴賓卡﹑邀請函﹑指示牌﹑Jack Spade手提袋及

職員T恤﹐為藝博會塑造統一的形象｡ Laser以行為藝術家的身份接受挑戰﹐主理非其專業

範疇的大規模商品生產項目﹐為此她邀得Labrador Agency的市場研究分析師Ben Allen﹐

開展一連串以藝術消費者為對象的焦點小組座談｡她獲The Armory Show襄助﹐邀請藝術

圈人士﹐包括收藏家﹑策展人﹑博物館從業員﹑藝術顧問以至藝評家﹐參與小組討論﹐以決

定她如何為The Armory Show設計形象｡

Laser舉行了六輪焦點小組座談﹐每輪的參與人數為10位﹐歷時兩小時｡第一輪於2012年 

11月初舉行﹐目的為進行「開發性」市場調查｡ 與會者被要求發掘The Armory Show其時

的特色﹐以及Laser作品的重要價值｡主持人繼而要求他們就Laser如何更有效地將自身的

藝術策略應用於展覽中提供建議｡ Laser汲取第一輪座談收集的意見後﹐着手構思限量藝

術製品和視覺主題的原型﹐供後來的小組在11月底召開的座談會中「品評」﹐是為藝術家

口中的「確認及改善階段」｡ Laser的錄像作品The Armory Show Focus Group (2013)﹐從

長逾12小時的小組討論片段剪輯而成﹐ 匯聚了最精闢的見解｡

Laser的市場研究調查結果﹐顯示藝術消費者期望她能提升The Armory Show內部資料和

事務的透明度｡ 為此﹐她指導The Armory Show採取近似銀行的企業形象﹐並透過一系列

貴賓專享物品公開其內部資料｡ 例如Jack Spade貴賓手提袋上印有「The Armory Show一

般展位作價24,000美元……」的英文字樣﹔而貴賓卡上亦顯示持有人為12,365位貴賓之一｡

特別為展場創作的裝置Artist’s Proof (2013)﹐進一步將提高透明度的願景投射到展覽的

基本建築 ── 展位上｡ Laser視展位為可由人協助組裝的現成單元﹐並將之改裝為觀賞

室﹐讓她和The Armory Show職員在內分析消費者意見｡為展位的「第四堵牆」加設一塊

雙向透視落地玻璃鏡﹐便可營造訪客觀賞和討論藝博會的私人空間｡



藝廊職員會根據Laser的指引﹐邀請訪客分析藝博會﹐並引領他們觀賞展出的作品﹝焦點

小組研究所衍生的產品﹞﹐包括﹕照片﹑一系列未投產的限量產品原型﹑Vornado Realty 

Trust (持有The Armory Show的Merchandise Mar t Proper t ies Inc.的股東) 股份證書﹑焦

點小組的粉彩繪圖﹑以博物館學手法展出的貴賓用品﹑她為The Armory Show設計的限量

作品的簽名定稿﹐以及The Armory Show Focus Group (2012-2013) 錄像｡ Laser創作的裝

置生動地記錄了她跟The Armory Show的交流﹐呈現出由機會和妥協所交織而成的複雜

脈絡﹐側寫出現今市場力量和藝術創作的關係｡〈Artist’s Proof〉裝置將於展覽的Focus: 

USA館中展出﹐該館由The Andy Warhol Museum的總監Eric Shiner策劃｡

Liz Magic Laser (生於1981年) 定居於紐約市｡ 先後修畢Whitney Museum 獨立課程服

及哥倫比亞大學藝術碩士學位課程｡ 其作品於世界各地展出﹐包括休斯頓Diverseworks 

(2013)﹑瑞典馬爾默Mälmo Konsthal l (2012)﹑紐約Swiss Inst itute with Forever & Today, 

Inc. (2012)﹑紐約哈林The Studio Museum (2012)﹑俄羅斯Moscow Museum of Modern 

Ar t (2012)﹑紐約Performa雙年展11 (2011)﹑紐約MoMA PS 1 (2010)﹑喬治亞州第比利

斯 Artister ium (2009)﹐以及第四屆捷克雙年展 (2009)｡ 藝廊展覽則包括紐約Derek 

Eller Gallery (2012)﹑洛杉磯Various Small Fi res (2012)﹑紐約The Pace Gallery (2011)

﹐及紐約Casey Kaplan (2011)｡ 參與的藝術家駐場計劃﹐有﹕紐約Marie Walsh Sharpe 

Foundat ion Space Program (2013)﹑紐約Forever & Today, Inc.的On The Street駐場藝術

家計劃 (2012)﹑布魯克林Smack Mellon (2011) 及紐約Lower Manhat tan Cultural Council 

(2009) 的駐場藝術家｡ Laser曾獲Alfr ied Krupp von Bhlen und Halback Foundation獎學

金 (2013)﹐亦是Southern Exposure Graue Foundation Publ ic Ar t Award (2013) 的得獎者｡

她歷年所得的獎助金更包括 New York Foundation for the Ar ts Fel lowship (2012)﹑Times 

Square All iance及Frankl in Furnace Fund for Per formance Ar t (2010)｡ 2013年夏季﹐她將

於德國明斯特Westfäl ische Kunstverein舉行個人展覽｡ Liz Magic Laser為其出生時所取

之真名｡

查詢詳情或索取圖片﹐請聯絡esther@vsf.la或paul@vsf.la｡



〈Artist’s Proof〉﹐ 2013﹐第100屆The Armory Show藝博會展位﹕空心模板﹑工業地毯﹑ 
柳桉夾板﹑MDF﹑層壓板﹑鋁合金﹑油漆﹑辦公椅﹑顯示屏﹑陳列玻璃櫃﹑亞克力玻璃﹑ 
出入口﹑黑色簾幕﹑帘桿﹑雙向透視 玻璃鏡﹑射燈﹔〈The Armory Show 焦點小組〉錄 像﹝五個
版本﹞﹐Sony 40吋高清顯示屏﹑監視器和DVR錄影系統﹐及行為演出｡ *每個於展位展出的 
限量編製作品﹐304 x 421 x 487.7厘米｡ 圖片來源﹕藝 術家 及洛杉磯Various Small Fires



The Armory Show, 2013｡ 圖片來源﹕The Armory Show



〈The Armory Show 焦點小組〉﹐2013﹐單頻錄 像﹐30分鐘﹐錄 像截圖｡ 圖片提供﹕藝 術家



〈The Armory Show 焦點小組﹝貴賓卡﹞〉﹐2013｡  
圖片提供﹕藝 術家 及The Armory Show

〈The Armory Show 焦點小組﹝員工 T-Shirt﹞〉﹐ 
2013｡ 圖片提供﹕藝 術家 及The Armory Show



〈The Armory Show  焦點小組〉﹐Liz Magic 

Laser  (2013 )｡ 為Laser與Polemic Media的

David Guinan聯合製作的Armory Show委約 

作品 ｡ 由Labrador Agency的Ben Al len擔任焦點

小組主持｡

其他 製作單位包括剪接﹕Lew Baldwin﹔錄 像 

拍攝﹕Geoffrey Hug﹑Matthew Kessler及

Danilo Parra﹔製作統籌﹕Brian Mcelroy﹔平面設

計﹕Reed Seifer﹔後期平面製作﹕Nontsikele lo 

Mutit i﹔混音﹕Michael Romeo｡ 協力製作﹕洛杉磯

Various Small F 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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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mad Nasar 為亞洲藝 術文獻庫研究及項目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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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ward Gallery﹐倫敦﹐展場外觀﹐《另一 個故事﹕戰後的英國亞非藝 術家》展﹐1989年｡  
影像提供﹕拉希德‧阿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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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他於1989年舉行的重要展覽包括
於巴黎龐比度中心舉行的《大地魔術
師》(Magiciens de la Terres)﹑第三屆
哈瓦那雙年展﹑及 於北京舉行的《中國
現代藝 術展》｡ 

2|  阿瑞安是亞洲藝 術文 獻 庫諮詢委
員會成員｡ 

《另一 個故事﹕戰後的英國亞非藝 術
家》展覽現場﹐1989年｡ 影像提供﹕拉
希德‧阿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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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於1989年舉行的《另一個故事﹕戰後的英國亞非藝

術家》(The Other Story : Afro-Asian artists in 

post-war Britain)﹐凝聚了一股二戰後的藝術新勢力﹐

是當時少數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展覽 ｡ 1

《另一個故事》由藝術家兼行動主義者拉希德‧阿瑞

安 (Rasheed Araeen) 策劃﹐以非常強烈的手段介入

他視為排他的歐美現代主義教條﹐2 以達至非常明確的

目標 ｡ 《另一個故事》展覽於1989年11月至1990年2

月舉行﹐利用倫敦Hayward Gallery  整個展覽空間﹐展

出24位具有亞洲﹑非洲或加勒比文化背景﹐並以戰後英

國為創作基地的藝術家的作品﹐造就一個非常難得而

矚目的展覽 ｡ 

閱覽阿瑞安與大英藝術評議會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 ) 及Hayward Gallery之間於1978至

1989年的通信﹐會發現阿瑞安在一片反對聲中﹐殫精竭

慮地哄騙﹑游說和威逼當局答允其展覽要求的過程 ｡ 

你的來信令我非常沮喪﹐不僅因為你拒絕了我的 

建議─ ─某程度上這不出我所料﹐還因為貴展覽委

員會對如此重要的議題所表現的固步自封｡ 委員會

竟然連展開初步研究﹑廣徵資料和視覺素材再作定

奪的步驟﹐也認為無必要｡  

阿瑞安致Andrew Dempsey  (大英藝 術評議會助理 總監) 信函﹐ 
1979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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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ean Fisher,‘The Other  

Story and the Past Imperfect’ 
(另一 個故事及 過去未完成),  
Tate Papers. See: http://www. 

tate.org.uk/research/tateresearch/

tatepapers/09autumn/fisher.

4|  部分由阿瑞安收藏的《另一 個故
事》展覽文 獻﹐正進行數碼化處理﹐並
將於網上公開作研究之用｡ 如欲了解
文 獻 庫就展覽歷史 所進行的研究﹐請
參閱文 獻 庫於2013年就項目召開的主
要研討會「建構 場域﹕展覽與亞洲當
代藝 術史 編寫」的詳情﹐網址﹕http://

www.aaa.org.hk/sitesof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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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瑞安字裡行間表達的強烈自信﹑毅力和厚面皮﹐亦是

面對英國傳媒對展覽口誅筆伐時所必須的裝備｡ 從阿瑞

安收集的剪報所見﹐內容充斥着狹隘的地域觀念﹐以及

不經意流露的種族主義 ｡ 

目前﹐活躍於西方的亞非裔藝術家只是獵奇的 

對象﹐於20世紀西方藝術史中仍是不成氣候 ｡ 

          Brian Sewell﹐〈傲慢 還是偏見？〉 
星期日泰晤士報 (倫敦雜誌), 1989年11月26日

這種褊狹的地域主義激發「有色藝術家」作多方面的合

作﹐以圖發出呼聲﹔而論斷《另一個故事》的影響力﹐亦

應作如是觀 ｡ Jean Fisher就展覽發表的論文〈另一個

故事及過去未完成〉正是從這一點出發﹐以同情但具批

判性的筆觸﹐審視展覽的背景﹐以及其操作模式 ｡ 3

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重塑《另一個故事》展覽本身﹐而

是要檢視它隨後的回響﹐透過較近期的其他展覽﹐折射

它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 這個任務配合亞洲藝術文獻庫將

阿瑞安《另一個故事》展覽的相關文獻數碼化的項目﹐

延續文獻庫就展覽對推動亞洲藝術史發展的作用而持

續進行的探索工作｡ 4 將《另一個故事》聯繫到較近期的

其他展覽項目之前﹐我要先討論兩個影響我對《另一個

故事》下判斷的因素｡ 

首先是時間性的問題 ｡ 阿瑞安於1978年提出展覽的初

步構思─ ─日後成了《另一個故事》﹐目的是撥亂反正﹐

所要撥的﹐給Fisher一語道破﹕「享有特權的西方正典

所留下的惡臭」｡ 但當展覽在十多年後終於成事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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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大不相同 ｡ 這些改變部分反映於少數婉拒參與1989

年《另一個故事》展覽的藝術家所取得的商業成就和

建制認同上 ｡ 5 而藝評家亦在這些藝術家拒絕參展一事

上大做文章﹐作為評撃阿瑞安策展前提的借口｡ 阿瑞安

希望藉由展覽從歷史角度重新審視多元文化參與對推

動現代主義的貢獻﹐儘管這個前提仍然合理﹐但發展至

1989年時﹐已因現代及當代觀念的相互牽扯變得含混 ｡ 

阿瑞安的策展計劃旨在挑戰歐洲單一文化孕育現代主

義的普遍藝術史論調 ｡ 但在時間軸上﹐因後來的「全球

化」當代藝術在舊有的基礎上迅速祭起鮮明的旗幟而

跌一跤｡ 這股新風氣雖然將舊有理論的鋒芒局部掩蓋﹐

但整體上沒有與後者進行批判對話｡ 6

第二個因素是動機 ｡ 阿瑞安努力不懈地迫使藝術評議

會及South Bank Centre  (Hayward Gallery所在機

構) 正視研究收集文獻資料以支持其展覽項目﹐及出版

圖錄以延伸展覽回響的重要性 ｡ 7 觀乎他牽頭創辦舉足

輕重的期刊《Third Text》(第三文本)﹐未能拉攏藝術

史學家動筆的《故事始末》(The Whole Story)出版企

劃﹐又或試圖為其MRB  (多種族英國) 項目爭取基本資

源的努力﹐我們大可視《另一個故事》展覽為其個人任

務﹐旨在確認藝術作為連繫歷史的場域和方法的能力｡ 8 

對阿瑞安來說﹐這個任務一直是急需完成的﹕

透過藝術﹐現代性才在排他的歐洲主體下被定義為

前進的力量｡ 只有藝術才能對抗新帝國主義﹐提供

去殖民的模型 ｡  

拉希德‧阿瑞安致陳光興信函﹐2013年8月11日 
刊於亞洲藝 術文 獻 庫網上期刊《搜記》9

5|  Shirazeh Houshiary﹑Anish 

Kapoor﹑Kim Lim及Dhruva Mistry｡ 

6|  如欲了解這股新風氣﹐可參閱
研究及展覽項目「全球當代 和新
藝 術世界的興起」 (The Global 

Contemporary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Art Worlds, ed. by Hans Belting, 
Andrea Buddensieg, Peter Weibe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 

7|  阿瑞安與Dempsey的通信 (1987年
7月至11月)﹐證實South Bank Centre曾
同意在展覽「挑選作品」所需的6,000

英鎊費用以 外﹐提供共4,000英鎊的研
究補助經費｡ 

9|  http://www.aaa.org.hk/

FieldNotes/Details/1222?lang=chi

8| 《故事始末﹕戰後的英國藝 術》(The 

Whole Story: Art in Postwar Britain) 
旨在確立全面而包羅 所有的戰後英國
藝 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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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種與歷史﹝複數的歷史﹞的關聯﹐《另一個故事》

對近期分別於英國及亞洲舉行的兩個展覽 (或兩組展

覽) 在積極建構複數的歷史﹑追溯過去的取態起着決定

性的作用｡ 

二

泰特美術館 (Tate Britain) 舉辦的《移徙﹕躋身英國藝

術之旅》(Migrations : Journeys into British Art) 

展覽 (2012)﹐意圖拼湊過去500年﹐外來藝術家對「英

國」藝術生態的影響﹐這使泰特美術館的「英國」面貌

更形豐富﹑複雜 ｡ 

展覽以公開介入的形式﹐參與英國本土對移民問題的討

論 ｡ 在討論日趨激烈﹐論者情緒愈加激昂﹐政治上走向

極端之時﹐展覽可謂來得及時｡ 然而﹐就其旨在共同討

論英國視覺文化如何被自身跟殖民地深厚的歷史淵源

吸收和轉化的目的而言﹐展覽是個深具野心但捉錯用神

之舉｡ 舉例說﹐參觀者在設想17世紀查理一世的佛蘭德

斯裔宮廷畫師范戴克 (Anthony van Dyck) 跟 Black 

Audio Fi lm Collective於1980年代顛覆形式和政治

含意的電影文章 (f ilm essays)之間的關係時不無困

難﹐更別說了解眾多藝術家的「外來」文化背景了｡  

如我們從《移徙》展覽九個以年代劃分的展廳中﹐抽取

其中一個作討論焦點﹐從時段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將

之解讀為局部重現《另一個故事》｡ 我無意將《移徙》

視為目下於全球大行其道的經典展覽重組項目｡ 10 

相反﹐我視之為一個「散漫」的重現過程﹐仿似被幽靈

驅使回應一些未被解答的問題 ｡ 這些問題審視那建構

《移 徙﹕躋身英國藝 術之旅》展﹐ 
2012年﹐倫敦的英國泰特美 術館展覽
現場｡ 影像提供﹕泰特美 術館

10|  近年矚目例子包括Fondazione 

Prada於 2013年重現史澤曼 (Harald 

Szeemann) 於1969的《當態度變 成形
式》(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 
展覽﹔或猶太博物館在2014年重新審
視Kyanston McShine於1966的《基 本
結構》(Primary Structures)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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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英國文化的機制﹐以及在過程中擔當﹝或獲准擔

當﹞重要角色的人物｡ 

兩個相隔23年的展覽﹐除展出場地由South Bank移至

Millbank外﹐到底展品及其相關的論述如何﹝正確點應

該說是否﹞在期間改變﹐是個涉及長遠探究的課題 ｡ 探

究的核心﹐是展覽如何能對其暫託展場的相關的歷史

進行有意義的介入？若然這些介入被排拒時有甚麽事

情發生？無法與展場和諧共處的展覽精神會否縈繞後

來幾個世代的展覽？我們又如何驅散這樣的幽靈？

在《移徙》的展覽圖錄中刊載了藝術家 Kodwo Eshun

的訪談﹐他引述Perry Anderson一篇極具影響力

的評論文章〈國族文化的元件〉(Components of 

National Culture ) (《New Left Review》﹐1968年

7-8月號)﹐提出英國現代主義是「邊緣﹑臨時而且拖曳

不前」的觀點 ｡ 11 他強調Anderson的論點﹐指出當時

的英國只樂意接受「自覺的保守主義者或『白色』移

民」(對比阿多諾 [Theodor Adorno] 等「紅色」法蘭

克福學派馬克斯主義者)﹐因此成為了「溫和的反法西斯

帝國主義文化基地」﹐吸引了貢布里希及溫特 (Edgar 

Wind ) 等人移居｡ Eshun以蒙德里安 (Mondrian)﹑格

羅佩斯 (Gropius ) 及莫霍利‧納吉(Moholy-Nagy) 

等傑出藝術家「在短暫蟞伏英國後移居更寬容的大西

洋彼岸」的經驗﹐向貢布里希等人於英國享受的「非常

優勢」提出尖銳的詰問 ｡ 

Eshun對「英國文化的島國根性和地域主義」所下的結

論與阿瑞安在《另一個故事》展覽圖錄中表達的肺腑

之言相去不遠 ｡ 兩個互相呼應的文本﹐又對照出展覽本

11|  藝 術家訪談﹕Kodwo Eshun﹐載
《移 徙﹕躋身英國藝 術之旅》展覽圖
錄﹐Lizzie Carey-Thomas編 (London: 
Tate Publishing, 2012)﹐頁1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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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實況─ ─《另一個故事》的不少展品﹐包括Anwar 

