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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研討會由亞洲藝術文獻庫和香港大學藝術學系合辦，探討在二十世紀出版的
期刊如何推動亞洲區內關於藝術及新銳視覺媒介的討論。

期刊將文字、圖像及印刷技術結合，並引進美學概念、觀賞模式和發佈網絡，完
美示範如何把多個範疇共冶一爐，讓它們互擦火花。在亞洲，印刷媒體將藝術的
爭辯、論述、研究、及視覺元素傳遞至更廣大的讀者網絡。「現代主義始於雜誌
的普及」── 拿這句諺語來描述這個地區的脈絡正是最好不過。

期刊不僅是藝術實驗和展示的場域，更直接影響創作的變革和演繹。由此可見，
期刊在建構多元藝術社群上功不可沒。

是次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內容包括期刊如何建構跨類型的創作實踐、新的術語系
譜及美學命題、文字及視覺宣言、另類的群眾及藝術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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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2018年1月11日（星期四）下午5時至7時
地點：香港大學王賡武講廳

第二天： 2018年 1月12日（星期五）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
地點：香港大學邵逸夫教學樓CPD3.04

下午5時

下午5時10分

下午5時30分

上午10時30分

下午12時15分

下午1時30分

開幕致辭 
Derek COLLINS， 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
徐文玠，亞洲藝術文獻庫創辦人及行政總監 
簡介
武洪章臺，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員 
專題演講 , 解讀時代精神
Charles ESCHE，荷蘭凡艾伯當代美術館館長以及
《Afterall》期刊聯合創辦人
主持: 官綺雲 ，香港大學藝術學系副教授

專題環節（一）：戰爭與另類現代性 
Michael ERDMAN， 變革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探討早期蘇
維埃突厥語期刊的美學和內容
Samina IQBAL，《Pakistan Quarterly》︰藝術史證
Phoebe SCOTT，適應與不確定：法越印度支那戰爭（1946年至
1954年）期間發行的期刊《Văn Nghệ》中的視覺藝術家、革命和
辯論
主持: 武洪章臺，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員 

休息時段

專題環節（二）： 地下與公眾
Mervin ESPINA，馬尼拉、龐克和機械人：透過非官方刊物探索
馬尼拉於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另類文化版圖
梁寶山，連結藝術與社會──《明報》〈星期日生活〉的
初步整理
Hyejong YOO，韓國異見期刊《創作與批評》︰
從文學及藝術設想具民主的現代性 
主持: 官綺雲，香港大學藝術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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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時30分

下午12時15分

下午2時

下午3時45分

下午4時

專題環節（三）： 美學與國際主義
黑宮直美，由書刊傳遞的世界性︰前衛日本書道期刊
《墨美》（1951年至1960年）的「世界性」催化作用
蔣伯欣，非設計的越界：《設計家》及其周邊群體的前衛實驗 
Sophia POWERS，《Journal of Art and Ideas》︰過渡時期的系譜
主持: 譚鴻鈞，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總監

休息時段

專題環節（四）： 藝術與大眾文化的交匯
Spandan  BHATTACHARYA，設計刊物，記載文化：
回顧獨立後西孟加拉邦的小雜誌封面
Insoo CHO，《季刊美術》（1976年至1988年）︰
拔新領異的韓國藝術期刊
武漠，作為展覽場域的大眾傳媒：《北京青年報》與
1994年《藝術室內設計方案邀請展》
主持: Sneha RAGAVAN，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員

休息時段

與栗憲庭對談
栗憲庭， 駐北京藝術批評家及策展人
主持: 翁子健，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員 

第三天： 2018年1月13日（星期日）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5時 
地點：香港大學邵逸夫教學樓CPD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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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雜誌和期刊本質上是時代的產物。它們透過概括化的時間觀念和背景反映所
屬時代的論述，而並非從藝術家或特定的體制角度出發。基於這原因，它們呈現
出一個豐富的脈絡，讓人了解藝術世界如何不斷改變，以及它跟整體社會的關
聯。本講座旨在從這角度審視歐洲藝術雜誌如何看待亞洲藝術及藝術家。
 
Charles Esche以《Afterall: A Journal of Art, Context and Enquiry》的創刊人暨
聯合編採總監的身份，探討他於 1999年創辦該刊物背後的推動力，以及相關活
動的發展狀況，包括名下多部展覽史著作。他亦將在講座中闡述《Afterall》如何
對應亞洲藝術國際化的現象，以及歐洲對自身認知所經歷緩慢而不完整的轉變。
 