J. Shemza的〈Chessman One〉﹑F. N. Souza

的〈Crucif ixion〉以至David Medalla的〈Cloud 

Canyons〉﹐亦於《移徙》中展出｡  

阿瑞安自己對《移徙》的評語不留情面｡ 他明言「不明

白自己的作品為何能跟 [Avinash] Chandra﹑[Anwar 

Jalal] Shemza或[Aubrey] Will iams的作品並置﹐從

而展開對話」｡ 12 在回應指他於《另一個故事》展覽中

同樣將自己的作品跟同一組藝術家的作品並置時﹐他解

釋說《另一個故事》是將這些藝術家的作品「融入主流

藝術史的第一步」﹐這樣的框架是必要的｡ 於30多年後

重複這樣的組合─ ─ 他為凸顯《另一個故事》核心議

題而採取的「隔絕」手段﹐對阿瑞安來說就是 

失敗 ｡ 13 這一論調﹐又呼應了Kim Lim等藝術家拒絕 

參與《另一個故事》展覽的理由 (「參與就等如自覺地

將自己置於『他者』的地位」)｡ 14

有論者或認為《移徙》是佐證陳光興在《去帝國﹕亞洲

作為方法》所言的一例 ｡ 陳光興在書中表示﹐在前殖民

地進行的文化去殖民主義工作﹐必須對照前殖民中心

的「去帝國主義」過程﹐方能以批判方式檢視帝國的行

為﹑動機﹑欲望和後果 ｡ 15 由是觀之﹐我們可以視《另一

個故事》為這個過程的第一步｡  

12|  與筆者的對話﹐倫敦﹐2014年 
8月8日｡ 

13|  阿瑞安致Andrew Dempsey 

信函﹐1978年10月28日｡ 拉希德‧
阿瑞安文 獻檔案 (Rasheed Araeen 

Archives)｡ 在這 封早期的信函中﹐阿瑞
安闡釋 他為後來的《另一 個故事》展覽
確立前提時的考量﹕「除堅 持獨立地看
待我們在歷史上的存在以 外﹐我們似乎
別無選擇」｡ 

14|  Kim Lim致Andrew Dempsey信
函﹐1988年6月9日｡ 拉希德‧阿瑞安文
獻檔案｡ 

15|  陳光興的《去帝國﹕亞洲作為 
方法》英文版﹕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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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移徙》展覽的副題是個發人深省的問題﹕躋身「英國

藝術」系統是否等同於遷出其他地方？英國歷史可跟印

度﹑巴基斯坦或台灣歷史有所交匯？我們如何理解這種

交纏的關係？

過去一年 (2014年) 是阿瑞安藝術生涯中重要的

一年﹐他參與了兩個大型展覽─ ─ 於Sharjah Art 

Foundation舉辦的《極簡主義前後》(Before and 

After Minimalism ) 及於卡拉奇VM Art Gallery展

出的《拉希德‧阿瑞安﹕歸國》(Rasheed Araeen: 

Homecoming )﹔出版了兩冊書刊﹝當中收錄多位作

者的文章﹞﹕《伊卡洛斯的勝利﹕拉希德‧阿瑞安的生

平及藝術》(The Triumph of Icarus: Life and Art 

of Rasheed Araeen) 及《拉希德‧阿瑞安﹕歸國》﹔

以及首次在藝博會 (Art Dubai ) 中辦個展﹐作品更被

《Artforum》真切地形容為藝術展中驚為天人的「發

現」｡ 16

阿瑞安 (生於1935 ) 是個紮根於倫敦的藝術家﹑行動份

子﹑作家﹑編輯﹐亦是《另一個故事》展覽的原策展人｡ 

本於巴基斯坦卡拉奇修讀土木工程﹐因知道自己的藝術

抱負無法在保守的巴基斯坦藝壇伸展﹐阿瑞安毅然在

1964年移居倫敦﹐並憑簡單素材創作幾何抽象雕塑而

闖出名堂｡ 其作品跟同期的美國藝術家Sol Lewitt及

Donald Judd表面上均呼應相若的形式主義題旨﹐風

格同樣創新﹐卻並不符合美國極簡主義的敘述 ｡ ﹝在當

時的英國﹐﹞其作品又無法喚起藝評界和建制足夠的興

趣﹐以另立說法｡ 

16|  Kaelen Wilson-Goldie﹐ 
〈Global Affair〉﹝全球事務﹞刊於
《Artforum》﹐見﹕http://artforum.

com/diary/id=45990｡ 查閱日
期﹕2014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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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希德‧阿瑞安﹐〈沙迦藍調〉(Sharjah 

Blues)﹐ 2013年﹐鋼材及金屬油
漆﹐313x45x45厘米﹐由Sharjah Art 

Foundation委託創作﹐Sharjah Art 

Foundation藝 術空間裝置一景｡ 

拉希德‧阿瑞安﹐〈《極簡主義 
前後》展覽﹐2013年﹐Sharjah Art 

Foundation藝 術空間裝置一景｡ 影像
提供﹕Universes in Universe﹔© 圖片
版權﹕Haupt & Binder｡ 參閱﹕http://

universes-in-universe.org/eng/nafas/ 

articles/2014/rasheed-araeen｡ 

有感自身的經驗跟其他居於英國的亞﹑非及加勒比裔

藝術家同樣沮喪﹐阿瑞安的作品變得愈來愈受其社會

及政治信仰所影響｡ 他開始參與社會行動﹐跟「Black 

Panthers」﹝黑豹﹞及「Artists for Democracy」 

﹝藝術家爭取民主﹞等組織過從甚密﹐更創辦評論雜誌

《黑鳳凰》和更具影響力的《第三文本》｡ 17 從事藝術

創作﹑書寫﹑《第三文本》的編務工作﹑以及積極參與全

球論壇﹐阿瑞安在過去40年一直處於藝術家﹑建制及

觀眾之間的風口浪尖﹐奮力參與充滿政治含意的論述

角力｡ 

由於阿瑞安的生活及工作充滿政治﹐其政治取態作品在

沙迦或卡拉奇的類回顧展中絕跡﹐就值得注意了｡ 無論

是〈How Could One Paint a Self-Portrait〉﹑〈The 

Golden Verses〉﹑〈Paki Bastard〉或 

〈I Love It : It Loves I〉﹐還是其他以種族主義﹑社會

公義﹑身份認同和其他向現代主義大軍高舉的「普遍

性」旗幟發出質問﹑呼籲建制跳出單一文化框框的題

材﹐都缺席於這兩檔展覽 ｡ 

反而﹐於兩個展覽中展出的是早期於卡拉奇創作的作

品﹑回顧其繪畫生涯的畫作﹑極簡主義雕塑﹑倫敦動態

藝術作品的記錄﹐以及其重要新作﹐包括於沙迦展出

的一個大型雕塑﹐以及於卡拉奇展出的一組大型幾何

畫作﹐題為〈歸國〉(Homecoming )｡ 後者利用平面的

顏料﹐以阿拉伯文書寫阿拉伯/穆斯林思想家 (如 Ibn 

Sina  或 Avicenna) 的名字﹐或與蘇菲派「神的大愛」

概念 (超越一般翻譯意義上的「愛﹑熱忱或渴望」)  

相關的字彙 ｡ 18 這強而有力的作品結合了地理﹑歷史﹑ 

哲學和美學﹐同時賦上可能引火自焚的伊斯蘭式解

17|  阿瑞安於1987年創辦Third Text 

﹝第三文本﹞﹐並出任編輯一職﹐ 
至2011年｡ 

18|  欲 進一步了解這些作品背後的
理念﹐請參閱 Iftikhar Dadi的〈阿
瑞安的歸國〉(Rasheed Araeen’s 

Homecoming)﹐載《Rasheed Araeen: 
Homecoming》﹐Amra Ali編 (Karachi: 
VM Art Gallery)﹐頁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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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 事實上﹐阿瑞安的作品曾深受伊斯蘭標籤之苦﹐

令其深感「忿怒和困擾」｡ 19 卡拉奇展覽的圖錄﹐

亦將阿瑞安的作品跟巴基斯坦兩位現代主義畫家

─ ─Sadequain及Hanif Ramay的作品相提並論﹐兩

者均透過作品探索書法和繪畫之間的關係 ｡  

〈歸國〉系列是否代表阿瑞安的「後期風格」﹐一反過

去排拒學術﹑哲學及美學傳統的態度？將阿瑞安納入「

主流」﹐以及巴基斯坦充滿民族主義的藝術史系譜中﹐

可能是阿瑞安在藝術史學意義上的一次返鄉﹐但它在

建構阿瑞安作為英國藝術家的解讀上起着甚麽作用？

也是2014年﹐臺北市立美術館為藝術家李元佳 

(1929 -94 ) 舉辦大型的生平及回顧展﹝規模和範圍較

上述阿瑞安的展覽項目為大﹞﹐李元佳是另一位同樣

參與過《另一個故事》及《移徙》展覽的藝術家 ｡ 李元

佳生於中國大陸﹐1949年移居台灣﹐並參與組織「東方

畫會」｡ 1960年代初﹐李先移居意大利﹐於波隆納另創

藝術團體 Il Punto (「點」)﹐之後前往英國 ｡ 他於倫敦

短暫居留期間﹐曾在Signals及Lisson Gallery舉行

展覽﹔李最後定居於北英格蘭的Cumbria｡ 他在藝術

家Winifred Nicholson的支持下﹐於當地創立李元佳

美術館及藝廊﹔自1972至83年間﹐在那裡展出的藝術

家﹐就超逾300人｡ 

李元佳早期作品受中國書法及西方抽象風格影響｡ 但

他最為人熟悉之處﹐是長期鑽研「點」這個他視為「創

作的源頭和終點」的概念｡ 20 這個精神上的觀念呼應

佛教以至伊斯蘭教蘇菲派的哲學傳統﹔同時開拓了不

同的解讀方式﹐透過愈來愈具野心的形式實驗﹐

19|  請參閱阿瑞安的〈我怎樣在西方
的荒蠻之地發現我的東方靈魂〉(How 

I discovered my Oriental Soul in the 

Wilderness of the West)﹐《第三文本》
第18期﹐1992年春季號﹐頁85-102｡ 

《拉希德‧阿瑞安﹕歸國》2014年﹐ 
VM Art Gallery展覽現場｡ 影像 
提供﹕VM Art Gallery及Amra Ali﹔ 
© 圖片版權﹕Bushra Hussain

20|  李元佳致Andrew Dempsey信
函﹐1989年7月3日｡ 載《另一 個故
事﹕戰後的英國亞非藝 術家》展覽
圖錄﹐Rasheed Araeen 編 (London: 
Hayward Gallery, 1989)﹐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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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出仿如繪畫的純白浮雕﹐以及塗上單色的圓形金

屬板﹐其上貼有字母磁石﹐可自由移動組成詩句﹐成為

馳騁於象徵主義及抽象風格之間的有力作品 ｡ 

這些作品可見於《另一個故事》﹑《移徙》及臺北市立

美術館的《觀‧點﹕李元佳回顧展》中｡ 但在規模較大﹑

具官方地位的臺北市立美術館展覽中﹐它們被安排跟

李元佳較少曝光的「台北時期」(1949 -62) 作品並置｡ 

展覽以檔案研究為基礎﹐展出大量文獻及藝術作品﹐

傳達再評價﹝李元佳藝術位置﹞的意圖 ｡ 由於工程實

在宏大﹐致使展覽圖錄至今仍未能出版 ｡ 此項目可說

是試圖將1962年離台遠走的藝術家重新納入台灣藝

壇﹐並決然將之定位為「台灣抽象畫﹑觀念藝術的前衛

開拓者之一」｡ 21

上述的新近策展取向﹐替李元佳及阿瑞安的作品認祖

歸宗﹐在國族層面上傳達一個怎樣的訊息？巴基斯坦

人或台灣人對兩位藝術家的解讀﹐會否為二人在英國

創作的作品注入新生命？不然起碼也是不一樣的局

面？我們是否可將他們視為例子﹐說明一個單一的「現

代」(Modern) 已得到延伸﹐能容納多重的軌跡﹑不同

的地域和異質的時間？又或﹐這些努力能否為構建多

樣現代性的論述作出貢獻﹐來取代「普世的」現代？

四

2013年夏天﹐我在參觀泰特美術館重新佈置的永久館

藏時﹐無意間在一處角落看到Anwar Jalal Shemza

和Eduardo Paolozzi的作品彼此打照面｡ 

21|  刊於臺北市立美 術館的導賞
文章﹐參見﹕ http://www.tfam.

museum/Exhibition/Exhibition_page.
aspx? id=498&ddlLang=zh-tw｡  
查閱日期﹕2014年12月4日｡ 

《觀‧點﹕李元佳回顧 展》﹐2014﹐ 
臺北市立美 術館展覽現場｡ 影像提供﹕
臺北市立美 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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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幾年前﹐泰特現代美術館將阿瑞安造型工整對

稱但色彩豐富的雕塑〈Rang Baranga〉﹐擺進

Judd﹑Andre﹑LeWitt等極簡主義藝術家的展廳﹐跟

一眾造型冷硬的雕塑並置｡  

如你今天到訪泰特現代美術館﹐會看到擺滿一室

的李元佳作品﹐隸屬於永久館藏中「結構與明晰」

(Structure and Clarity) 的部分｡ 22 作品幾乎都是

美術館於過去十年間所收購﹐大部分為1960年代的創

作｡ 對此狀況﹐我們大可明褒暗貶﹔然而﹐我們不應忽

略泰特在建制以內的努力─ ─館方一反其他國際知

名美術館聚焦全球化當代藝術的做法﹐着力整理及更

新其歷史典藏 ｡ 

唯有透過如此持恆地改變永久館藏的面貌﹐以及 

更替現有敘述或提出新主張﹐展覽才能驅散藝術史的

幽靈｡ 

22|  李元佳作品於泰特現代美 術館 
展出﹝西翼四樓第八室 – The Edward 

C Cohen Gallery﹞﹐展出至2015年 
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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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活躍於巴勒斯坦創作界別的各種各樣藝術家形成一股新銳的力量﹐透

過其作品表達的意象﹐將巴勒斯坦帶到國際舞台﹔而他們的吶喊﹐亦令巴勒斯

坦的故事﹑爭議和問題﹐獲國際認真傾聽 ｡ 現代及當代巴勒斯坦藝術﹐由是成為

重要圖騰﹔可惜﹐其複雜而分歧的政治背景﹐亦令當地的藝術遺產長期遭受破

壞﹐部分更散軼不全｡ 巴勒斯坦藝術的散失﹐不僅限於個別藝術品﹐而是涉及分

佈於全球各地多個經由策展人安排展出的巴勒斯坦藝術作品系列﹐它們一個

接一個地散失﹐形成了某種模式﹐啟發巴勒斯坦博物館最新的研究項目﹕「17

檔失落的展覽」(Seventeen Lost Exhibitions )｡ 

創辦初期﹐巴勒斯坦博物館定位為巴勒斯坦文化新機構﹐以發掘和推廣巴勒斯

坦經驗的多元敘述和主張為己任﹐旨在為這些富爭議性的議題﹐建構一個討論

和創意演繹的平台｡ 博物館的其中一個重要功能是提供合適的空間﹐予相關人

士研究及討論圍繞巴勒斯坦創意工業衍生的複雜議題﹐以及創意工作者和藝

術家普遍面對的問題 ｡ 「17檔失落的展覽」由博物館職員主導﹐並透過近期以

雙月刊形式發表的通訊﹐報告研究進展﹐是巴勒斯坦博物館首個深入探討巴勒

斯坦藝術家及機構在面對今昔困局時﹐如何掙扎求存的研究項目｡ 

通訊特別聚焦於一系列由1970至2014年於巴勒斯坦及海外舉行的藝術展覽﹐

參加者包括享譽國際和名不見經傳的巴勒斯坦藝術家 ｡ 因為不同原因﹐參展作

品在展出後消失無蹤﹕有部分展覽更是全部展品集體散失﹐大部分遺失作品此

後再不復見 ｡ 有關這些作品緣何散失﹐以至它們的下落和涉事單位的討論﹐經

過長時間的滅聲後﹐最近再度被提起﹐成為探討巴勒斯坦文化現狀所勾起的一

個爭議性話題 ｡ 在這背景下出版的通訊﹐因對事件的偵查較過往其他同類項目

深入﹐而被視為大膽的舉措─ ─尤其是研究無法保證能成功追討任何已失落

的畫作﹐甚至找出它們確實的所在地 ｡ 

即使相關展覽的基本資料也得來不易﹐主要因為相關的書面證據缺乏﹔而藝術

品難以追尋的原因﹐正正在於大部分 個案不僅畫作本身﹐連相關的文件檔案也

在展覽結束後不知所蹤 ｡ 結果﹐博物館團隊只好設法利用藝術家﹑策展人及其

他籌辦展覽人士的證詞﹐重組藝術品散失的經過 ｡ 這些證詞有時互相矛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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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言詞更反映各人對藝術品的命運﹐以及事件的處理手法怨聲載道﹐激起持續

的爭端 ｡ 由於缺乏書面紀錄﹐研究人員需反復斟酌受訪者的敘述﹐試圖演繹一

個能廣納百川而又貼近現實的說法﹐但未有一個版本能得出決定性的結論｡ 

殘缺不全的文獻﹑無法索閱的檔案﹐以及普遍混亂的籌組工作﹐多年來一直困

擾博物館和巴勒斯坦文化產業｡ 在機構和個人需於複雜而矛盾的政治背景下

運作﹐明知一刻的平靜隨時不堪暴力和亂局打擊的情況下﹐導致這個膠着狀態

也就毫不出奇了｡ 但至少﹐是次調查顯示這艱難的局面可以而且應該處理得更

好｡ 也許﹐支持這研究項目最重要的原因﹐是確保同類事件不再發生﹐以此證實

巴勒斯坦在保育藝術遺產方面﹐必須一改過去的陋習｡  

博物館選擇在此時正視事件﹐首先基於推進調查﹑重啟藝術品追尋工作的決心 ｡ 

此舉並非為藝術品的原創者討公道﹐而是為巴勒斯坦公眾謀福祉﹐因為他們從

未欣賞過那些本是屬於巴人社群的藝術品 ｡ 博物館對失落的展覽感興趣﹐源於

其心繫巴勒斯坦歷年散失的文物｡ 我們希望調查能發掘更多資料﹐指引我們追

尋1948年巴人被逐出故土時失落的藝術品 ｡ 研究的第二個動機﹐則是對過去

的展覽進行調查﹐找出錯誤和問題的癥結﹐好讓巴勒斯坦同業從中學習﹐避免

再犯 ｡ 觀乎巴勒斯坦的政治狀況依舊﹐未來當地藝術和博物館也許命途多舛﹐

但我們將繼續推行同類研究﹐以鞏固基礎﹐努力開拓更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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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不少巴勒斯坦藝術家在境外參與了一些展覽 ｡ 可惜的是﹐大部分展

覽於今音訊杳然﹐展出作品亦已不知所終｡ 眾人不禁不斷揣測這些藝術大作的

命運﹐而歸咎多個組織與不同人士的指責之聲亦不絕於耳 ｡ 在最近由巴勒斯坦

博物館進行的訪談中﹐藝術家認為作品失蹤主要是由於策劃不善以及錯誤估

算時機所致｡ 如果將這兩個原因﹐加上以色列政府沒收展品並造成無法挽回的

破壞行為﹐便能發現如今的情況是亟待補救的｡ 這些散軼的作品代表巴勒斯坦

視覺歷史的重要部分﹐如果巴勒斯坦民眾未能接觸這部分的歷史﹐將會是他們

的一大遺憾 ｡ 

在本期巴勒斯坦博物館雙月刊通訊中﹐我們嘗試回憶部分已消失的群展｡ 本通

訊並無觸及訪談中提到的個人展覽﹐亦無涵蓋1948至1967年佔領期間所散軼

的個人作品 ｡ 本期通訊僅旨在邁出第一步﹐為這個需要深究的議題吸引更多關

注 ｡ 

倫敦展覽  —  1976年 

1970年代舉行的倫敦展覽屬首批於西半球舉行的

巴勒斯坦藝術展覽｡ 展覽於泰晤士河上的塔特歇爾

城堡(Tattershall Castle )遊船上舉行﹐由社運家

Leila Mantoura籌劃﹐共展出30幅畫作｡ 參與的藝

術家包括Sliman Mansour﹑Nabil Anani﹑Isam 

Bader﹑Khali l Rayan﹑Leila Al-Shawa﹑Kamel  

Nabil Anani與Sliman 

Mansour於塔特歇爾城堡 遊
艇 入口留影﹐1976年﹐倫敦﹐ 
Nabil Anani私人 文 獻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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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展覽  —  1977年 

此為首個展出巴勒斯坦佔領地區藝術家作品的美

國展覽﹐展覽由八個美國州份的亞拉伯國家聯盟合

辦｡ 參展的15名藝術家包括Jamal Badran﹑Samira 

Badran﹑Isam Bader以及Sliman Mansour｡ 展出

的作品從未歸還予原作者﹐整個展覽就此消失無蹤｡ 

巴勒斯坦國際展覽 — 1978年 

展覽由駐巴黎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PLO ) 代表

Ezzeldin Kalak發起﹐於當地籌辦﹐並預計於全球巡

迴展出﹐作為設立永久巴勒斯坦博物館的起點｡ 177位

巴勒斯坦及國際藝術家共捐出194幅畫作以及一系列

雕塑﹐供博物館展出﹐當中更包括法國藝術家Claude 

Lazar的作品｡ 展覽於貝魯特亞拉伯大學 (Beirut 

Arab University) 開幕﹐個別作品其後移師巴黎東

京宮當代藝術館 (Palais de Tokyo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 及德黑蘭博物館展出｡ 此外﹐1981及

1982年在挪威舉行的展覽亦有展出此系列藏品｡ 1982年以色列侵佔貝魯特期

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媒體辦公室被炸毀﹐致令展覽相關文件及其他物品散

軼｡ 其後﹐有關藝術品下落的指控由四方八面湧來﹐部分藝術家稱曾經見過藝

術品為某團體收藏﹐其他人則指藝術品已經於巴黎售出﹐眾說紛紜﹐謎團至今

未解｡ 

已故藝 術家 Isam Bader畫作

Al-Mughanni﹑Isma’i l Ashour以及Khali l Dadah｡ 展覽完結後﹐作品保存於

約旦國王遺孀迪娜王后 (Queen Dina) 名下的傳統服飾店中﹐直至找到將之運

回巴勒斯坦的方法為止｡ 但不久服飾店結業﹐雖然藝術家不斷嘗試找尋作品的

下落﹐依然無法得知作品的命運｡ 

展覽目錄的罕有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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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展覽 — 1979年 

展覽由已故政治人物Haidar Abdel醫生推動﹐於

加沙紅新月會 (Red Crescent Association ) 舉

辦﹐以慶祝巴勒斯坦兒童週 (Palestinian Child 

Week)｡ 展覽展出40件作品﹐參展藝術家包括

Karim Dabah﹑Isam Bader﹑Nabil Anani﹑Fathi 

Ghaben﹑Rihab Al-Nammari以及Sliman Mansour｡ 在展覽開幕的前一晚﹐

作品被存放於紅新月會圖書館中﹐準備翌日移至展覽廳｡ 但期間穆斯林兄弟會

於加沙示威﹐酒店及旅遊景點被焚﹐圖書館亦遭燒毀｡ 根據Sliman Mansour

指出﹐他的名作〈Lina Al-Nabulsi〉亦在事件中付之一炬｡ 藝術家趕到現場時﹐

畫作已被烈焰吞噬｡ 

Sliman Mansour畫作﹐ 
於展覽中被毀

已故藝 術家 
Mustafa Al-Halaj 畫作

莫斯科巴勒斯坦展覽 — 1979年 

展覽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及巴俄友誼協會

(Palestinian-Russian Friendship Society) 合作

舉辦﹐參展藝術家包括Mustafa Al-Halaj﹑Kamel 

Al-Mughanni﹑Ismail Shammout﹑Tamam Al-

Akhal﹑Ibrahim Hazima﹑Sliman Mansour以及

Nabil Anani｡ 展覽於莫斯科展出後移師貝魯特﹐作品

從此下落不明﹐至今未曾歸還予藝術家 ｡ 

貝魯特Karama藝廊 —  1982年 

展覽由已故巴勒斯坦藝術家Ismail Shammout

策劃﹐參展藝術家包括Sliman Mansour﹑Nabil 

Anani﹑Zuhdi Al-Adawi以及Yassir Dweik｡ 1982

年以色列侵佔貝魯特期間﹐展覽舉行的大樓遭轟炸﹐

所有作品俱已散軼｡ Khaled Hourani其後指曾看

見Sliman Mansour﹑Zuhdi Al-Adawi及Yassir 

Dweik的畫作掛於貝魯特一民居中﹐而相關藝術家
Yassir Dweik 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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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展覽 — 1988年 

展覽於羅馬舉行﹐由知名意大利社運家Luisa 

Morgantini發起﹐與一群自稱「Kuffiyeh」的意大利

藝術家及巴勒斯坦合作舉辦｡ 展覽展出30件由巴勒

斯坦藝術家創作的作品﹐包括Taysir Barakat﹑Vera 

Tamari﹑Karim Dabah﹑Adnan Al-Zubeidi﹑Taleb 

Dweik﹑Awad Abu Armaneh以及Taysir Sharaf｡ 展覽於曾意大利多個城市

巡迴展出﹐但至今下落不明﹐不少人正努力找尋展品所在｡ 

希伯崙大學巴勒斯坦週專題展覽 — 1989年 

於希伯崙大學 (Hebron University) 舉行的展

覽屬於以巴勒斯坦文化遺產為題的展覽之一﹐參

展的巴勒斯坦藝術家包括Khaled Hourani﹑Issa 

Abeiduh﹑Nabil Anani﹑Sliman Mansour以及

Taleb Dweik｡ 可惜展覽遭以色列佔領部隊以作品「

煽動群眾」為由闖入﹐並將作品沒收｡ 軍隊亦拘捕了

Taysir Sharaf 畫作

Khaled Hourani 畫作

科威特展覽 — 1986年 

科威特展覽為配合「耶路撒冷日」而舉行﹐由已故巴勒斯坦政治人物Faisal 

Husseini籌劃 ｡ 根據Sliman Mansour指出﹕「我們聽聞展覽十分成功﹐部分

畫作已經出售﹔但我們從未收到相關款項﹐未出售的作品也沒有歸還 ｡ 之後﹐我

在一個拍賣會上竟然看見自己的畫作被拍賣﹐讓我吃驚！」

全不知情｡ 根據Shammout遺孀及藝術家Tamam Al-Akhal指出﹐Ismail 

Shammout從瓦礫中拯救出另一批畫作﹐當中包括日本及東德藝術家的 

作品｡ Akhal指﹕「我們的房子被炸毀﹐因此該25幅畫作暫時存放在貝魯特 

Al-Faihaa Building中﹐由Ali Al-Gharib保管｡ 但我們想取回畫作的時候﹐ 

Al-Gharib卻指自己不知道作品的下落﹐更稱畫作已經被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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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Khaled Hourani以及當時希伯崙大學學生會主席Jibri l Bakri｡  

藝術家Issa Abeiduh向以色列籍的希伯崙市臨時市長Zamir Shimesh投訴

後得以取回部分 個人畫作﹐但其餘作品下落仍然未明 ｡ 

Bashir Al-Sinwar 畫作

突尼斯舉行的巴勒斯坦藝術展覽  — 1990年 

突尼斯展覽由巴勒斯坦藝術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Palestinian Fine Artists ) 籌劃﹐並由巴勒斯坦

解放組織監督﹐為首屆巴勒斯坦文化日 (Palestinian 

Culture Day) 的慶祝活動之一｡ 巴勒斯坦文化日的

開幕儀式更由巴勒斯坦總理阿拉法 (Yasser Arafat) 

主禮｡ 參展的巴勒斯坦藝術家﹝(部分藝術家當時居

於阿聯酋﹞包括Bashir Al-Sinwar﹑Nasser Abdel 

Aziz﹑Sobhi Murad以及Ahmed Heiluz｡ 展覽售出

部分畫作﹐款項亦匯至相關藝術家手上﹐但其餘畫作

下落不明 ｡ 根據Nabil Anani所說﹐巴勒斯坦文化部於幾年後收到一箱裝有餘

下畫作的包裹 ｡ 該等畫作自此被視為文化部財產﹐Anani應該也見過首相辦公

室的牆上掛着當中部分畫作｡ 

日內瓦/意大利﹕6X2展覽 —  1990年 

展覽由兩個藝術家在拉姆安拉與加沙的工作室發展而來﹐並於日內瓦舉

行｡ 展覽其後在駐意大利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代表Nimer Hammad的監督

下移師意大利Magione展出｡ 展覽展出30幅作品﹐參展藝術家包括Khaled 

Hourani﹑Sliman Mansour﹑Hosni Radwan以及數名意大利藝術家 ｡ 但其

後展品再無歸還﹐藝術家也不知道其下落｡ 

多哈/卡塔爾展覽 — 1996年 

展覽於1996年在卡塔爾的巴勒斯坦週舉行﹐由Faisal Al-Husseini籌劃﹐ 

與攝影展﹑卡通展及兒童繪畫展同期舉辦﹐旨在為耶路撒冷籌款｡ 展覽共展出

40幅作品﹐包括Sliman Mansour的畫作｡ 但是現今只餘其中十幅傳世﹐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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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畫像展覽 — 1996年 

展覽由「Sabreen」樂隊聯同法國文化中心於耶路撒

冷Al-Wasiti  藝術中心 舉行｡ 展覽展出多位藝術家的

畫作﹐包括Sliman Mansour﹑Nabil Anani﹑Taysir 

Barakat﹑Jawad Al’Malihi﹑Fayez Al-Sirsawi以及

Khali l Rabah等｡ 展覽其後移師海外舉行﹐畫作就此

消聲匿跡﹐至今下落不明｡ 

《巴勒斯坦製造》展覽 (‘Made in Palestine’ 

Exhibition) — 2003年 

展覽原定於美國巡迴展出﹐共有23位巴勒斯坦藝術家

參展﹐包括Zuhdi Al-Adawi﹑Taysir Barakat﹑Rana 

Bishara﹑Mirvet Issa﹑Ashraf Fawakhir i﹑Samia 

Halabi﹑Mustafa Al-Halaj﹑Jawad Ibrahim﹑Emily 

Jaser及Vera Tamari等｡ 展覽展出雕塑﹑陶瓷﹑攝影及油畫﹐首站為休斯敦﹐

其後移師三藩市舉行｡ 當時更有不少評論指其為年內美國展出陣容最鼎盛的

展覽之一｡ 儘管展覽原定巡迴至另一州份展出﹐但基於物流問題﹐致展覽中途

停止﹐並在休斯敦Station Museum一站後被迫結束｡ 根據參展藝術家指出﹐

部分畫作遭低價賤賣﹐幸好大部分作品仍存放於博物館內｡ 

展覽目錄﹐Nabil Anani 
文 獻藏品

Rula Halawani 作品

瑞士Martini展覽《巴勒斯坦﹕文化與和平之匙》 

(‘Palestine,  Key to Culture & Peace’) — 2005年 

此次展覽配合Hosni Radwan的個展舉行﹐集合多位巴勒斯坦藝術家

創作的40餘件作品｡ 參展藝術家包括Ra’ed Issa﹑Muhammad Al-

作品仍然不知所終｡ 此外﹐攝影展的作品也同樣不知所終﹐而兒童繪畫展的展

品則獲全數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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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家Hosni Radwan於展
覽開幕時留影﹐Radwan私人
文 獻藏品

Hawajir i﹑Muhammad Abu Sal﹑Khaled Hourani

以及Taysir Barakat等人｡ 鑑於作品在運離巴勒斯坦

前並無向以色列登記﹐因此展覽完結後﹐主辦單位未

能將作品送回當地｡ Hosni Radwan指該批作品現存

於Yahya Zalum名下位於倫敦的藝廊﹐等待獲准送返

巴勒斯坦｡ 但Hosni  Radwan表示﹕「根本沒人嘗試安

排運返作品﹐我們也沒有收到相關消息｡ 」

貝魯特展覽 — 2009年 

巴勒斯坦文化部與黎巴嫩文化部合作籌辦是次展

覽﹐以配合貝魯特為慶祝亞拉伯文化之都耶路撒

冷而舉辦的活動 ｡ 展覽於貝魯特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舉行﹐展出五位藝術家共20幅作品 ｡ 參展藝術家

包括Sliman Mansour﹑Samir Salameh﹑Hosni 

Radwan﹑Khaled Hourani以及Muhammad Saleh Khali l｡ 雖然當中兩位

藝術家為巴勒斯坦文化部僱員﹐但作品於展出後仍然下落不明 ｡ Muhammad 

Saleh Khali l指﹕「畫作目前存放於駐貝魯特巴勒斯坦大使館﹐但要將它們運

回巴勒斯坦還是需要人力物力的｡ 」Radwan又指他們已經盡力﹐更曾向經濟

部申領運送經費未果 ｡ 他表示﹕「作品仍然存放在大使館中﹐直至我們有能力

將之運返為止 ｡ 」

Samir Salameh 作品

文化部藏品 

文化部於1990年代成立﹐其後一直專注於建立巴勒斯坦藝術家藏品系列﹐承

諾於每個由該部門贊助的展覽中購入最少一件作品 ｡ 成立未幾﹐文化部已擁

有藏品50餘件﹐當中包括自貝魯特駐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移送的前代藝術先驅

作品 ｡ 系列涵蓋Kamel Al-Mughanni﹑Taleb Dweik﹑Awad Abu Armaneh

及Sliman Mansour的作品﹐更有不少原版藝術海報﹐以及由突尼斯歸還的巴

勒斯坦文獻｡ 雖然如此﹐文化部並無盤點﹑分類或正式記錄任何藏品 ｡ 縱然於

2002年佔領期間﹐文化部大樓曾遭以色列軍隊掠奪及破壞﹐但文化部藏品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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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完好——反而藝術家Muhammad Saleh Khali l

指﹐藏品其後於文化部儲存室憑空消失﹐再也無人知

曉其消息 ｡

Kamel Al-Mughanni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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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jana Ciric 是活躍於上海的獨立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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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匯聚我以中國展覽實踐 (exhibition making practice )為題的研究

的零碎記錄 ｡ 相關研究仍在進行中﹐部分成果收錄於《展覽的歷史﹕上海

1979 -2006》(A History of Exhibitions : Shanghai 1979 –2006 )一書

之中｡ 此書檢視上海從1979到2006年由藝術家所組織的展覽﹔研究將上

載到亞洲藝術文獻庫網站 ｡ 書中談及的展覽以群展為主﹐亦有若干個人展

覽 ｡ 在這些展覽中﹐藝術家具體地反思在公共場域中推動及展示藝術作品

的方法｡ 

提到展覽﹐難免讓人想起藝術機制﹐本文因而對博物館這一藝術機制傳入

中國的途徑有所指涉｡ 時至今日﹐展覽已經取代博物館﹐成為生產知識的

場域﹐而它點出在西方歷史語境下─ ─博物館﹑現代藝術發展狀況與藝術

史研究仍互相聯繫﹐博物館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 ｡ 

此外﹐白盒子的空間是二戰後在西方出現的概念﹐與藝術體制化有着無法

分割的關係﹔而在中國﹐白盒子則在2000年後才出現﹐並與藝術商業化擁

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 透過重新審視過去的展覽﹐讀者不難明白這些展覽對

於展覽實踐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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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下文會為圖像提供其歷史背景﹐但本文的目的仍然是希望鼓勵讀者

去閱讀圖像 ｡ 它們展示了展覽﹑觀眾及其身體三者間鮮有提及的動態關

係 ｡ 下面的圖像揭示﹐展覽不僅可以藉由思想感受﹐亦可以透過感官﹑ 

情感﹑甚至性慾來加以體驗｡ 無論是藝術機構或藝術家﹐都無法向觀者施

加如此直接﹑獨特的個人體驗｡ 縱使不少研究嘗試勾勒﹑分析觀者的反應﹐

但依然難以抓緊﹑重現作品與觀者之間親密﹑即時的關係 ｡ 我希望﹐這些圖

像能為該種直接體驗提供零碎的解讀﹐並將展覽體驗引入展覽歷史之中｡ 

〈在展覽館繼 續寫故事〉﹐ 
按此觀看錄 像﹐ 
密碼﹕liraninsfcca

兩百年前﹐一種新的展覽模式在民主資本主義國家興起﹐形成了一系列西

方社會的基本價值與標準﹕直線發展的時間概念﹑日漸興起的個人判斷﹑

物品的生產﹐以及物品在商業領域的流動 ｡ 博物館與展覽有異曲同工之

處﹐它為社會管治提供結構﹐為儀式界定空間 ｡ 在上述的展覽儀式及其關

鍵特質中﹐我認為展覽已成為一種儀式化的結構﹐予公眾在其中觀看物件｡ 

李然的〈在展覽館繼續寫故事〉(Continue to Write a Story in the 

Exhibition Hall ) 描述一位中國藝術家探訪歐洲博物館｡ 他指出將現代

主義引入中國的並非相關論述﹐而是博物館的體驗﹐以及從學習得來的展

覽觀賞方式 ｡ 雖然我認為論述與-交流由來已久﹐但我也同意李然的意見 ｡ 

在中國近代藝術史中﹐展覽依然是知識生產方面最為活躍的載體｡ 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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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博物苑﹐嚴 迺釗﹐1908年｡  
影像提供﹕南通博物苑