Charles Esche 是荷蘭凡艾伯當代美術館館長，亦是倫敦中央聖馬丁學院當代
藝術及策展系教授。他身兼《Afterall》的聯合總監，同時領導荷蘭烏特勒支
的 Casco 藝術、設計及理論辦公室。他於中央聖馬丁學院及荷蘭馬斯垂克Jan 
van Eyck Academie的文學研究碩士課程中講授展覽研究。他曾策展或共同策
展的國際藝術展覽包括光州雙年展（2002年）、伊斯坦堡雙年展（2005年）、
巴勒斯坦RIWAQ雙年展（2007及2009年）的《Pause》；斯洛文尼亞盧布爾
雅那U3三年展（2011年）的《Ideal for Living》；第31屆聖保羅雙年展（2014
年）的《How to Talk about things that don’t exist》；雅加達雙年展（2015
年）的《Neither Forward nor Back》；土魯斯9月之春藝術節（2016年）及奧
斯陸Kunsthall Oslo（2017年）的《Le Musée Égaré》；雅加達MACAN美
術館（2017年）的《Art Turns, World Turns》；以及布魯塞爾Bozar藝術中心
（2017年）的《Power and Other Things, Indonesia and Art (1835–Now)》
。2012年，Esche獲頒發ECF Princess Margriet Award，及後於2014年榮獲
CCS Bard Award for Curatorial Excellence。

專題演講 
解讀時代精神
Charles Esche

下午5時30分
1月11日（星期四）

主持：官綺雲，香港大學藝術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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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ăn Nghệ》封面，第34期，1951年12月15日。河內越南國家圖書館館藏。
《墨美》封面，第十二期，Franz Kline的作品《Painting No. 3》特寫，1952年5月。
  由黑宮直美提供。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1、2014及2015年。由梁寶山提供。
《季刊美術》封面，第一期，1976年。由Insoo Cho提供。
《Journal of Arts and Ideas》封面，第二期，1983年。
《Pakistan Quarterly》封面，1955年11月。由Samina Iqbal提供。

圖片 : 
1
2

3
4
5
6

1

3 4

5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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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環節（一）
戰爭與另類現代性

主持： 武洪章臺 ， 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員

論文（一） 
變革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探討早期蘇維埃突厥語期刊的美學和內容
Michael ERDMAN

1917年，俄羅斯遭受兩個革命的衝擊，整個社會局面，包括突厥語系穆斯林的多
個社群，因而經歷顛覆性的轉變。第一波衝擊於當年的二月發生，帶來沙俄帝國
不曾經歷的有組織政治活動。第二波為十月革命，徹底地將歐亞社會重新整頓。
舊有政權被瓦解，由新政體取而代之，誓要將俄國社會的所有階層融入其中。但
對蘇維埃治下的突厥語系穆斯林而言，此舉相等於將前革命的境況調整至適用於
新目標上。

本論文探討1920年代流行於突厥語期刊的改革派美學，如何結合社會主義內容，
以宣揚蘇維埃意識形態。研究焦點集中於版面設計和字體的轉變、圖像及文章的
主題，檢視它們如何建構新蘇維埃社會的想像，藉以了解此等期刊有否踏上史太
林「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政策的初階。文中亦強調當時的社會改革運
動，被用作宣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並將之本土化的工具，以說服蘇維埃治下的
突厥語系穆斯林，服膺於莫斯科霸權的智慧。

Michael Erdman 是大英圖書館土耳其及突厥藏品策展人。他於多倫多大學修畢
商業學士學位課程，並持有Universitat Pompeu Fabra頒授的科學碩士學位，及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突厥研究的文學碩士學位。其博士論文以比較手法分析1922至
1937年間，中亞的突厥及蘇維埃的歷史編纂學，現正接受審批。Erdman曾撰寫
多篇關於突厥歷史編纂學及現代阿拉伯的早期基督教文化生產的論文。目前，他
正埋首編輯一部關於歐洲境內現代化進程的叢書。

上午10時30分
1月1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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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二） 
《Pakistan Quarterly》︰藝術史證 
Samina IQBAL