面向公眾﹐而公眾成為「公共」的時候﹐便是展覽形成之時｡ 

中國早期的博物館大部分均由外國機構設立﹐形式如自然歷史博物館﹐

偶爾則會舉辦傳統中國水墨畫及瓷器展覽 ｡ 這些博物館明顯與歐洲設

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傳統有緊密聯繫﹔而西方的「奇珍櫃」(curiosity 

cabinets ) 將世界微縮成單一的整體﹐與中國博物館檢視中國的手法亦見

一脈相通 ｡ 

中國國內首間美術館由當地實業家及政治改革家張謇於1905年設立﹐美

術館位於江蘇南通﹝距今上海兩小時車程﹞｡ 1895年﹐張謇向清廷建議於

首都北京以及全國各省建立博物館｡ 百多年後的今天﹐他的夢想實現了一

部分﹕平均而言﹐全國每年興建近一百間博物館﹐而在2011年﹐全國新建的

博物館達386間之多﹐即每天起碼建成一間 ｡ 

1939年5月﹝某天﹞的《字林西報》寫道﹕「震旦博物院 (Heude 

Museum ) 舉辦的70周年院慶展覽﹐成績突出﹐聲勢持續｡ 每天﹐在博物院

還未開門的時候﹐趕着進場的人龍已排得很長 ｡ 在首個星期﹐博物院已錄

得55,000人次入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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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博物院新展 廳落成〉(New 

Exhibition Hall Inaugurated at Musee 

Heude)﹐《字林西報》﹐1939年5月21日
﹝星期日﹞﹐第6頁｡ 博物院院長Piel神
父向蒞臨呂班路221號的博物院參加活
動的來賓致辭｡ 

1933年上海博物院開幕禮｡  
影像提供﹕上海皇家亞洲文會

《字林西報》在1939年6月6日亦曾報導過亞洲文會大樓上海博物院 

(RAS Shanghai Museum ) 的訪客人數﹐文章〈上海博物院勾起廣泛興

趣─ ─五月訪客人數破紀錄﹐推動清除社會債務〉指出﹕「上海博物院是

皇家亞洲文會於上海最矚目的項目之一﹐眾多人士對博物院的興趣似乎越

加濃厚﹐中國學生尤其如是 ｡ 五月份﹐博物院的訪客總數為8 ,256人﹐比四

月多逾2000人﹐再次打破訪客紀錄 ｡ 」

這些報導在大型機構中流傳的時候﹐全國不少前衛藝術組織扭盡六壬﹐嘗

試自行籌備展覽﹐吸引觀眾入場 ｡ 根據藝術家龐熏琹指出﹐決瀾社首個在

1932年10月於中華學藝社舉行的展覽「位置不佳﹐未能吸引公眾興趣﹐展

示畫作的燈光亦不足 ｡ 」此後﹐決瀾社繼續舉行展覽﹐但場地已變更﹐而且

觀眾只限於學生與「文化界好友」｡ 而真正幫助這些早期的前衛藝術家接

觸更多觀眾的卻並非博物館﹐而是一本稱為《良友》的畫報 ｡ 《良友》的

內容涵蓋生活﹑藝術及文化範疇﹐更會定期刊登當代藝術家的作品﹐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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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畫報﹐1933年﹐第107至112頁｡  
決瀾社第三次展覽 
中華獨立美 術協會第二次展覽

建構當時中國仍未形成的中產階級｡ 《良友》為這股前衛藝術運動提供了展

示的平台﹐也為更多觀眾帶來首次接觸這些藝術的機會｡ 

《由沙龍到雙年展﹕創造歷史的展覽﹝卷一﹞》(Salon to Biennial : 

Exhibitions That Made History Volume 1) 一書以馬奈的說話開首﹕「舉

辦展覽是在尋找並肩作戰的朋友和盟友｡ 」如20世紀初的中國前衛藝術家一

樣﹐1980年代的藝術家同樣為吸引觀眾而努力｡ 他們吸引到的是否怎樣的觀

眾﹐我們所知的並不多｡ 很多早期展覽會設有筆記本﹐讓觀眾簽名和寫下意見﹐

但是全部筆記本已經散軼 ｡ 從《展覽的歷史﹕上海1979-2006》書中圖片來看﹐

可以推斷觀眾大多為藝術家的朋友輩以及與其關係密切的人｡ 由此可見﹐展覽

成為了藝術家之間交流﹑分享的重要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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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展》﹐1986年｡ 當地藝 術家楊暉
﹝右﹞與包括宋海冬﹝左﹞及申凡﹝中﹞
等一眾藝 術家介入 展覽開幕日﹐即場綁
起 觀 眾｡ 影像提供﹕楊暉

《十二人畫展》﹐1979年｡ 影像提供﹕陳巨源

1979年舉行的《十二人畫展》是文化大革命後首個由藝術家籌備的展覽﹐

標誌着重要的歷史意義 ｡ 根據其中一位組織者兼參與藝術家陳巨源所指﹐

展覽每天有2,000名觀眾入場﹐而且並非所有訪客都是藝術家的友人與同

輩｡ 鑑於畫展深受歡迎﹐展期因而延長 ｡ 

在1980年代﹐一般很難分辦觀眾﹑參加者與藝術家的角色 ｡ 在《十二人畫

展》之後﹐很多由藝術家籌劃的展覽並無明確劃分觀眾與正式參展的藝術

家 ｡ 1986年的《凹凸展》是上海首個展示新概念雕塑的展覽﹝即今日之裝

置藝術﹐藝術家嘗試創作出與場地關聯的作品﹞﹐在這個展覽中﹐上海藝術

家楊暉不請自來 ｡ 楊暉在展覽場地中進行了一系列介入行動﹐例如破壞展

覽中另一件雕塑﹑將其他作品用繩綁起來﹐以至綁起觀眾等｡ 

1988年在上海美術館舉行的首個裸體藝術展又是另一個1980年代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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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體藝 術展》﹐上海美 術館﹐1988年｡ 影像提供﹕龔建華

數例子﹐參觀展覽的觀眾竟然並非藝術家朋輩圈內的人｡ 龔建華於展覽中

拍得的相片﹐展現了男性對油畫中的女性胴體的凝視﹐相片雖然美麗﹐卻令

人心神不靈｡ 展覽揭示了某種在公共領域中不常見的情感及慾望﹐挪動了

公眾對事物接納與否的準則﹐影響甚麽能在中國公共場域中展示的規限 ｡ 

根據不少當年的展覽報導﹐上海市長江澤民更親自到訪﹐以確認其重要地

位﹐顯示了該展覽在整體社會中的重要動力與權力｡ 

在《Yishu典藏國際版》的9月/10月號中﹐楊超在與鄭勝天的訪談中指出﹐

家庭與國家觀念組成了中國的思維模式﹐而在此以外﹐再無其他的文化空

間 ｡ 展覽與兩者都無關﹐其存在的時空位於這個框限中國生活模式的兩極

觀念之外｡ 

德國藝術家飛蘋果(Alexander Brandt)曾在上海與楊振中及徐震等人籌

辦過不少重要展覽 ｡ 當我邀請他描述中國1990年代後期至2006年的展

覽觀眾時﹐他指出﹐藝術家越來越老﹐觀眾卻越來越年輕 ｡ 這種年齡分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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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出了當代藝術展覽觀眾的重要特質﹕無論是從前還是現在﹐觀眾大多是

年輕學生或剛畢業的年輕人﹐他們只會參與藝術活動一段時間﹐在成家後

便會抽身離去｡ 

過去十年﹐冒起的中國中產階層日益將參觀展覽視為一種社交習慣﹐他們

被鼓勵以消費者的形式﹐將之視為社交活動的一部分｡ 而對博物館來說﹐

這些參觀者只是一堆統計數字﹐它們裝載着打破入場紀錄的期望﹐把人們

化為面目模糊的群眾與抽象的經濟圖表 ｡ 

大部分展覽皆希望能吸引那些會將自拍相片立即上傳的訪客入場﹐以提高

博物館的知名度｡ 雖然這種文化是一種頗為有趣的展覽紀錄方式﹐但觀

者直接感受藝術作品的時刻似乎僅限於拍照的一瞬 ｡ 在那一瞬﹐拍攝者

也只是背對着作品﹐而且那一刻稍縱即逝 ｡ 展覽依然成為了展示靜態物件

的一個白盒子空間﹐以儀式化的結構界定行為規則﹐而——套用Zygmunt 

Baumann的話來說——「按下拍攝鍵」的流程﹐割裂觀者以及其想像能

力﹐令人忘記每個展覽其實均是一次獨特的處境體驗｡ 

《晉元路展覽》﹐1988年｡  
影像提供﹕飛蘋果(Alexander Bra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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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外灘的上海自然歷史博物館結業日﹐2014年｡ 影像提供﹕胡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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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雅英是CLIR/Mellon論文研究獎學金得主﹐ 
亦是俄亥俄州立大學藝 術史博士候 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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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網絡﹐那網絡空間 (cyberspace)﹐如在九霄雲外的間諜

衛星一樣﹐從我們頭上監察﹑俯視﹑照看所有人﹐而我們時刻在

意自己的模樣﹐以防它正看着自己 ｡ 」

              ──張英海重工業﹐〈藝術家自白編號 45,730,944﹕完美藝術網站〉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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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由九個 Zipel 網絡雪櫃組成的〈地獄之門〉｡ 《把門砸掉！》展覽一隅﹐羅丹畫廊﹐ 
2004年｡ 圖像提供﹕藝 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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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二人藝術組合張英海重工業 

(Young-Hae Chang Heavy Industries , 

YHCHI ) 於南韓首爾的羅丹畫廊 (Rodin 

Gallery) 舉行曾次個展《把門砸掉！》(Bust 

Down the Door!)｡ 在展覽中﹐成員張英海

與Mark Voge將九部網絡雪櫃置於畫廊入

口﹐面向羅丹全球知名的雕塑〈地獄之門〉

(The Gates of Hell )｡ 羅丹畫廊有名有實﹐

收藏了羅丹的兩件著名作品〈地獄之門〉及〈

加萊義民〉(The Burghers of Calais)﹐是

由三星﹝藝廊持有企業﹞擁有｡ 張英海重工

業回應羅丹的作品﹐以九部三星Zipel雪櫃

創作出自己的地獄之門｡ ﹝圖1﹞雪櫃以三

個一排的方式堆疊﹐外形結構的確如門戶一

樣｡ 這些「智能」雪櫃──或稱網絡雪櫃──

配備一個十吋的輕觸式屏幕﹐並具無線上網

功能｡ 這件不可或缺的家電確保你在整理購

物清單時﹐仍然能連接上網絡｡ 此類消費者

產品證明網絡文化已滲進我們的日常生活﹐

無論是電視機﹑手提裝置還是雪櫃﹐都必需

能將大眾與網絡連結起來｡ 此外﹐鑑於當地

政府推廣高速連線﹐此現象亦反映了南韓的

社會狀況｡ 由是﹐張英海重工業利用三星產

品來凸顯網絡主導生活的現況﹐點出當地的

高科技文化與企業對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影

響﹐似乎頗為合適｡ 

但基於一些原因﹐該次展覽卻在藝術界鬧起

滿城風雨｡ 首先﹐張英海重工業為網絡藝術

組合﹐素以互聯網作其藝術平台｡ 二人利用

這個平台的虛擬空間保存及展示其作品｡ 因

此﹐該展覽與二人的一貫網上實踐的方式背

道而馳｡ 論者Jung-Gwon Jin在〈藝術館的

政治〉一文章指出﹕ 1

奇怪的是﹐一件惡搞三星的作品﹐竟然

能讓這家企業欣然接受﹔同樣奇怪的

是﹐網絡藝術作品竟然脫離原本的網絡

空間﹐在藝術館裡展出｡ 這凸顯出藝術館

權力的無遠弗屆｡ 2

Jin的評論建基於一個信念﹐認為網絡藝術

家應該主要以互聯網作流通及展覽的平台｡ 

一旦其作品於其他平台展出﹐便代表藝術家

選擇改用其他渠道﹐以大眾較為熟悉的實體

方式──藝廊──流通作品｡ 此外﹐張英海

重工業以作品〈三星本意要來〉(Samsung 

Means to Come, 2000 ) 而為人所知﹐作

品批評三星等超級跨國企業宣揚誘導式商業

主義﹐發人深省｡ 作品中的女敘述者想像自

己在廚房與一名虛構的人物交媾﹐這個虛構

人物正是三星的化身｡ ﹝圖2﹞在廚房這個

家居空間之中﹐的確不難找到三星的產品﹐

諸如前面提到的那款雪櫃｡ 有趣的是﹐作品

中的家庭主婦將三星想像成一個傾訴的對

象﹐與之發展親密關係﹐教它如何滿足她的

慾望｡ 當然﹐這家龐大的企業由工人﹑職員﹑

經理﹑總監與行政總裁等人支撐﹐但如果我

們將主婦想像中的「人」換成電器﹑家具等商

品及產品﹐作品明顯在描述資本主義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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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三星本意要來〉﹐2000年｡ 影像提供﹕藝 術家

﹝圖3﹞〈藝 術家自白編號 45,730,944﹕完美藝 術網站〉截圖﹐2001年｡ 影像提供﹕藝 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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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代城市生活﹐指出物品為人們帶來慾望

與快感｡ 鑑於擁有羅丹畫廊的企業﹐便是二

人在〈三星本意要來〉中模仿戲謔的對象﹐張

英海重工業被批評在這次個展與他們曾抨擊

的資本權力合謀﹐有違前作理念｡ 

網絡藝術家為何選擇去做有違網絡藝術邏輯

的事呢？張英海重工業在羅丹畫廊的展覽是

衝着三星而來？二人組的作品要象徵性地砸

下三星的招牌？還是﹐此次事件無非揭露了

三星在操弄南韓經濟方面的力量和影響？三

星是否藉着支持兩位藝術家﹐修正並消弭批

評公司的聲音？網絡藝術能否破除藝術館的

門檻及其代表的歷史意義？對兩位藝術家而

言﹐只要其作品能在網絡以外的平台曝光﹐

一切也不重要？他們為何需要這樣的曝光機

會？本文將剖析主張網絡空間作為另類展出

及流播平台的烏托邦主義﹐並展示張英海重

工業的作品如何以玩味的方式使用及評論數

碼科技｡ 因此﹐我將先簡單追溯張英海重工

業至今的基本美學取向﹐並探討二人跟其他

網絡藝術家的分別｡ 雖然張英海重工業與數

碼烏托邦主義隱約有所關聯﹐本文將以二人

作為數碼烏托邦主義的反面例子｡ 考慮到網

絡空間與實體空間其實互為表裡﹐張英海重

工業的個案研究將揭示媒體﹑科技以及全球

化之間的糾結關係｡ 本文將指出網絡展覽的

不足之處﹐反證張英海重工業選擇離開原有

的展出平台﹐與網絡藝術的邏輯並無衝突﹐

從而挑戰網絡空間的烏托邦式假設﹐指出網

絡空間並非時刻開放﹑跨越地域﹑覆蓋廣泛﹑

易於接觸以及互相連結的｡ 

如上文所述﹐《把門砸掉！》展覽似乎引起不

少有關網絡藝術的猜度與疑問｡ Jin的評論

反映了網絡藝術在當代藝術領域中處於一

個獨特的位置﹐而將之與已為藝術館普遍

接納的電視﹑錄像以及遙感藝術 (satell ite 

ar t) 等媒介相比﹐這個情況尤其明顯｡ 我們

不妨思考張英海重工業在作品〈藝術家自白

編號 45,730,944﹕完美藝術網站〉中提出的

問題﹕

最新的多媒體平台是互聯網﹔最大的 

藝術空間是互聯網……還是我該後退 

一步﹐思考宏觀互聯網 (metaweb)﹑ 

後互聯網或者互聯網的形而上學﹐深思

一下﹐到底互聯網會自行消失嗎？或者﹐ 

互聯網確實在那裡嗎？要是它真的存在﹐

「那裡」又是哪裡？而我真的想要到那裡

去？ 3 ﹝圖3﹞

「那裡」一詞讓觀者醒覺一個簡單至極﹐卻

經常遭忽略的問題﹕網絡空間的本質是甚

麽？它如何形成？甚麽維繫它的運作？我們

該如何透過實質的「此地」去理解「那裡」？這

些疑問點出張英海重工業認為網絡空間只

是一個曖昧不清的場所﹐用作藝術展出與流

通﹐而絕非單純的烏托邦式終點﹐好讓二人

得以脫離經濟及政治系統的規管﹐進行激進

的藝術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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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並無提供免受商業化影響的空間｡ 

Julian Stallabrass亦曾指出﹐網絡藝術處

於文化與商業混合交織的領域之中｡ 4 讓我

們先回到〈三星本意要來〉的片段以作例子｡ 

屏幕上閃動着明亮的文字﹐描述女主角的故

事｡ 這位家庭主婦幻想與三星的擬人形象做

愛﹐並醒覺自己愛上其「擁有強大權力﹐且

自大狂妄﹑老謀深算﹑冷酷無情與充滿企業

味道」的特質｡ 5 當她在城市街道中走過的時

候﹐她看見大廈天台上的一塊數碼顯示屏﹐

打出龐大的品牌標誌﹐吸引顧客進入店舖﹐

試用該公司的新產品﹐以改善生活—─上文

提及的Zipel雪櫃便是一例｡ 藍底白字的「三

星」字樣在觀者的屏幕上出現﹐其色調與三

星企業的品牌標誌相似｡ 閃動的文字與南韓

夜間街道上的霓虹招牌奇異地類近｡ 霓虹招

牌代表的是東亞地區的商業主義與都市文

化﹐但除了招牌以外﹐讓人煩厭的彈出式廣

告也呼應着張英海重工業作品中的閃動效

果｡ 無論張英海重工業有否替三星宣傳的意

圖﹐二人於〈三星本意要來〉採用的視覺表

達方式弔詭地達到了為三星宣傳的效果｡ 我

們每天在網絡上碰到的資訊﹐大部分都是這

樣的｡ 

自1997年開始﹐兩位藝術家已經開始創作文

本動畫﹐並豎立其招牌風格﹕採用Monaco

字體﹐以爵士或「新派爵士樂」(bossa 

nova) 作背景音樂｡ 社會渴求加快步伐﹑隨

時互連﹐而且追求溝通科技﹐這種種渴望支

配着人的日常生活﹑企業利益以及政府政

策﹐構成二人的創作背景｡ 張英海與Mark 

Voge一直使用Adobe Flash創作﹐作品中

某些特質與其他網絡藝術家有所分別｡ 觀者

觀賞作品時﹐並不能倒帶﹑暫停或快進｡ 動畫

完結後﹐便會重新開始反復播放﹐構成不斷

重複的影像｡ 除非觀者從頭開始觀賞作品﹐

不然無法預計其播放長度｡ 事實上﹐張英海

重工業似乎無意使用高科技來創作｡ 當作品

設定播放後﹐觀者與作品之間並無所謂互

動﹐有別於一般對網絡超文本觀賞和閱讀模

式有興趣的藝術家愛探究互動意念的傾向｡ 

張英海重工業曾於訪談中就作品缺乏互動

一事表示﹕「我們希望作品以咄咄逼人的姿態

扼制觀者｡ 」 6 鑑於人們通常認為「互動」是

網絡藝術家的核心創作意念﹐這個說法怪有

意思的｡ 

張英海重工業的作品並不以互動性為核心﹐

亦不在於探究嶄新科技﹑軟件程式或圖像｡ 

作品使用大量文字﹐這種特質酷似某一時

期的概念藝術家｡ 觀者的確能夠隨時連結上

網﹐瀏覽藝術家網站上的作品﹐但是﹐張英

海重工業作品的重點在於文字本身｡ 作品以

極快的速度播放文字﹐其速度之快﹐有時幾

乎讓人難以閱讀｡ 字句閃動過後隨即消失﹐

成為阻礙閱讀速度與意識的實際因素｡ 於屏

幕上一閃而過的事物殘留於腦海之中﹐但同

時也會悄悄溜走｡ 張英海重工業在作品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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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杜象的次數﹐比提起其他「新媒體」藝術

家還要多﹐這並不難理解｡ 即使以最狹隘的

角度理解「新媒體」一詞﹐杜象運用現成物來

創作﹐在當時被視為「全新」的媒介｡ 杜象的

〈泉〉(Fountain, 1917) 啟發了後來不少概

念藝術家﹐成為他們創作的靈感來源｡ 漢斯•

哈克 (Hans Haacke ) 的〈Moma Poll〉於

1970年的《資訊》(Information) 展覽中展

出﹐透過體制批判探討有關藝術館空間的理

想假設﹐揭示資本交易與企業給美術館的資

助之間﹐存在着密切的關係｡ 同樣地﹐張英海

重工業的作品將從前的概念藝術運動與網絡

「新」媒介連結起來﹐探討實體空間與虛擬

空間的關係｡ 

當然﹐藝術館仍是當代藝術實踐中的核心體

制﹐其權力不容忽視｡ 值得留意錄像與電視

如何在「新媒體」藝術類型下﹐獲大部分當代

藝術館視為正典類目｡ 在各種運用數碼媒體

科技創作的當代藝術作品之中﹐網絡藝術始

終處於次要地位｡ 網絡藝術與電視﹑錄像﹑遙

感藝術等先前崛起的藝術類型之間的關係仍

然有待研究｡ 如果說﹐1960年代那一代的藝

術家如白南準﹐是受電視影響﹐引發出屏幕

地球村的想像﹐那麽互聯網則能夠迅速地讓

人們知道﹐他們與世界只有一「按」之遙｡ 如

果藝術館這個機制在新自由資本主義年代被

去魅﹐網絡藝術是否可以成為藝術館傳統觀

賞模式以外的另類選擇？網絡藝術在藝術館

展出時﹐該如何以別的方式向觀者展現？網

上的藝術作品或許比其他巡迴展覽傳播得

更快﹐但要接觸分散各地的觀眾時﹐依然需

要傳播的渠道｡ 張英海重工業的作品走遍全

球﹐在泰特﹑龐比度與New Museum等舉世

聞名的藝術館展出｡ 這個情況點出了網絡藝

術家面對的困難﹐反映網絡雖是極為有效的

展出平台﹐卻未必利於作品傳播｡ 

網絡藝術應首先以互聯網作為展出媒介﹐這

個想法似乎十分合理﹐上面所引Jin的評論

之中亦有此一說｡ 當張英海重工業的作品離

開網絡環境﹐轉而於藝術館的傳統平台中展

出﹐其媒介特性 (medium-specif icity) 便

消失｡ 媒介特性消失﹐網絡藝術滲進實際領

域﹐其繼承自網絡的顛覆本質也隨之消失｡ 

早期的網絡藝術家強調以互聯網作藝術及技

術工具｡ 就如其他藝術家以電視及錄像探討

新科技的傳訊力量一樣﹐網絡藝術家探索互

聯網為藝術媒介的可能性﹐以期利用科技連

結不同時空的觀眾｡ 1980年代﹐當早期的東

歐藝術家開始對互聯網產生興趣的時候﹐網

絡藝術便開始伴隨商業化以及網絡私人化的

現象一同發展｡ 

張英海重工業作品的突出之處﹐在於它承認

網絡本身是「多媒介」(multimedium )｡ 7  

換言之﹐網絡並不能單獨存在｡ 資訊網絡空

間只有透過實體基建﹑物質條件以及維持其

運作的科技﹐才得以存在｡ 「重工業」一詞於

東亞地區擁有特別意義﹐當地許多企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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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業」代表用於建造船舶以至建築等所用

的重型物料｡ 這些重工企業標誌着建構電子

通訊科技﹑幫助資本與物品流通所必需的基

建物料﹐它們在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中跨

越地域流通｡ 張英海重工業的作品當然並非

實物﹐亦無驚人重量﹐他們的作品只是網站

上的資訊｡ 資訊可簡化為二進位數字1與0﹐

張英海重工業也很清楚這個概念﹐因此他們

將文字中的字母「O」換成數字「0」｡ 儘管如

此﹐張英海與Mark Voge依然會各自自稱為 

張英海重工業的CEO﹝行政總裁﹞與

CIO﹝資訊總監﹞｡ 以「重工業」一詞為名雖

充滿矛盾﹐卻同時指出數碼與實體領域之間

相互依存而又易遭忽略的關係｡ 人們常誤以

為所有人均可以在網絡上自由闖蕩﹐以為

網絡是一片無垠的虛擬疆土｡ 但事實上﹐組

成網絡的是海底電纜與衛星﹐它們控制﹑審

查﹑連接與隔斷網絡使用者｡ 關於通訊科技

的物質條件﹐我們在日常中早已習以為常﹐

只有避開這個事實﹐數碼烏托邦的想象才得

以維持｡ 

如上所述﹐二人組名字中的「重工業」一詞﹐

特別指向經濟全球化中的東亞地區｡ 1995

年﹐美國向南韓拖壓﹐要求開放市場﹐加上

其他原因﹐當地政府決定推行全球化政策 

(segyehwa)﹐卻遇上了1997年的國際貨幣

基金危機﹝又稱亞洲金融海嘯﹞｡ 南韓政府

嘗試與全球「接軌」﹐或許能夠解釋韓國於後

殖民時期希望「追趕」日本及西方國家的心

態｡ 在南韓於威尼斯雙年展設南韓館以及開

辦光州雙年展﹝韓國首個當代藝術雙年展﹞

後僅僅兩年﹐亞洲金融海嘯便已出現｡ 當韓

國銳意藉着當代藝術吸引全球觀眾之時﹐卻

被新自由資本主義強行開放市場的壓力狠

狠打擊｡ 無論在市場還是網絡空間而言﹐全

球化都是南韓的生存策略—─縱使那純屬

幻象｡ 全球化除了是國家政策外﹐亦決定了

國際經濟秩序﹐隱約窺見南韓西化及經濟發

展趨勢｡ 

張英海重工業不斷提及南韓的近鄰──北

韓﹐以這個徹底反全球的國家探討及質問全

球化的運作邏輯｡ 二人借鑑東亞地區的重工

企業﹐指出現代經濟熱潮以及物品與資本的

跨國傳播途徑已屬全球現象｡ 南韓的資本與

產品流動看來並無制肘﹐但與之相對的是﹐

它同時背負着國家遭割裂的歷史事實｡ 例

如﹐二人曾質問「北韓人有互聯網嗎？金正日

會有自己的網站嗎？」﹐ 8 藉此點出互聯網的

規限﹐揭露政府控制網絡的事實﹐以及南韓

目前依然受冷戰政治影響的情況｡ ﹝圖4﹞

特別是南韓科技發達﹑接通世界的現代形象

與鄰國北韓的反全球態度明顯有別﹐兩者的

迥異形象反映東亞地區的通訊及資訊科技充

滿矛盾﹐這種矛盾更是生存的手段﹐能夠提

升國際知名度﹝特別對網絡藝術家而言﹞以

及作為操控工具﹝艾未未的twitter帳戶及

網誌活動可作一例﹞｡ 張英海重工業一直拋

出北韓網絡存在與否的疑問﹐提醒觀者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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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手的議題﹐以及點出在媒體科技與虛擬領

域中隱含的國界問題｡ 因此﹐張英海重工業

認為互聯網只是一種資訊科技﹐只是便利的

藝術工具﹐並非單單歌頌﹑活用以及為網絡

空間或網絡科技賦予浪漫的想像｡ 二人的作

品揭露這些科技產物與數碼烏托邦理念可能

掩蓋了內在地區政治及歷史矛盾的事實｡ 

張英海重工業於亞洲藝術文獻庫擔任駐場

藝術家期間﹐創作了〈我見過張英海重工業

﹝我真的見到嗎？﹞(I Saw Young-Hae 

Chang Heavy Industries  (Or Did I?))｡ 

﹝圖5﹞網絡空間並不具名﹐此乃其主要特

質之一﹐「我們真的看得見張英海與Mark 

Voge兩位藝術家嗎？」這反問句讓實際空間

與虛擬空間之間的界線更見複雜｡ 思考網絡

空間的「地點」（「那裡」是哪裡？）是件困難的

事｡ 當我們透過手上﹑雪櫃甚至Google眼鏡

的屏幕與世界「連接」時﹐我們該如何開始﹐

將網絡空間與實質環境歸納一併思考？接受

數碼烏托邦模棱兩可的特質﹐表示網絡藝術

作品的實體及虛擬展覽之間不存在純粹的

衝突｡ 兩者在空間的意義上發展﹐突顯全球

科技現狀﹐藉此介入地區歷史議題｡ 「我真的

看得見張英海重工業嗎？」這個問題似乎尖

刻地反映現況｡ 張英海重工業的創作以玩味

的手法掩蓋及揭露數碼烏托邦的真面目﹐展

示處於虛擬與實體平台夾縫中的網絡困境

與潛力｡ 

﹝圖4﹞〈藝 術家自白編號 45,730,944﹕
完美藝 術網站〉截圖﹐2001年｡ 影像提
供﹕藝 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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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我見過張 英海重工業﹝我真的見到嗎？﹞（2011年）截圖﹐2011年｡ 影像提供﹕藝 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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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ung-Gwon Jin﹐〈藝 術館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Museum)﹐《東亞週刊》﹐2006年9月5日｡ 查閱日
期﹕2014年10月18日｡ http://weekly.donga.com/docs/

magazine/weekly/2006/09/04/200609040500001/ 

200609040500001_1.html.

2|  英文版引文由本文作者所譯｡ 

3|  張 英海重工業﹐〈藝 術家自白編號 45,730,944﹕完
美藝 術網站〉(Artist’s Statement No. 45,730,944: The 

Perfect Artistic Web Site)｡ 

4|  Julian Stallabrass, Internet Art: The Online Clash of 

Culture and Commerce, ﹝網絡藝 術﹕文化與商業的線
上碰撞﹞ London: Tate Publishing, 2003.

5|  張 英海重工業﹐〈三星本意要來〉｡ 

6|  Hyun-Joo Yoo,‘ Intercultural Medium Literature 

Digital: Interview with Young-Hae Chang Heavy 

Industries,’( 數碼跨文化媒介文學﹕張 英海重工業訪
談), Dichtung Digital, 2005, accessed October 20, 
2014, http://www.dichtung-digital.de/2005/2/Yoo/

index-engl.htm. 

7|  張 英海重工業﹐〈藝 術家自白編號 45,730,944﹕完美
藝 術網站〉｡ 

8|  同上註｡ 



亞洲藝術文獻庫館藏﹕ 
展覽圖錄及專論 (2003-2014)



龐宇晴設計的資訊圖象﹐探尋資料數據的模式﹐ 

述說故事｡ 她目前在路透社新加坡分社擔任 

圖像編輯 (graphics editor) 之職 ｡ 

館藏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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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y Mamedov 是比什凱克藝 術組織理論與行動 
主義學派(School of Theory and Activism) 的藝 術 

總監｡ 他曾參與策劃第54屆威尼斯雙年展（2011年）
中亞館﹐亦是中亞跨學科項目「藝 術家和/在社會」
（Artist and/ in Society﹐2010至2012年）的策劃人｡  

現居於吉爾吉斯坦首府比什凱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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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亞洲藝術文獻庫在香港舉辦「建構場域﹕展覽與亞洲

當代藝術史編寫」研討會｡ 為了回應研討會的主題﹐我會深入討論威

尼斯雙年展的中亞館──國際藝術界展現中亞藝術的最大型活動｡ 

在2005至2013年期間﹐威尼斯雙年展舉辦過五屆中亞館﹐當中對

中亞藝術的呈現與研討會的理念說明不謀而合﹕「亞洲向來缺乏有系

統的藝術公共收藏和針對20﹑21世紀的藝術史課程﹐區內各個展覽

因此成為建構地區當代藝術史的第一現場﹐而不單是展覽和交流的

場所｡ 」

談論中亞館時﹐我不但會從藝術史角度着眼﹐還會探討後蘇維埃時

期的中亞洲在如此大型和具影響力的展覽中展現的政治元素｡ 我會

參考藝術品生成的政治經濟語境﹐討論威尼斯雙年展的中亞館如何

在成為奠定近代中亞藝術史的里程碑之外﹐更成為了表達政治和公

民異見的場域｡ 本文論述的「中亞洲」﹐將以區內四個國家為代表﹐包

括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 

首先﹐我會略談1990年代至千禧初期中亞當代藝術的美學和政治

議程｡ 20世紀的中亞藝術史反映區內的政治和社會歷史充滿撕裂和

破損﹐而非持續和穩定進行的面貌｡ 中亞現代藝術源於「十月革命」

﹐而當代藝術則隨1991年蘇聯解體開始發展｡ 

在1990年代初甚至是千禧年代﹐當代藝術的主要概念來自對蘇維

埃官方「學院」藝術（藝術家聯盟和博物館等機構）的衝擊｡ 學院藝術

當時以繪畫和雕塑為主要創作媒介﹐而追求當代性的藝術創作則透

過錄像﹑攝影﹑裝置和行為藝術等媒介展現｡ 當時在中亞地區﹐對傳

統媒介的否定和形式上的革新成為了當代藝術身份的普遍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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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政治層面上﹐當代藝術創作表現得相對模稜兩可﹐甚至矛盾

重重｡ 當代藝術與傳統蘇維埃藝術體系的對立被廣義地理解為對舊

體制或蘇維埃方式的抗衡｡ 年長一輩的中亞藝術家如 S. Maslov﹑R. 

Khalf in和V. Akhunov  等人——無論是追隨或反對——某程度上均與

所謂非官方蘇維埃藝術或莫斯科概念主義有關﹐大致可稱為蘇維埃政

權下的異見分子｡ 這裏所指的「異見分子」﹐並非指反蘇維埃或反社會

主義者｡ 他們的異見不一定有明顯政治色彩﹐反而多從存在主義層面﹐

竭力在蘇聯的藝術創作和日常生活中不斷更新﹑去除意識型態和官僚

作風｡ 

新一輩的當代藝術家大多從藝術學校或學院畢業不久﹐他們的作品亦

流露着某種政治上的模陵兩可｡ 俄羅斯作家維克托‧佩列溫（Viktor 

Pelevin）在次文化小說《P世代》（Generation P）裏的諷喻﹐最適宜

形容新一輩藝術家｡ 該小說在1999年出版﹐刻畫一位典型的第一代後

蘇維埃文化工作者｡ 故事主角 Vavilen Tatarsky  是一位年輕人﹐致力

學習希望成為詩人和文學翻譯家｡ 他想像自己日間翻譯烏茲別克或吉

爾吉斯等地的詩作﹐晚上就創作自己的新詩｡ 可是﹐他的計劃從未真正

實現｡ 

佩列溫在書中描繪出九十年代初的典型處境和新現實帶來的挑戰如

何引發個人對存在的反思﹕對自己和生活擁有清晰﹑不可動搖之信念

的人﹐在新現實中如何給新身份和新位置定位｡ 小說中其中一個高潮

講述Tatarsky看到典型的「蘇聯製造」黃色鞋子﹐用上淺藍色縫線﹐並

以豎琴形金色大扣環作裝飾﹐無人購買蒙上灰塵﹐令他察覺到自己曾

經擁有的「蘇維埃特質」﹐已然消散｡ 蘇聯解體不單是一個超級意識型

態結構的瓦解﹑指引人民生活和計劃的社會體制和系統的廢除﹐更甚

是物質世界的消失﹐一些建構人們自然流露的身份和情感之事物已不

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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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初期開展藝術事業的藝術家在穩固的蘇維埃藝術體

制下﹐對未來擁有非常明確的計劃｡ 哈薩克藝術家 Yerbossyn 

Meldibekov表示﹐他進入阿拉木圖（Almaty）藝術學院雕塑系時懷着

一個抱負﹐就是學習雕刻列寧的半身像﹐因為這是當時藝術家最能賺

錢的工作｡ 他的家人甚至要「犧牲」一頭牛﹐幫助兒子進入學院｡ 不過﹐

當他修畢課程時﹐蘇聯已經解體﹐市場對列寧雕像的需求也隨之消失｡ 

Yerbossyn Meldibekov﹐〈變異〉(Mutation)﹐2011年｡ 影像提供﹕作者

哈薩克藝術家 Elena Vorobiev  和 Viktor Vorobiev透過其裝置作

品〈市集〉(Bazar) 反映身份困惑的問題｡ 〈市集〉集合了他們在1990

年代至千禧初期﹐於哈薩克和其他後蘇維埃國家的偶發式跳蚤市集

（tolkuchki）拍下林林種種的物品照片｡ 展覽裝置同時包括他們從市

集買回來的各式雜物﹐放置在照片旁邊﹐並附上賣家對所售物品的意

見｡ 這項裝置展現出交纏的時光軌跡｡ 有關物品為我們提供蘇維埃經

濟生產的基本資訊﹐亦重構了典型的蘇維埃家庭面貌｡ 賣家意見反映

情感上的依戀﹐很大程度上﹐蘇維埃人民對這些物品擁有共同的情懷﹐

能夠產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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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obiev夫婦在〈市集〉展出的物件如同Tatarsky看到的黃色鞋子﹐

觸發第一代後蘇維埃人民對身份認同的覺醒｡ 不過﹐他們同時領悟到

這種身份與新現實了無關係｡ 

佔據中亞當代藝術創作主流的政治及倫理議題﹐是一個矛盾的狀況﹕

人們一方面把對新事物﹐包括新社會﹑新關係﹑新藝術等的追求在新

形式和新媒介的熱潮中表現﹔另一方面又突然體察在這時代之前﹐作

為蘇維埃人並非一種政治身份﹐而是由日常生活和周邊物質環境建

構﹑無需深入反思的自然存在﹔同時卻又與身邊的「野性資本主義」和

「民族主義復興」現實產生衝突｡ 1990年代至千禧初期這些社會系統

的矛盾狀況﹑分裂或停滯﹐為中亞當代藝術對當時的社會政治現象作

深入分析和反思提供了豐厚的土壤｡ 

Elena與Viktor Vorobiev﹐〈市集〉﹐1996至2006年｡ 影像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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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05年﹐威尼斯雙年展首次設立中亞館﹐在多重意義上堪稱近代中亞