巴基斯坦於1947年宣告獨立後，在人民對未來充滿盼望的背景下，展開一段
動盪的建國歲月，紙媒對反映知識份子和巴基斯坦政府的意識形態起關鍵作
用。當時的巴基斯坦社會存在不同的思想體系，《Paisa Akhbar》、《Military 
Gazette》及《Jang》等日報報道剛成立的跨派別政府的日常運作，《Pakistan 
Quarterly》、《Ahsas》及《Pakistani Adab》等雜誌則刊登關於巴基斯坦現代
思想的文章，涉及的課題包括美術。不過，巴基斯坦的早期藝術史始終未受關
注，原因是相關刊物在當時並非唾手可得；而少數涉獵美術專題的雜誌均壽命短
促，難以普及。

本論文將探討1949至1970年代於卡拉奇發行的《Pakistan Quarterly》雜誌擔當
的角色，並藉此研究紙媒如何向普羅大眾推廣現代藝術及其他世俗課題。作者認
為《Pakistan Quarterly》發表的文章涉及巴基斯坦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
及文學等多個範疇，足以成為歷史文獻，讓研究員勾勒出巴基斯坦建國時期的面
貌。

Samina Iqbal是活躍的藝術家、藝術史學家兼學者。她於1997年畢業於拉合爾國
家美術學院， 2003年取得明尼蘇達大學的藝術創作碩士學位。她於2016年在維
吉尼亞聯邦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其研究課題為南亞現代及當代藝術，集中探討巴
基斯坦在1947年至1957年建國期間的現代藝術。除了繼續藝術創作，她亦在巴
基斯坦和美國多間學府教授工作室藝術及藝術史，包括拉合爾經濟學院、維吉尼
亞聯邦大學、北卡羅來納阿帕拉契州立大學及拉合爾Beaconhouse國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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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三） 
適應與不確定：法越印度支那戰爭（1946年至1954年）期間發行的期刊《Văn 
Nghệ》中的視覺藝術家、革命和辯論 
Phoebe SCOTT

法越印度支那戰爭（1946年至1954年）期間，期刊《Văn Nghệ》是主導北越
文化論述的革命意識形態的重要宣傳渠道。在這場戰爭裡支持越盟的藝術家往往
散居不同地區，彼此難以互通音信。這本期刊遂代理和平時期的交流渠道，詳盡
報導在革命地區裡舉行的重要展覽和座談會。縱然戰時的物資匱乏，這些活動
頗不常見，《Văn Nghệ》的封面插畫仍能推動當時越南社會主義寫實派的官方
風格，成為藝術家絕無僅有的參考。《Văn Nghệ》雖為共產黨宣傳官方文化立
場的渠道，部分視覺藝術家亦在其文章裡清晰表達他們對這個新興文化環境的懷
疑。畫家Tô Ngọc Vân（1906年至1954年）刊登於《Văn Nghệ》裡的文章以政
治宣傳、藝術教育和漆畫為主題，曾明嘲暗諷部分共產黨理念，而其他藝術家亦
有就共產黨要求他們扭曲藝術意念以切合新意識形態表示抗拒。本論文將探討藝
術家與《Văn Nghệ》的關係，從而審視這段時期的藝術理念所具備的即興和曖
昧特質。

Phoebe Scott為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策展人。她最近策展了《Radiant Material: 
A Dialogue in Vietnamese Lacquer Painting》（2017年），亦曾共同策展
《Reframing Modernism: Painting from Southeast Asia, Europe and Beyond》
（2016 年），以及新加坡國家美術館首度舉辦的東南亞專題展覽《Between 
Declarations and Dreams: Art of Southeast Asia Since the 19th Century》
（2015 年）。Scott擁有悉尼大學頒授的哲學博士學位，其研究主題為越南現代
藝術。她目前亦是新加坡國立大學藝術史系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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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官綺雲，香港大學藝術學系副教授

論文（一） 
馬尼拉、龐克和機械人：從非官方刊物探索馬尼拉於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 
另類文化版圖 
Mervin ESPINA