藝術史的轉捩點﹐猶如1993年對中國大陸實驗藝術般重要｡ 從制度上

看﹐中亞館是少數（甚至可能是唯一）可讓區內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在獨

立於政府的情況下進入大型國際藝術平台的機會｡ 藝術家和策展人能

夠藉此在國際社群發聲﹐建立國際知名度｡ 此外﹐中亞洲一直缺乏能

夠把當代藝術規範為正統並將之投入社會的本地或區域機構（如博物

館﹑藝術學院等）｡ 中亞館的出現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讓中亞藝術獲

認許為具社會意義的範疇｡ 總括上述各種因素﹐中亞館是一個非常重

要而且影響深遠的項目﹐令社會政治議題的討論和反思可以在不同的

知識或文化主題之下進行﹐亦能把區域/本地議題和國際/全球議程互

相融合｡ 

即使是展覽的設置﹐中亞館亦有別於其他威尼斯雙年展的展館｡ 首先﹐

它並非個別國家的展館﹐而是集合了四個後蘇維埃國家的區域展場﹔

第二﹐中亞館由私人經費支持﹐並無任何國家贊助｡ 中亞當代藝術家

代表得以參與是次全球最大規模﹑聲望最高的藝術盛事﹐純粹是數位

熱心人士推動的私人計劃｡ 2005年展館的策展人是俄羅斯藝術評論

家﹑策展人及《莫斯科藝術雜誌》總編輯米西雅諾（Viktor Misiano）｡ 

2004年﹐他獲邀到比斯凱克和吉爾吉斯參加由私人藝廊 Kurama Art 

主辦的大型區域展覽及會議﹐此乃當時區內當代藝術界最重大的活

動｡ 

米西雅諾選取了哈薩克﹑吉爾吉斯和烏茲別克三國共15位藝術家

的作品﹐於中亞館展出｡ 展覽名為《中亞藝術當代檔案》（Art from 

Central Asia : A Contemporary Archive）﹐宏觀過去15年區內的

當代藝術作品﹐涵蓋所有創作媒介及多元化的主題和概念｡ 除了獲選

的展品外﹐展覽亦展示一個媒介庫存﹐收藏數十位藝術家的視像作品

和表演文獻﹐以及出版由區域內藝評人和藝術史學家撰文的展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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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我前文提及後蘇維埃藝術家對蘇維埃遺風的矛盾心態﹐這種情意成為

了米西雅諾的展覽主題｡ 他把矛盾指向過去﹕一方面人們希望捨棄過

去﹐但這種過去卻構成其「進步的懷舊」（progressive nostalgia）之

獨特身份——希望藉着過去未曾實踐的潛能重新開啟未來｡ 

2007

由於中亞地區欠缺相關的基建和體制發展﹐威尼斯的中亞館成為了

含蓄地表達政治和社會異見的重要平台｡ 阿拉木圖索羅斯當代藝術

中心（Almaty Soros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s）是區內

歷史最悠久﹑最活躍的藝術機構﹐但於2008年停辦一切活動｡ 塔什干

（Tashkent）的視覺藝術雙年展一直由極權政府控制﹐並非自由表達

藝術思想﹑辯論政治社會議題的獨立場域｡ 因此﹐中亞館自首屆取得

成功後﹐區內藝術社群開始視之為發表自由言論和政治意見的場域﹐

而不止是另一個藝術展覽場所｡ 

在2007年起隨後四屆雙年展中﹐中亞館均由荷蘭人道發展合作組織

（HIVOS）的區域文化計劃贊助﹐沒有任何國家政府或企業參與﹐但

其地位與國家展館無異｡ 某程度上﹐中亞館的受資方式及其作為區域

公共計劃的姿態﹐與威尼斯雙年展既有的代表政策構成緊張狀態﹐很

有機會演變成對民族主義或國家再現政治的批判（針對政府或如威尼

斯雙年展等涉及國家代表政策的國際體系）｡ 

2007年第二屆中亞館由哈薩克策展人Yulia Sorokina負責｡ 她希望

透過展覽深入反思區內政權的國家再現策略和民族政策｡ 展覽的美學

取向以媒介為亮點﹐名為《音樂國度﹕中亞當代藝術之媒體世代理創

造》（Muzykstan: Media Generation of Contemporary Artists 

from Central Asia）｡ 藝術家接受委約開展新項目﹐把中亞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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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樂（如民歌﹑搖滾樂或原住民音樂）與當代藝術（行為﹑錄像﹑裝

置）互相結合﹐突出中亞當代文化中強烈的聲音和音樂特色｡ 

參與撰寫展覽圖錄的藝術評論家Oksana Shatalova表示﹐雖然中亞

國家的分歧愈來愈大﹐在經濟和政治層面上亦難以融合﹐「但中亞藝術

卻屬於整個文化和實在的社群｡ 共通的蘇維埃和後蘇維埃體驗成為這

個『精神聯盟』的基礎｡ 區內藝術社群對嶄新的創作形式經驗有限﹐ 

官方和大眾均支持（寫實的或模仿的）」富蘇維埃風貌的傳統藝術﹐

令「本地的當代藝術家往往覺得自己是異國公民」｡ 這種游離於眼前

現實和想像現實的狀態﹐Shatalova  形容為「游移的身份」（sliding 

identity）｡ 

在此框架下﹐音樂成為了「游移的身份」的象徵﹐我們亦能以最適切的

方式表達假想中的中亞當代藝術家「精神聯盟」﹕「年輕一輩藝術家（30

至40歲）的創作逐漸從宣傳﹑紀實和直接表述轉移至含蓄和富隱喻的

溝通方式﹐這是游移的身份形態的最佳例子｡ 」中亞當代藝術家運用共

通的新媒介（音樂）﹐在模擬的國家論述和日漸整合的游移身份之間構

築張力｡ 總括而言﹐中亞館提供自由獨立的平台﹐讓不斷演變的中亞區

域身份和政治意識繼續發展｡ 

2011

蘇維埃政權視文化為反映共和政制的意識型態工具｡ 每個蘇維埃聯邦

共和國的成員國在所有文化項目——從歌劇到電影攝影﹐必須呈現「帶

有口音的片語斷句」｡ 隨着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下達決策﹐在蘇維埃

共和國「重整文學及藝術組織」﹐環繞不同藝術形式的「國立學校」便陸

續根據推動「含民族特色的形式表現社會主義內容」」的準則而成立｡ 

中亞國家政權自獨立以來﹐一直嘗試保存這些「國立學校」（少數情況

除外——例如土庫曼斯坦打壓歌劇表演）﹐但把再現對象指向國際社

群｡ 中亞國家的官方藝術策略仍然以國家再現或民族再現為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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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及此﹐2011年第四屆中亞館的策展人 Boris 

Chukhovich﹑Oksana  Shatalova  及本文作者決定明確地探討國家

再現的議題｡ 策展人透過《ABC Representations》展覽﹐挑戰參與威

尼斯雙年展的其他國家館之國家再現政策｡ 此項目展出一組共我們透

過傾談﹑電郵和社交網絡訪問了80人﹐請他們建議三個與中亞洲有關

的圖案｡ 受訪者或居於中亞﹑或與中亞有關﹐但亦包括從未涉足中亞的

人士｡ 總結投票結果後﹐他們的建議被整合為25個圖案﹐每個圖案某

程度上象徵着中亞洲﹔然後我們將之化為視覺符號﹐以視力測試圖表

《ABC Representation》﹐2011年｡ 影像提供﹕作者

的形式羅列｡ 《ABC Representations》嘗試透視人們對中亞文化和

地理政治之觀感﹐從而解構典型的視覺組織｡ 

我們把視力測試圖表分為六層﹐最底層是最不普遍的中亞表徵﹐包括

兒童﹑大麻葉和金牙｡ 能夠認出這些圖案表示「眼力極佳」﹐獨特的文

化特色和重要的背景細節逃不過觀察者雙眼｡ 頂層兩個圖案是中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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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普遍的表徵﹕第一個是東方學家最常用的隱喻「東方是神秘的」﹐我

們將之用問號在視覺上表達出來﹔其次是中亞洲最流行的轉喻 ——策

驥的遊牧民族｡ 

2013

第五屆中亞館展覽在2013年第55屆威尼斯雙年展再度舉行﹐如無意

外是由HIVOS資助的最後一屆｡ 該年﹐中亞館的主要贊助者HIVOS

宣佈終止中亞區文化計劃｡ 由於沒有這種公共及公開的資助來源﹐規

模及影響力如斯龐大的項目實在難以持續｡ 不過﹐資金其實並非最主

要的問題﹐反而是1990年代和千禧年代的藝術特質已被消耗殆盡｡ 當

年﹐藝術家極力擺脫民族主義國家和新自由資本主義強加他們身上的

僵硬身份﹐但這種現象已不復見｡ 藝術界為了爭取政府和商業機構對

當代藝術的支持﹐以及籌募經費到威尼斯參展﹐因而對極權政府以藝

術作為民族主義和國家再現工具的評論變得忌諱｡ 那段不因循﹑言論

尖銳的時期已然過去｡ 以地域劃分的展館將被真正的國家展館取代﹐

成為國家或效忠國家的企業贊助和控制的場地｡ 由於經濟和其他因素

影響﹐相信以往參展的四個中亞國家中﹐只有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會贊

助自已的國家展館﹐而吉爾吉斯和塔吉克無法繼續參與｡ 

事實上﹐中亞洲國家的政權不斷尋找新方法在國際舞台上爭取認受

性﹐當中以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最為積極｡ 當代視覺藝術將會以被「外

判」的方式服務這些目的｡ 2011年在阿斯塔納舉行的第七屆亞洲冬季

運動會的文化節目之一﹑題為「藝術家──冠軍選手」的展覽﹐是藝術 

「外判」的好例子｡ 展覽向全世界表揚哈薩克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將

之類比如國際運動賽事的成就｡ 運動員在比賽獲獎﹐為國家帶來光榮｡ 

不少政權——特別是渴望獲得國際社會認受的威權國家政府——均希

望透過奧運會這類重要賽事在國際舞台揚名立威｡ 

Ir it Rogoff在「建構場域」研討會的論文中﹐以尖銳的態度批判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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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的邏輯｡ 這是一項富爭議的陳述﹐尤其是由一位來自第一世界的

講者於亞洲會議上發表﹐引來的迴響更大｡ 一直以來﹐東亞和中東奉

行新自由主義的政權大多認為基建與發展百利而無一害﹐不但能夠提

高生產力﹐而且可以解決所有民主制度﹑社會保障﹑政治和社會自由

的問題｡ 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ev）曾經表

示﹕「先有經濟﹐才有政治｡ 」對於哈薩克和吉爾吉斯而言﹐新加坡和馬

來西亞等國家完美展現齊澤克口中的「擁有亞洲價值的資本主義」﹐即

在沒有政治自由和社會保障下仍能生利﹐是經濟與政治發展的典範｡  

這兩個中亞洲國家的精英份子的夢想是加入「亞洲之虎」的行列｡ 

國家定睛經濟發展﹐當代視覺藝術及其在威尼斯的國家代表性變成 

主流以外的小事一樁﹐無關重要｡ 不過﹐從中亞館的例子看到﹐在健全

的基建不足﹑破損﹐甚至缺席的情況下﹐反而可以推動另一種批判反

思﹐促進社群自我組織｡ 昔日在中亞館批評民族主義和國家再現政策

的藝術家﹐今日可能要創作為國爭光﹑加強政權認受性的作品﹔而創

作這類作品的最佳方法﹐當然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當代外表﹑國族內

容」準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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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近

‧
重

組

Rashid Rana身兼藝 術家及拉合爾的Beaconhouse 

National University藝 術系的創系成員及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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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疆界的藝術市場

藝術市場能做到「民主化」﹐超越國族及政治疆界｡  

在藝術市場的運作中﹐國族藝術的概念（主要見於普查性展覽）備受挑戰和

質疑｡ 我拿的是巴基斯坦護照﹐卻與印度藝術界的個別人士有交往﹐譬如說

德里的Lekha Poddar及其子Anupam Poddar﹐他們醉心藝術﹐名下擁有

的印度當代藝術藏品﹐當屬全球首屈一指｡ 2004年﹐二人表示有意收藏巴基

斯坦的實驗藝術──從前﹐收藏家只能對這類作品望門興嘆｡ 在其後的三年

間﹐Poddar家族累購的巴基斯坦當代藝術作品數量﹐成了全球最大的收藏

之一｡ 於2010年﹐他們邀請我為其蒐藏策劃展覽｡  

相近之處

「展覽如何呈現巴基斯坦的面貌？」

策劃這次展覽時﹐我面對兩大挑戰﹕

其一﹐展覽無可避免地被標籤為某程度上的「國族性」展覽﹐令我非常困惑｡ 

其二﹐隨着藝術圈愈來愈跨越地域和見多識廣﹐藝術家是否被挑選和展示﹐

以至作品是否被接受﹐跟他們的國籍和居住地愈無關係｡ 但我的個人經驗

卻又告訴我﹐巴基斯坦藝術家愈是面向世界﹐其作品愈是植根於地域現實

之中｡ 儘管觀眾群是多元的﹐但地區性和本地化的議題仍然成為決定藝術作

品是否地道和正宗的主要指標｡ 從前﹐傳統藝術的實踐主宰了藝術創作的

主題﹔今日的巴基斯坦藝術家卻不放過任何形式上﹑社會性及哲學方面的議

題｡ 因此﹐展覽如何應對這些矛盾和微妙的差異﹐就成為了一大挑戰｡ 



目錄搜記 04搜記 04 類近‧重組搜記 04

118

重新組合

觀眾作為策展前提

由於無法避免「國族性展覽」的標籤﹐我決定以此提出更多問題｡ 我放棄採用

可能限制解讀的中心題旨﹐將目標定於拓寬作品的含義﹐以及尋求多元演繹

的可能性｡  

我採取的展覽策略近似我作為藝術家的藝術創作方法﹐即仰賴「視像思維」｡ 

我將作品想像為鐵路車卡﹐可以互相連繫｡ 我希望以玩味手法來建構敘述﹐

從而顛覆並確認想像中的觀眾的期望｡ 我希望創造一次連貫的體驗﹐利用逐

漸展現的形相﹐讓觀眾時而詫異﹐時而獲得啟發﹐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一路走

畢我設計的展覽路徑｡  

我摒棄繁瑣的分類模式﹐改為嘗試新的聯類手法﹐目的是破除「當代巴基斯

坦藝術」的框框﹐以擺脫固有分類的方式展示藏品｡ 我將展品排成一直線﹐

依仗我的視覺本能或觀眾的直覺﹐去編織一個故事｡ 在重組整個藏品系列的

過程中﹐我嘗試將存在於作品之間未獲注意的類近之處和聯繫﹐帶到觀眾眼

前｡ 

多個微世界 

集歷史之大成

由於巴基斯坦缺乏完善的藝術基本建設﹐單個個體常身兼多重角色﹐ 

包括藝術教師﹑藝術家和策展人｡ 

關於Poddar的私人收藏﹐我以朋友的身份協助他們﹐順道為他們的 

巴基斯坦之行作嚮導﹐或提供非正式的諮詢｡ 

在缺乏藝術基本建設的情況下﹐學術機構成為了巴基斯坦藝壇的領頭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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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方獨大﹐可能因而窒礙了脆弱的藝術生態在其他方面的發展｡ 我對藝

術國族主義所持的批判立場或可追溯至這段建制歷史｡ 不受國族主義修

辭牽制的藝術創作是Beaconhouse National University  (BNU ) 轄下

視覺藝術學院 (SVAD ) 成立的宗旨之一﹐其影響力繼續引領巴基斯坦當

代藝術的創作之路｡ 

近數十年﹐藝術及藝術史的研究和書寫一直匱乏﹐逼使藝術家自行建構他

們的藝術史書寫｡ 這樣反過來也影響了藝術的實踐和論述﹐顯現於藝術課

程或《類近‧重組》(Resemble Reassemble ) 等展覽項目｡ 

《類 近‧重組》展覽現場﹐Devi Art Foundation﹐2010年｡  
Mahbub Shah﹐〈神的存在〉(God Exists)﹐炭筆﹑石墨木本﹐2000年﹔及Ayaz Jokhio﹐〈標題
（自畫像）〉(Titled (Self-Portrait)) + 〈標題（母與子）〉(Titled (Mother and Child))﹐石膏﹑
石墨﹑紙拼貼﹑木板裝裱﹐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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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z Jokhio﹐〈標題（自畫像）〉﹐石膏﹑石墨及 紙拼貼 / 相片拼貼﹑木板裝裱﹐2005年 
展覽現場﹕Ayaz Jokhio﹐〈不會有人理 解我〉(No One Will Understand Me)﹐塑膠彩布本﹐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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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Farida Batool﹐〈邊界管制〉(Line of Control)﹐光柵片打印﹐2004年﹔及Huma 

Mulji〈平行線會否相遇〉(Do Parallel Lines Ever Meet)﹐數碼打印﹐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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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Huma Mulji﹐〈平行線會否相遇〉(Do Parallel Lines Ever Meet)﹐數碼打印﹐ 
20 05年﹔及Mohammad Ali Talpur﹐〈無題〉(Untitled)﹐縐紋 膠紙﹑海報﹐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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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esha Zulfiqar﹐〈切片〉(Slice)﹐混合媒介﹐2009年｡ 

Ehsan ul Haq﹐〈對話〉(Conversations)﹐動力雕塑﹐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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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an ul Haq﹐〈零點〉(Zero Point)﹐動力雕塑﹐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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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zair Fariqui﹐《類 近‧重組》展覽效果圖｡ 影像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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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zair Fariqui﹐《類 近‧重組》展覽效果圖｡ 影像提供﹕作者

《類 近‧重組》(Resemble Reassemble) 
展覽﹐Rashid Rana策展﹐Devi Art 

Foundation﹐2010年｡ 除另有標示﹐ 
所有影像由Devi Art Foundation提供｡ 



藝 術家評分應用程式截圖﹐及《搜記》第4期 
程式可於 Play Store下載﹐任何Android裝置均適 用﹝須配備機背鏡 頭﹞



藝術泡沫﹕《搜記》版

藝術泡沫是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的應用程式 (app)﹐並於藝廊

門前﹝及展覽宣傳海報或廣告牌﹞以大型彩色球體﹐顯示參

與藝術家的評分｡ 球體的大小表示藝術家的排名｡ 球體意味相

關藝術家的靈光﹐其量度準則並非源於個別策展人或藝評家

的專門知識﹐而是由一數學演算機器﹐根據藝術家參與的雙年

展及展覽等級計算所得的藝術家淨值｡ 此策展工作的自動化

過程﹐成為管理日益增加的藝術家和藝術創作的良好策略﹐透

過系統化的方法評估及規劃藝術家的事業｡ 

項目以ArtFacts (www.artfacts.net) 所用的演算程式為基礎﹐

研究藝壇的現況和發展趨勢｡ 透過這程式演算的結果﹐顯示出

以歐洲為中心的傾向﹐將美洲或亞洲摒除於外｡ 為此﹐我針對

一些有大量藝術家參與的展覽進行演算﹐以比較程式如何處

理來自世界不同角落的藝術家｡ 

這是我第二個演算系列﹐利用一張世界地圖展現分佈於各大

洲的參展藝術家﹐旨在檢視以歐洲為中心的排名數據庫的整

體表現﹐結果發人深省｡ 

詳情請瀏覽﹕ www.petkodourmana.com

Petko Dourmana﹐英國倫敦的媒體藝 術家 ｡ 他利用科技及新媒體 

進行不同形式的當代藝 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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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Seth Denizen 