本論文概述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馬尼拉另類文化生態，如何透過地下搖滾俱
樂部及刊物衍生和擴展。內容將集中討論一系列關於音樂的刊物，包括有菲律賓
版《滾石雜誌》之稱的奎松市流行刊物《Jingle Magazine》，以至民間自發出
版的《Red Racket》同人誌，並輔以傳統的「官方」藝文刊物如《Ermita》、
《Marks》和《Philippine Art Supplement》等作對照。講者將藉著檢視這些刊
物，追溯煉成當地嶄新藝術形式的社群和背後的友誼，例如《Red Racket》是由
破格藝術家群體Children of Cathode Ray的核心成員創辦和經營。這些刊物的員
工和撰稿人不乏藝術家、思想家和熱心份子，他們所倡導的實驗藝術形式更發展
為後來所謂的「擴展電影」、錄像藝術、聲音藝術和媒體藝術 ──一些統統未能
獲得當地機構和藝廊支持，更遑論發表於藝術和文化刊物的藝術實踐。

Mervin Espina為藝術家兼研究員，同時為藝術家經營的跨界別平台 「 Green 
Papaya Art Projects 」擔任項目總監，並是有媒體藝術廚房之稱的年度藝術節
「WSK：a festival of the recently possible 的「廚師暨警衛」。Espina亦共同
創辦了菲律賓動態影像放映和存檔計劃 「 The Kalampag Tracking Agency 」，
以及聲音藝術平台「 Kamuning Public Radio 」。他最近參與策展的展覽包括《
太陽雨：1980年代至今的東南亞當代藝術》（2017）、《『MISFITS』：Pages 
from a Loose-leaf Modernity》（2017年），以及《VIVA ExCon Capiz》（2018
年）。《VIVA ExCon Capiz》是菲律賓最悠久的藝術雙年藝術，來屆為第14
屆。Espina在馬尼拉大都會生活和遊樂。

專題環節（二）
地下與公眾

下午1時30分
1月1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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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二） 
連結藝術與社會──《明報》〈星期日生活〉的初步整理 
梁寶山

在香港印行的《明報》自2002年底開始在周日加印二十版副刊，不單深化其知識
性路線，更利用圖文並荗之便，委約藝術家創作。〈星期日生活〉不再把視覺當
成文字的輔助，而是讓藝術家利用大眾媒體的時效性和更廣闊的接觸面，開展具
有行動面向的藝術創作。加上創刊不久即遇上沙士疫潮、七一大遊行及其後一連
串保育和社會運動，版面遂成為了藝術與社會和政治的重要中介。本文將以白雙
全、程展緯、黃照達和歐華欣等作品為例加以比較，並說明紙本媒體的特色。

梁寶山曾為「Para / Site 藝術空間」、「獨立媒體（香港）」、「伙炭」及「
文化監察」成員；現為「 Art Appraisal Club 」成員。研究範圍包括香港藝術、
藝術生態、城市空間及文化政治等。文章散見於《信報》、《獨立媒體》、《號
外》、《藝術界》、《今藝術》等。梁氏曾在〈星期日生活〉草創時期協助統籌
視藝創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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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三） 
韓國異見期刊《創作與批評》︰從文學及藝術設想具民主的現代性 
Hyejong YOO

韓國異見期刊《創作與批評》於1966年創刊，審視現代韓國的歷史及意識形態，
批判朴正熙的獨裁統治。本論文研究期刊的編輯及作家 ——亦即是「4.19學生民
主革命的一代 」——如何探討並傳播牽涉到1960至1970年代的國家政權及民主
的現代美學論述。這群知識份子把韓國四月革命後的社會政治形勢，與法國大革
命後的反革命社會形態、以及十九世紀現代主義形成的過程相提並論。此外，他
們認為藝術對克服異化和不人道的分割式生活（如分工制）極為重要，並向德國
詩人席勒將藝術視作新現代美學和社會革命基礎的理念看齊。本論文將舉證說明
這群知識份子如何在寫實主義美學的框架下，在對現實的客觀理解及促進社會變
更的文化實踐之間，找到潛在的一致性；並進一步探究寫實主義包含的（藝術）
交流理念，如何成為對現代主義現有本質的批判，以設想另一個以民主原則為重
的替代方案。

Hyejong Yoo是駐首爾的韓國當代藝術史學家，專門研究比較現代性、政治美學
及當代視覺文化。她為《民眾美術》撰文，論述對象包括1960 至1980年代的韓
國異見知識份子。其文章曾刊登於《韓國現代及當代藝術史》、《控制線：分隔
處作為生產性空間》及《藝術理論及實踐期刊》。她持有康乃爾大學的藝術史學
及視覺研究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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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譚鴻鈞，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總監

論文（一） 
非設計的越界：《設計家》及其周邊群體的前衛實驗 
蔣伯欣 

以期刊而論，戰後台灣現代藝術運動，發展到1966年《劇場》的結束尾聲，曾出
現短暫的百花齊放局面。《這一代》、《前衛》等短期的前衛美術刊物，帶動了
藝術家郭承豐、黃華成等人推出《設計家》（1967年至1969年），成為1960年
代後期主要的前衛刊物。該刊為歷來未見的大開本（35x27公分），以活潑的排
版、大膽的拆解字體、攝影蒙太奇等構成強烈的視覺語言。雖然刊名為「設計」
，但刊物內容並非表面上的視覺文化，而是從早期對包浩斯與現代設計理論的引
介，轉變為「 畫外畫會 」等前衛藝術家用來批判現代主義，並以反形式與去物
質化的手法，如觀念藝術（《 52-5窒息室 》）、裝置展覽（《黃郭蘇展 》）、
實驗動態影像、創作宣言、（反）幻覺藝術等，衝擊以西方視覺性為主的創作形
式。本論文即以1966年代後期台灣的各種小型前衛刊物為範圍，探討藝術家如何
在引進歐美日甚至第三世界的藝術資訊時，展開對現代主義的批判。

蔣伯欣現任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藝術觀點ACT》
主編、臺灣藝術檔案中心主任。曾任國家文藝獎評委、台新藝術獎評審團主席等
多個公民營機構職務，現正推動東亞與台灣當代藝術跨國研究之檔案平台。

專題環節（三）
美學與國際主義

上午10時30分
1月13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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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二） 
由書刊傳遞的世界性︰前衛日本書道期刊《墨美》（1951年至1960年） 
的「世界性」催化作用 
黑宮直美

前衛日本書道社「墨人會」創立於1952年，反映戰後書道家普遍然而弔詭的渴
望︰將日本書道融入前衛藝術論述，為這種傳統日本藝術形式注入活力。墨人會
創辦人森田子龍孜孜不倦地倡導書道的「世界性」，堅持非日本人亦可因書道文
字的形狀和精神而有所領悟。墨人會的藝術家因而致力將其書道及哲學變得「現
代化」，並藉由月刊《墨美》向國際社群宣揚開去。

《墨美》發表有關藝術與書道討論的文字紀錄、著名藝評人的特輯及評論、 
以及轉載墨人會書道家及西方藝術家的作品。《墨美》在日本國內和海外廣傳這
些蘊含多重意義的作品及文本，成為促進戰後探討藝術國際化的平台。月刊激發
跨文化爭論，包括關於文字和圖像延伸性、民族「風格」，以及傳統與現代藝術
實踐的交匯。在墨人會對全球現代藝術的影響力遭忽視之際，本論文強調《墨
美》是推動國際藝術聯繫的關鍵，它不僅重振傳統書道，亦蘊藏豐富複雜 
的「世界性」。

黑宮直美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生，專注研究日本現代藝術中「前衛」
與「傳統」的衝突。她於2017年從紐約大學美術學院取得碩士學位，畢業論
文研究戰後日本書道社「墨人會」的全球影響力。她曾參與「 The Lyonel 
Feininger Project 」，協助籌備《Lyonel Feininger》展覽（Fundación Juan 
March，馬德里，2017年），並為德裔美國畫家Lyonel Feininger的《Catalogue 
Raisonné of Paintings》審稿。她於2012年至2014年獲現代藝術博物館檔案庫
頒發Dedalus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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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三） 
《Journal of Art and Ideas》︰過渡時期的系譜 
Sophia POWERS

《Journal of Art and Ideas》由一群關係緊密、活躍於政治和醉心美學的編輯團
隊創刊，從1983年至1999年間共發行三十三期。這十六年是印度藝術界的重要
轉捩點，當時整個界別正由「現代」過渡至「當代」時期。兩者之分別的確難以
釐清，然而大部分在這段過渡期衍生的討論，均聚焦藝術家和藝評人與印度以
至國際藝術論述（和市場）的關係有何改變。《Journal of Art and Ideas》以爭
議性和顯然的姿態去反映這種印度意識形態取向的轉變。期刊定位從一開始已明
確展現國際取態，早期發表的內容討論拉丁美洲的小說創作、德國的美學理論、
及印度地區劇場。期刊內容的跨地域幅度，跟其涵蓋的藝術類型同樣廣闊，包括
電影、舞蹈、建築、音樂及畫作。但隨著時代變遷，期刊明顯更集中探討視覺藝
術，並將聚點回歸印度本土。本論文探討這兩個關係密切的轉變，強調此等話語
上的轉變為藝術投資的興起提供基礎，後者更因而直接影響廿一世紀的印度當代
藝術。