- 

Seth Denizen 是一位研究員﹑景觀設計師﹐ 
目前在香港大學教授建築科目｡ 

事件表由梁寶山及Seth Denizen 共同編纂｡  
- 

梁寶山是中文大學宗教及文化研究系博士候 選人﹐ 
及「遊藝說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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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藝術主題商場」以儼如帶來新烏托邦的姿

態出現﹐滿腔熱血﹐言論卻前後矛盾｡ 藝術主題商場仿

如在一個意念荒蕪之地﹐撒下信念的種子｡ K11自稱為

「全球首個購物藝術館」﹐自2009年起﹐它呈上的構

想局部為香港所接受﹐但難以釐清是哪些部分｡ 這些

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片語﹐也沒能湊成一個完整的畫面｡ 

香港目前有四間藝術主題商場﹐包括K11﹑海港城﹑時

代廣場及元創方﹐新將活化完成的中區警署亦朝此方

向發展｡ 鑑於今天﹐難得有新烏托邦的想像﹐我們有

責任意識到─ ─甚至了解 ─ ─箇中意義﹔雖然我們必

須費勁地﹑甚至仿佛墮進幻覺般辯證思考﹐以及對近

日發生的事件進行歷史性的辯證分析﹐方能梳理其中

脈絡｡ 

「藝術主題商場」的意念於2009年出現﹐當時的說法

是以「藝術x商業」的形式﹐打造一系列「多維空間」｡ 

﹝參閱徵引文獻[1]﹞我們或許該先了解這些字詞的意

義 ｡ 以上字詞的來源並非特定人物或事件﹐而是自20

世紀以來商品與藝術的一系列矛盾｡ 由來﹐藝術與商

品的關係作辯證式發展｡ 簡單而言﹐自古以來藝術品

價值不應在於買家出價之多寡﹐但藝術品卻正正以這

種方式被交易和賦予價值 ｡ 因此在過去的一個世紀﹐

各類藝術運動紛紛在商品及商品文化產生的矛盾領域

中開展辯證式的討價還價﹐以不同方式企圖改變這個

充滿矛盾的空間 ｡ 

故事發展至此已無力進一步解釋情況﹐只好以省略號

作結｡ 但對於某個次要人物來說﹐這個故事卻對他們

極為重要｡ 在被省略的論述中經常出現的人物就是建

築師｡ 建築師熱切建築為藝術而設的矛盾空間﹐成為

私有化公共空間﹕2008年香港時代
廣場事件

事件表由梁寶山彙 編﹐ 
Seth Denizen補充

1991–1994 

九龍倉於1991年宣佈﹐把原為住宅用
地的地 段 發展為合共186 ,000平方米
的零售及辦公室用地 ｡ 項目於1994

年4月完成 ｡ 
地點: 銅鑼灣羅素街

2007年7月12日 – 8月1日 

時代廣場舉辦資深藝 術家黃永玉的
回顧 展﹐展出繪畫﹑雕塑﹑木雕以 及
書法作品 ｡  
地點﹕時代廣場 
資料來源﹕1

2003年7月 –2005年3月 

時代廣場把露天 廣場一角租予星巴克
經營咖啡店﹐並收取 月租12萬4千元 ｡ 
﹝露天 廣場 佔地3 ,010  平方米﹞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2008年1月31日 

本土行動及藝 術家社群開始在網上
流 傳紐約 Improv Everywhere  組織
在2008年1月31日於中央車站進行
的Frozen Grand Central行動｡  
資料來源﹕1

2008年3月22日 

Joao Vasco Paiva  及 Hector 

Rodriguez  帶領其他參加者完成了
一系列的聲音表演作品 - 「狀態變
化」｡ 兩組各20名的參與者不斷於
同一組扶手電梯中循環 升降﹐並製
造聲音｡  
地點﹕時代廣場及 又一城 

資料來源﹕ 1, 2

http://www.scmp.com/article/600292/walk-down-memory-lane-mainland-artist-huang-yongyu
http://en.wikipedia.org/wiki/Times_Square_%28Hong_Kong%2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wMj3PJDxuo
http://concept-script.com/w_statechange.html
http://concept-script.com/w_statechan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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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這些矛盾的輔助建構者｡ 這類為藝術而設的矛盾

空間部分包括藝術館﹑商業畫廊﹑咖啡館式畫廊﹑時

裝貓步天橋以及拍賣會展銷廳﹔而今天名單上少不得

藝術主題商場 ｡ 以上空間以建築結構劃分出辯證式空

間﹐以不同方式管理其中的矛盾磨擦｡ 以上就是K11所

指的「多維空間」﹐衡量作品的文化或商業價值的力量

互不相干地在空間流動﹐同時被賦予不一的權力﹐偶

或經不同的儀式互相融合﹐也可能會維持區隔 ｡ 這些

力量的流動方式似乎越來越紛陳複雜 ｡ 

對香港而言﹐以上說法尤其確當｡ 香港的公共藝術機

構（在角色上）留下的空白﹐輕易被任何稍有謀略的人

士進佔｡ 藝術主題商場的意念因藝術與文化的辯證關

係而變成概念上可行﹔而公共機構留下的空白﹐ 

讓這概念孵化並成為獨特物種 ｡ 「藝術主題商場」 

一詞由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的鄭志剛創造﹐集團的

K11購物藝術館於2009年在香港開幕﹐上海K11隨後

於2013年開幕 ｡ ﹝參閱徵引文獻 [2]﹞上海K11在本年

年初展出40幅法國印象派大師莫內的油畫真跡﹐是 

中國首個莫內專題展覽﹐受媒體廣泛重視﹔香港K11則

於不久前展出廣受歡迎的六米高雕像〈阿潘達〉﹐ 

該作品由巴塞爾藝術展委託北京藝術家畢橫創作｡  

在K11部分店舖﹐顧客甚至可以向收款台查詢掛在衣

服旁邊的當代藝術品售價 ｡ 要了解為何需要以辯證思

考分析藝術主題商場﹐以及明白其「辯證式空間」的

意義﹐可以比較藝術館與貓步天橋﹐並仔細觀察兩者

的規劃方式 ｡ 藝術館區隔開兩個涇渭分明的區域﹐第

一個是公共展示場域﹐藝術作品在這裏被置於文化流

動圈 (circulatory currents of culture ) 之中﹐與其

2008年3月期間重複 進行 

有趣先生在時代廣場表演雜耍﹐觀
眾觀看及 給予賞錢﹐遭保安驅 趕並召
警到場｡ 有在場觀 眾靜 坐並與警察
及保安對峙｡ 警察企圖以「賣藝」有
違「簡易治罪條例」向有趣先生發出
告票 ｡ 最後由途人把賞錢拾起化解
僵持局面｡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 1, 2

2008年3月5日 

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向香港政 府詢問
有關時代廣場有責任開放地面公共
空間的事件｡ 政 府發展 局局長林鄭月
娥首次正式回應事件﹐指「時代廣場
發展項目須提供的公眾休憩空間位
於廣場介乎羅素街和勿地臣街交界處
的地下部分﹐佔地3 ,017平方米﹑分有
蓋和露天兩部分｡ 這個公眾空間的用
地是私人土地﹐業權屬時代廣場業主
擁有｡ 業主須負責管理公眾休憩空間
用地﹐其權責是受一 份「撥出私有地
方供公眾使 用的契約」﹐簡稱「公用
契約」(Deed of Dedication  (the 

Deed ))所規範 ｡ 」 

地點﹕政 府新聞 

資料來源﹕1

2008年3月5日 

一群匿名的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在時
代廣場放置一張附有「No Sit t ing」
字牌的梳化｡ 保安人 員 將其移走｡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2008年3月5日  
梁展峰﹑劉建華﹑李繼忠﹑林東鵬﹑
李傑﹑程 展 緯﹑梁寶山﹑吳楚 文 及
Thompson Tong帶備毛毯﹐食物及
茶於時代廣場野餐｡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http://www.inmediahk.net/node/310346
http://www.legislation.gov.hk/09/eng/pdf.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3/05/P200803050151.htm
http://hijackpublicspace.wordpress.com/2008/03/19/
http://motat.blogspot.com/2008/03/picnictimesquare0802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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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形式的文化產物產生聯繫﹐或被塑造成歷史故事中

一個新角色 ｡ 第二個區域是藝術館的辦公場所﹐藝術

品在此處透過閉門交易進入資本流動圈(circulatory 

currents of culture ) 中｡ 如若藝術作品是殖民霸權

從弱國巧取豪奪而來﹐作品同時進入政治權力流動圈 

((circulatory currents of political power)｡ 藝術

館的建築師必需如處理易燃品般清晰地把以上空間

區分｡ 要暫時調和藝術品與商品的辯證矛盾﹐就必須

設立實體間隔﹐把兩者分隔 ｡ 1

2008年3月16日 

「中銀香港第五十一屆體育節」舉辦
開幕活動｡ 同時馮世權@好戲量「誠
招女朋友 」﹑藝 術家三木﹑歐陽東 及
莫昭如等在旁表演行為藝 術﹐以諷 刺
中國政 府即將舉行奧運期間對政治
議題﹝如西藏問題﹞高度抑壓｡  
地點﹕時代廣場

2008年3月16日 – 18日,  
中午12時 –下午1時30分 

梁寶山﹑曾德平進行行為藝 術表演「
漫步綠蔭下」｡ 在他們步行的過程
中﹐一位藝 術家舉着一片大型的綠色
葉子置於另一位藝 術家的頭 上｡ 保安
人 員要求他們離開｡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及 
國際金融中心 
資料來源﹕1, 2

2008年3月20日  

好戲量舉辦「凍結」表演｡ 參加者同
時在廣場「凍結」10分鐘﹐其後再恢
復正常活動｡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2 

 

2008年3月23日 

好戲量搞野餐﹐作為一系列每週由
本土行動及藝 術家演出的表演的首
項活動｡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2008年3月23日 

「劃時代的西藏」行為藝 術﹐一人跪
在寫上有關西藏信息的地面旁邊﹐並
盯着該信息｡ 保安人 員和警察的封 鎖
該區並擦走信息｡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與藝術館對立的空間是貓步天橋 ｡ 天橋以環迴方式 

﹝如T字﹞讓作品在座席上的觀眾之間流動 ｡ 觀眾可能

是文化或商業中介者﹐在時裝展中﹐他們無需像在藝術

館般在展覽場域中游走﹐因為展覽正在觀眾間穿插 ｡ 

在天橋上﹐物品的價格同時受其文化和商業價值影

響﹐此為之辯證式的議價 ｡ 傳統上﹐時裝被認為是最能

縮短文化和商業距離的產物﹐但在同一辯證空間中兩

種價值仍然有所分別﹐難以融合｡ 建築師不會為貓步

天橋設定觀眾身分﹐不會猜度觀眾的角色是買手還是

評論家 ｡ 即使觀眾身兼以上兩種角色﹐貓步天橋的建

畢橫﹐〈阿潘達〉｡ 圖片提供﹕K11

http://hijackpublicspace.wordpress.com/2008/03/18/%E6%BC%AB%E6%AD%A5%E7%B6%A0%E8%94%AD%E4%B8%8Bwalking-under-the-tress/
http://flickr.com/photos/uthmod/sets/7215760417644580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IWIDu0b3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xIiHXAopU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IpLlhDdyY&feature=player_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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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形式也能容納他們 ｡ 這方面與藝術館迥然不同 ｡ 

列出兩個不同的空間規劃後﹐我們需要提出兩個主要

問題﹐以分辨藝術主題商場與其他類似建議的相異之

處﹕第一﹐藝術主題商場假定造訪者是甚麽人？是評論

家﹑買手﹑藝術家﹑購物顧客﹐還是其他想像中的角色？

第二﹐對藝術主題商場來說﹐何謂藝術？又即﹐ 

在如此抽象的藝術與商品辯證空間中﹐藝術主題商場

如何規劃自己的實質區隔？

事情發展到這地步﹐我們已不能單靠理論來推進﹐ 

必需直接深究真實例子｡ 與K11相比﹐在銅鑼灣時代廣

場曾經發生的事件﹐更能夠為這些問題提供答案｡ 雖

然時代廣場並無自稱為「藝術主題商場」﹐而且與K11

也有不同之處﹐但兩者名義上的差異並不重要｡  

因為時代廣場與K11抱有同樣的理念﹐並指自己銳意

提供「國際知名」（world-class )的藝術活動﹐同時加

深香港「市民對藝術的認識」｡ 2 更重要的是﹐時代廣

場受《公用契約》約束﹐必須劃出公共區域作文化展

示 ｡ 換句話來說﹐時代廣場有成為藝術主題商場的法

律責任｡ 

這個高級商場緣何負上為公眾提供藝術展覽場所的 

責任？要求高級商場成為公眾接觸文化的場域﹐會 

引發怎樣的情況？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在於香港眾多（數以百計）的 

公共空間均屬私人擁有﹐此類空間稱為「在私人發展

項目內提供公眾設施」或POSPD｡ ﹝參閱徵引文獻 

[3]﹞發展商若於項目撥出公共空間﹐政府便會批准較

2008年3月24日, 上午11時30分 

Yuk Man﹑楊瑾﹑梁弘熙﹑梁素素﹑
盧國健﹑黃 雯慧 進行「大家 
一齊「拖」！」｡ 他們在露天空地 
用地拖擦地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2008年3月24日 

本土行動及藝 術家進行「此乃公共空
間」行動﹐各人穿起寫有「此乃公共
空間」字樣之圍裙在廣場上散步﹐並
派發 鮮花及與圍觀者拍照｡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2008年3月28日  

地 政 總署公布「在私人發展項目內 
提供公眾設 施」的背景資料｡  
地點﹕政 府法令 

資料來源﹕1, 2

2008年3月30日 

敲擊樂團Love and Drum表演持續
三個小時﹐其間有路人加入｡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2008年3月30日 – 9月 

阿勛自3月30日起至9月﹐差不多每個
週末都在街頭聆聽陌生人說話﹔屢遭
警察驅 趕｡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2008年3月30日 

本土行動及藝 術家進行「漫行悅讀 」
﹐是為系列表演中的第二項｡  
地點﹕時代廣場

2008年3月 – 4月 

Paul Ho進行「當時代廣場遇上飛行
棋 」﹐與一眾朋友玩棋｡  
地點﹕T imes Squar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ME_OTSH45s&feature=PlayList&p=EF2F83A6BB30C455&index=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sN3t6M_yEo
http://www.bd.gov.hk/english/dedicated_areas.html
http://www.bd.gov.hk/chineseT/dedicated_area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Sf1FiX6AgY


目錄搜記 04 藝術主題商場出沒注意！搜記 04

135

高的樓面面積（比例）｡ 本地大部分主要公共空間均屬

此類﹐其中部分必須提供空間作「靜態康樂活動用途」

﹐例如「臨時展覽」｡ 時代廣場便屬此類空間之一｡  

時代廣場的平台稍高於地面﹐形成一個大型廣場﹐ 

每天約有150,000名途人經過 ｡ 

但該廣場的文化用途向來沒有受到重視 ｡ 我們甚

至可以確切追溯時代廣場的態度是何時開始轉變

的﹕2008年3月5日｡ 政府於當日發出新聞稿﹐指廣場

為公共空間﹐而非私人用地 ｡ 時代廣場自1994年開始

營運起﹐一直向公眾隱瞞事實﹐因而立即被標籤為公

共空間的竊賊 ｡ ﹝參閱徵引文獻 [4]﹞此事首先由一個

本地電台節目揭發﹐聽眾紛紛致電電台﹐稱自己曾在廣

場停竭﹑坐下或聚集時﹐被保安驅趕 ｡ ﹝參閱徵引文獻 

[5]﹞這些投訴引起群眾質疑﹐政府其後確認該區域於

法律上等同香港的公共空間 ｡ 是次事件成為醜聞﹐不

單因為保安騷擾途人﹐更因為時代廣場由2003年起

始﹐將部分公共空間租賃予Starbucks（咖啡店）﹐並

根據租約﹐每月獲取124,000港元收入｡ ﹝參閱徵引文

獻 [6 ]﹞

事件遭揭發後﹐本地藝術家迅即連環介入﹐以《騎劫公

共空間》藝術行動重奪時代廣場的公共空間 ｡ 3  

這一連串介入行動以表演藝術形式﹐探索身體在私營

購物商場的所謂公共空間中﹐有何活動界限｡ 例如數人

曾於時代廣場的扶手電梯上表演﹐直至遭保安驅趕﹔

本地藝術家梁展峰﹑劉建華﹑李繼忠﹑林東鵬﹑李傑﹑程

展緯﹑梁寶山﹑吳楚文與Thompson Tong亦曾在廣場

中心位置野餐﹔亦有人將沙發置放在曾張貼「不准坐

下」標語的位置｡ 到了4月﹐地下「民間電台」開始在時

2008年4月1日 

發展 局局長林鄭月娥於電台節目 
「在晴朗的一天 」中回答聽 眾有關 
政 府政策的問題 ｡  
地點﹕商業電台

2008年4月4日 

王無姿在廣場上進行裝置/表演「可
以玩骨牌麽？」 

地點﹕時代廣場

2008年4月6日 

「斷 估唔拉 」策展人﹑香港 獨立媒
體﹑‘Hijack Garden’ column及
明報主持「斷 估唔拉 」之「騎劫時代
廣場」頒 獎典禮｡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2008年4月9日 

曾瑞明於《信報》發表〈混淆公共 放
縱空間〉﹐從「甚麽是公共空間」的討
論中帶出公眾或公共領域等概念｡  
地點﹕信報 

資料來源﹕1

2008年4月13日 

本土行動舉行「四月之星」 
生日派對｡  
地點﹕時代廣場

2008年4月17日 

馮世權@ 好戲量在時代廣場多次 
「誠招女朋友 」｡  
地點﹕時代廣場 

資料來源﹕1

2008年4月27日  

公民黨舉辦「爭取公共空間行動暨 
「偽公共空間」圖片展覽」｡ 作品展
示香港的眾多偽公共空間｡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xIS-M2ISs4
http://www.mhv.hk/thread-18825-1-1.html
http://www.inmediahk.net/node/318231
http://hijackpublicspace.wordpress.com/2008/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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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30日 

時代廣場於主要報 紙刊登 全版聲明﹐
指「時代廣場霸佔公地」誤導市民﹐
無法律依據｡  
地點﹕本 地報 紙

2008年5月1日 

小西發表「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以
回應曾瑞明4月9日在《信報》發表的
〈混淆公共 放 縱空間〉｡  
地點﹕香港 獨立媒體 

資料來源﹕1

2008年5月6日 

被政 府視為違反廣播及電訊條例的
民間電台改往時代廣場作即時廣播﹐
有別於慣常在旺 角行人專用區廣播｡  
地點﹕時代廣場

2008年5月17日 

有趣先生扮成自由女神像作 街頭表
演﹐被11名保安員包圍及騷擾｡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2008年5月18日 

「國際不恐同日」舉辦展覽 
「同志故事展 」｡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2008年5月22日 

程 展 緯於香港 獨立媒體發表〈做 人不
能太T imes Square！〉｡ 批評香港
政 府於時代廣場公共空間事件上的
處理手法｡  
地點﹕香港 獨立媒體  
資料來源﹕1

代廣場作廣播｡ ﹝參閱徵引文獻 [7 ]﹞9月﹐ 

一名雜技表演者以一幅寫着「時代廣場回水」的布帛

作道具﹔本地政治團體「香港慢慢發行動組」在廣場

設置假西芹農場﹐抗議香港興建廣深港高鐵 ｡ ﹝參閱

徵引文獻 [8 ]﹞梁寶山的事件表紀錄了這個超現實的

情景｡ 4 當時﹐在商場中不難察覺到兩種迥的美學﹐ 

各自代表在藝術與商品辯證關係中差距甚遠的兩個位

置﹕第一個場景是自發的藝術介入行動﹐旨在持續地挑

戰廣場公共空間的公眾特質﹔第二個是時代廣場以公

眾之名﹐替不在場藝術家所展出的作品 ｡ 雖然商場經

理因藝術界的不速之客而惶惶終日﹐甚至經常 

報警﹐﹝參閱徵引文獻 [9 ]﹞仍然不難想像廣場由受重

重監察的展覽走道轉化為生命力洋溢的文化良性衝突

場所﹐是多麼令人振奮｡ 

本 地藝 術家 及策展人﹐〈野餐〉｡  
圖片提供﹕梁寶山

http://www.inmediahk.net/node/319619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061
http://antihomophobia2008.wordpress.com/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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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提出的是﹐上述時代廣場的情景讓我們得以一窺

藝術主題商場代表的烏托邦構想面貌該當如何｡ 若

我們閉上眼睛﹐忘記警察與保安的存在﹐忘記商場經

理的敵視猜疑﹐忘記商場投資者的平庸﹐想像此情此

景是理想中的藝術主題商場的組成部分﹐而非其註定

失敗的證明 ｡ 那麼﹐藝術主題商場構想的精義在於能

融和所有藝術矛盾﹐並將之匯聚於同一個不受介入的

辯證空間中 (one single un-mediated dialectical 

space )｡ 根據這個理念﹐藝術主題商場將會是一所被

分解的藝術館﹐禮品店與藝廊展館不分軒輊地散落在

同一建築物之內﹐沒有人認為可能會造成甚麽文化衝

突｡ 這種不介入文化衝突的思維正正是美國商場建築

反映的烏托邦式構想 ｡ 構想將所有事物匯聚起來﹐大

麻煙斗與嬰兒車分享同一空間 ｡ 5 在藝術主題商場的

烏托邦幻想之中﹐Hello Kitty告訴鄰店的莫內﹐她認

為他的作品筆觸模糊 ｡ 要是這樣聽起來像個惡夢﹐也

不過是一般人對烏托邦構想的普遍反應罷了｡ 

從這個角度思考的話﹐第二個問題─ ─藝術主題商場

中的藝術是甚麽？─ ─的答案似乎昭然若揭 ｡ 在藝術

主題商場中﹐所有事物皆為藝術﹐而商場的形式更強化

了這個說法｡ 至於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藝術主題商

場假定造訪者是甚麽人？─ ─有賴我們細察商場在公

共空間（為公眾)展示哪些藝術品 ｡ 

箇中趨勢是顯然而見的﹕於藝術主題商場中展出的藝

術作品絕大多數是「可愛」的｡ 6 在2008年出現一系

列未獲批准的藝術介入行動與表演的同期﹐時代廣場

將鄒蘊盈（Carrie Chau）非常可愛的插畫化為龐大

的可愛雕像展出｡  

2008年5月25日 

有趣先生再度扮成自由女神像繼 續週
日表演｡ 本土行動及藝 術家打扮成保
安員為小丑先生撐 場｡ 時代廣場舉行
賑災活動﹑以鐵馬圈起廣場上大部分
空間｡ 藝 術家則以「藝 術賑災 」回應｡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2008年5月27日 – 6月15日 

時代廣場和漢雅軒畫廊展出三位北
京藝 術家的作品 ｡ 展品包括岳敏君
題為「當代兵馬俑」的笑面公 仔﹐黃
志陽的仿公園裝置及和洪東祿的通
俗影像 ｡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及中庭 

資料來源﹕1

2008年5月30日 

朱凱 迪 於香港 獨立媒體發表〈私人 
企業眼中的公共空間管理﹝抄錄港大
博士生訪問內容﹞〉｡  
地點﹕香港 獨立媒體 

資料來源﹕1

2008年5月31日 

「發展事務 委員會特別會議 」﹐就「
私人發展項目內的公眾設 施」舉行特
別會議﹐除由發展 局局長林鄭月娥回
答議員質詢外﹐亦聆聽與會代表 及市
民意見﹐除 創建香港﹑香港地產行政
師學會﹑油尖旺區議會林浩楊議員﹑
孔昭華議員﹑西貢區議會陳繼偉議
員﹑香港 測量師學會﹑香港建築師學
會﹑本土行動的朱凱 迪等組織外﹐藝
術家 及團體包括好戲量的楊秉基﹑梁
寶山﹑曾德平及蘇春就亦表示現時香
港公共空間對藝 術創作諸多制肘｡ 議
員基 本上同意應有更明確政策促 進
藝 術 發展﹐惟政策會否弄巧反拙變 成
規管﹐是為一下階段之隱憂｡ 

http://www.hkdigit.net/2008/06/contemporary-terracotta-warriors/
http://www.hkdigit.net/2008/06/contemporary-terracotta-warr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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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日 

程 展 緯在《明報》「星期天生活」及
香港 獨立媒體上發表〈在時代廣場紀
念六四〉﹐進一步指出正在時代廣場
展出之後八九中國藝 術家岳敏君的
作品﹐不單以 廣場為題﹐更令人聯 想
起「六四」｡  
地點﹕明報 及香港 獨立媒體 
資料來源﹕1

2008年6月2日 

時代廣場去信《明報》高層投訴﹐說
程 展 緯的文章「故意將時代廣場現正
舉行之『岳敏君藝 術展 』與六四事件
拉上關係﹐作法非常不當」﹐「並有搧
動讀者參與未經批准的活動之嫌」﹐
要求《明報》「更正」｡  
地點﹕明報 及香港 獨立媒體 

資料來源﹕1

2008年6月4日 

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舉辦《香港作
動》之「在時代廣場紀念六四」｡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2

2008年6月6日 

國際藝評人協會(香港分會)﹑《文化
現場》及香港 獨立媒體就時代廣場發
出之投訴信發表聯合聲明﹐捍衛程 展
緯和言論自由｡  
地點﹕香港 獨立媒體 

資料來源﹕1

2008年6月16日 

律政司入稟高等法院﹐指銅鑼灣時代
廣場把 地面公眾休憩用地出租 違反
批地條款﹐要求九倉賠 償｡   
地點﹕香港高等法院

這些可愛的藝術展覽有兩個共通點﹐首先是外型 

龐大7（通常比真人高大）﹔第二﹐展品通常擁有大眼

睛與小嘴巴（或者沒有嘴巴）｡ Florenti jn Hofman的

16.5米高充氣橡膠鴨便是佳例﹐它曾於另一藝術主題

商場海港城外的維港展出｡ 橡膠鴨不但造型趣緻﹐以

目光吸引我們觸碰摸它﹑令它發出尖叫聲﹐維港在它的

龐大身型比照下頓成了浴缸大小﹐整個香港好像也因

此變得可愛起來 ｡ 

Florentijn Hofman﹐〈橡膠鴨〉｡ 圖片提供﹕海港城

鄒蘊盈﹐〈Indigo Child〉｡ 圖片提供﹕時代廣場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156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156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15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09n8zbHJCg&eurl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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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化理論家Sianne Ngai而言﹐可愛美學與商品的

關係密不可分﹕

或許可以說﹐可愛特質加劇商品拜物的媚俗虛幻

邏輯﹐同時為其披上一層幻想的外衣﹐以作修正 ｡ 

在這種美學之中﹐客體不單被想像成有生命的存

在﹐更吸引審美主體實際觸碰它｡ 可愛特質呼應一

個慾望﹐就是要重新發現如馬克思所指「視商品

粗陋的感官對象性為實物﹐將之在交易中消耗殆

盡」的狀況 ｡ ﹝參閱文獻徵引 [10 ]﹞

換言之﹐可愛的藝術作品從含混不清的空間中﹐以令人

心動的大眼睛與無助的小嘴熱切地凝望着我們 ｡  

在那個空間裏﹐它們的定位介乎實質的自主主體與 

無固定形態的交易價值容器之間 ｡ 那空間﹐與上文 

分析的藝術與商品空間如出一轍 ｡ 8 在相同的辯證空

間內﹐購物商場與可愛的藝術品結伴而行｡ 

在藝術主題商場眼中﹐我們無疑喜歡可愛的藝術品﹐

因為我們曾經被商品以同樣方式創傷 ｡ 我們無法割裂

自身與物質產品之間的膚淺關係 ｡ 面對生命中冷漠事

物﹐我們在濫情中尋找避風港﹐在無盡陳列死物的貨

架上尋找良伴﹐卻遭迫令追求難於登天的標準 ｡  

召喚我們的﹐是任何呼喚我們的名字﹑卻不會說話的

物事｡ 

藝術主題商場可能有意或無意走上了可愛之路﹐但

重要的是﹐雖然崇尚可愛的浪潮已經席捲這個城

市﹐甚至滲透政府之中﹐9 這股風潮卻並非由藝術主

題商場發起﹐也未必一定是其烏托邦構想的一部

2008年6月17日 

吳穎芝發表〈私人的「公共」空間‧再
思之一〉﹐挑 戰香港私人擁有公共空
間的概念｡  
地點﹕藝訊及香港 獨立媒體 

資料來源﹕1

2008年6月22日 

程 展 緯於《明報》及香港 獨立媒體
發表〈「座千峰」留給這時代廣場的
啟示〉﹐評黃致陽在時代廣場的雕
塑展｡  
地點﹕明報 及香港 獨立媒體 

資料來源﹕1

2008年7月13日 

本土行動組織週日大 遊 行﹐主題為「
齊建真正的公民社會  不要超級警權
廿三條」｡  
地點﹕香港警察總部至遮打花園

2008年7月18日 – 2010年 

由本土行動發起﹐David 
Biddlecombe推出「自由球﹕對不好
玩說不」﹐參加者於香港不同的公園
滾動大型紅球 ｡ 他們被保安或警察要
求離開或停止｡  
地點﹕香港各個公園 

資料來源﹕1

2008年7月30日 – 8月19日 

時代廣場和漢雅軒畫廊舉辦「藝 術｡ 
時代 ｡ 廣場」﹐展出隋建國的大型雕
塑﹐慶祝北京舉行奧運會｡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2008年8月13日 

程 展 緯﹑羅文 樂﹑曾德平﹑劉建華等
人 邀請司徒華為正於時代廣場的隋
建國作品作導賞﹐並於網絡及報 紙上
發表〈華叔也騎劫?〉｡  
地點﹕時代廣場, 香港 獨立媒體, 
Youtube , 明報 

資料來源﹕1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278#comment-1000462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308
http://freedomball.blogspot.com/2008/07/freedom-ball-quarry-bay.html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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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24日 

Facebook  團體「將好戲量踢出旺
角」小組 於好戲量在旺 角表演期間示
威 ｡ 好戲量於旺 角舉辦論壇對指控
作出反駁｡  
地點﹕旺 角 

資料來源﹕1, 2

2008年9月期間重複 進行 

一位不願 透露姓名的雜技演員多次
進行表演｡ 他把一 個標誌含在口中﹐
同時唸出「時代廣場還錢 」｡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2008年9月9日 

「慢發展香港」在廣場建造了一塊假
農地 ｡ 這是一項對因廣深港高速 鐵 路
的發展計劃而面臨滅村的菜園村村
民作出支持而發起的抗爭 行動｡ 組織
鼓 勵路人 於模擬農地上幫忙｡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2008年11月20日 – 12月31日 

時代廣場舉辦鄒蘊盈「Indigo 
Child」展覽｡ 其中展品包括以聖誕
節為主題的大型森林 和精靈生物｡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及中庭 
資料來源﹕1

2012年11月16日 – 2013年1月2日 

LEGO為慶祝其80週年﹐把時代廣場
變 成一 條LEGO聖誕村｡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 

資料來源﹕1

2013年9月27日 – 10月31日 

LeBasse Projects和時代廣場
舉辦Yoskay Yamamoto的展覽
「Submerged」｡ 展覽主要展出木
製面相裝置作品﹐展品包括由30英
尺高的互動作品到三英寸手工雕刻
雕塑｡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及中庭 
資料來源﹕1

分｡ 現今我們面對的藝術主題商場處於藝術與商

業辯證關係之中﹐商場本身已經是一件總體藝術品

（gesamtkunstwerk）｡ 儘管如此﹐仍然有許多方式

能夠產生從根源上有差異的美學項目｡ 更重要的是﹐

我們必須明白﹐烏托邦構想的功用並非在於讓我們想

像自己的未來是何面貌﹐好讓我們能接受或拒絕 ｡  

烏托邦構想讓我們認識到想像的限制﹐或者讓我們了

解到有甚麽是不可能想像的｡   烏托邦構想與其可行

條件之間的磨擦﹐讓我們得知周遭世界是何面貌﹐ 

也讓我們察覺到我們對空間與政治幻想的邊界｡ 在這

個邊界以外﹐沒有規劃﹐只有傳統事物的遺骸｡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873
http://www.new.facebook.com/group.php?gid=28487057180&fbnew_opt_in=6
http://www.urbanphoto.net/blog/2009/09/13/liberating-times-square
http://www.urbanphoto.net/blog/2009/09/13/liberating-times-square/#more-5226
http://www.hongkonghustle.com/art-design/500/artist-carrie-chau-art-exhibition-indigo-child-times-square-shopping-mall-hong-kong-hk/
http://www.tjpa-china.org/html/News/122001001/2347.html
http://hifructose.com/2013/10/16/on-view-yoskay-yamamotos-submerged-in-hong-kongs-time-square/


目錄搜記 04 藝術主題商場出沒注意！搜記 04

141

2013年11月30日 – 2014年1月1日 

Javier Gonzalez和時代廣場舉辦
「Javier Gonzalez Burgos的異
想天開聖誕 」展覽｡ 展覽賣點為聖
誕村莊﹑自然風光和藝 術家繪畫中
的角色 ｡  
地點﹕時代廣場, 露天 廣場及中庭 
資料來源﹕1

作者注﹕此事件表中文初稿原先是
為2008年在維也納由徐美華策 劃的
《Cities of Desire - Alternative 

Strategies of Place-making》展
覽暨研討會上發表的報告而製作｡ 鑑
於其有助相關研究﹐現把它公開﹐歡
迎校正｡ 感謝亞洲藝 術文 獻 庫仝人合
力製作英文版本﹐以擴大讀者群｡ 

1|  如Rosalyn Deutsche等人屢次指出﹐Hans Haacke對機制批判的
最大謬誤﹐在於 混合這兩塊區域﹐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在1971年
於古根漢美 術館的個展｡ 

2| 時代廣場以前後不一的論述﹐闡述自己的烏托邦構想﹕「時代廣場
致力向公眾推廣藝 術﹐豐富香港市民的生活﹐並舉辦不同類型的文
化活動及藝 術展覽﹐加深市民對藝 術與文化的認識｡ 同時﹐時代廣場
與本 地及國際藝 術家合作﹐為社區舉辦世界級表演藝 術活動﹐讓 廣
場成為藝 術愛好者的優質遊覽地標｡ 」（參閱文 獻 徵引 [11]｡ 由於時
代廣場網站中英文版本意思有差異﹐以上為英文版的中文譯本﹐而
非直接引用中文版 網站內容｡ ）

3| 《騎劫公共空間》由香港 獨立媒體舉辦﹐為《斷 估唔拉》的節目之
一｡ 《斷 估唔拉》於2008年3月15日至4月27日舉行﹐詳情參閱文 獻
徵引 [12]｡ 

4| 特別鳴謝梁寶山提供時代廣場的藝 術 介入行動事件表｡ 我在事件
表之中加入時代廣場舉辦的展覽﹐以較為全面的方式﹐列出於地面
廣場舉行的藝 術活動｡ 

5|  另外﹐我曾經造訪北美洲一間商場﹐看見一間販賣無非法背景證明
（通常應用於求職）的店舖就在一間售賣男裝與彩票的商舖旁邊﹐
這也是另一 個例子｡  

6| 展出可愛展品的部分展覽包括﹕K11﹕2014年﹐畢橫《阿潘達》
﹑2013年﹐崔正化《Love Sweet Life》﹑2011年﹐《Tokidoki》展
覽﹔海港城商場﹕2014年﹐KAWS《刷新展》﹑2013年﹐Florentijn 
Hofman《橡膠鴨》(Rubber Duck) 展覽﹑2012年﹐《你睇！！多啦 A

夢嚟啦！誕生前100年祭》﹔時代廣場﹕2013年﹐Yoskay Yamamoto﹐
《Submerged》展覽﹑2013年﹐《Javier Gonzalez Burgos 展覽》以
及2012年的LEGO 80週年慶典等｡ 

7| 海 德格這樣描述大型物件的美學﹕「龐大的物品讓 尺寸變 成獨特
的特質﹐成為出色而偉大的指標｡ 」參閱文 獻 徵引 [14]｡ 

8| 更為詳盡及有力的論述參文 獻 徵引 [10]｡ Ngai留意到本雅明在
1938年曾經發表類似看法｡ 本雅明認為可愛特質是商品的必要條
件﹕「如果馬克思偶爾以開玩笑語氣提 及的商品靈魂確實存在﹐那商
品的靈魂便 是靈魂場域中最具交互感應力的﹐因為它必須 能在每個
人身上看到它想依偎在其手中和房內的買主｡ 」

https://www.behance.net/gallery/12694025/A-WHIMSICAL-CHRISTMAS-WITH-JAVIER-GONZALEZ-BUR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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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出色例子包括香港政 府的「大嘥 鬼」｡ 「大嘥 鬼」公共宣傳廣告旨
在減少食物浪費﹐亦可能為目前最 進取的可愛企劃（甚至比村上隆
的DOB與洛杉磯藝 術家K AWS更為進取）｡ 「大嘥 鬼」要同時展現
可愛與讓人討厭的特質﹐其極為小 巧的嘴巴能吃掉大量食物﹐嘴角
上淌着一大滴口水 ｡ 參閱﹕ht tp://w w w.foodwisehk.gov.hk/en/
news.php｡ 

10| 以 烏托邦倡議勾勒政治想像的例子包括﹕爵士音樂家Sun Ra編劇
及主演﹑於1974年上映的電影《Space is the Place》｡ 在電影中﹐非
裔美國人認為在美國爭取種 族及 經濟平等﹐比 移居冥王星更困難｡ 
有關烏托邦政治的概念﹐詳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未 來考古
學》(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參閱徵引文 獻 [13]﹞

「大嘥 鬼」公眾宣傳活動｡ 圖片提供﹕「惜食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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