Sophia Powers是研究現代及當代南亞藝術的專家，現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
讀藝術史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密不可分的時期︰重新審視印度當代攝影》研
究三位保持長期合作關係的駐德里當代女攝影師︰Sheba Chhachhi、Dayanita 
Singh及Gauri Gill。她們長時間緊密合作，拍攝主題深入印度社會邊緣，對象包
括跨性別女性（hijras）、女苦行僧印度教徒（sadhus）和拉賈斯坦邦的鄉村女
孩。她將於2018年春季於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展開博士後研究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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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與批評》封面，1978年出版。 由Hyejong Yoo提供。
《Qyzyl Qalam》封面，1924年。由Michael Erdman提供。
〈畫廊版之（博緣華）藝術室內設計方案設計邀請展 顧德新作品〉，
《北京青年報》 ，1994年2月4日 ，由王友身提供 。
《Red Racket #6》，1990年，由Maghiar Tuason提供。
《Ekshan》，1971年，由Spandan Bhattacharya提供。
《設計家》封面，第四期，1967年。由蔣伯欣提供。

1
2
3

4
5
6

圖片 :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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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Sneha RAGAVAN，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員

論文（一） 
設計刊物，記載文化：回顧獨立後西孟加拉邦的小雜誌封面 
Spandan BHATTACHARYA

對於印度西孟加拉邦而言，1960年代至1970年代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時期：其時
當地政局動蕩，發生了納薩爾巴裏起義等事件；數個藝術和文學運動應運而生，
包括Hungryalist運動；眾多藝術團體亦相繼冒起。在這個背景下，本論文旨在檢
視孟加拉的期刊封面設計和插圖，以及它們在塑造文學和藝術的公共論述當中所
扮演的角色。

藝術雜誌如《Sundaram》或文學雜誌如《Ekshan》的封面設計和插圖，並非單
純地輔助文字；它們更是故有的地區性現代（文學）典範與新興的當代藝術美學
模式相互交鋒和協商的場域。例子如《Ekshan》的字母設計，以及色彩鮮艷而
風格大膽的幾何圖案封面，往往與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和藝術家羅欽可的作品
風格類近。這些期刊的整體設計，記載了蘇聯結構主義者所提倡「藝術應當具有
目的」之理念與承載著數代孟加拉版畫文化的傳統藝術形式「alpona」之間的拉
鋸。這批封面和插圖在探索歐洲現代主義藝術運動，尤其是蘇聯結構主義藝術的
模式和美學主題時，似乎呈現出一種獨有的視覺文化和世界觀。

Spandan Bhattacharya於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藝術美學學院完成電影研究博
士課程。他曾於香港城市大學、亞洲藝術文獻庫和Jadavpur大學媒體研究室擔
任研究員，亦曾於德里Ambedkar大學、加爾各答Loreto College、加爾各答大
學，以及加爾各答NSHM Knowledge Campus擔任教職。Bhattacharya亦為多份
報章和刊物撰寫論文，包括《South Asian Popular Culture》、《South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The Pioneer》、《Journal of Literary Aesthetics》
、《Journal of Bengali Studies》和《Acta Orientalia Vilnesia》等。

專題環節（四）
藝術與大眾文化的交匯

下午2時
1月13日（星期六）



45

論文（二） 
《季刊美術》（1976年至1988年）︰拔新領異的韓國藝術期刊 
Insoo CHO

《季刊美術》於1976年推出創刊號之際，南韓正實施軍事獨裁。與此同時，南韓
憑著戲劇性的經濟成就崛起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季刊美術》由南韓主要
報章《中央日報》發行，刊載前衛及現代藝術評論文章，吸引一眾年輕的藝術家
捧讀。季刊對新一代評論家極具影響力，對不同的藝術運動影響深遠。季刊曾發
行以殖民時期的親日藝術和1980年代的民眾藝術為題的特刊，其他藝術雜誌幾乎
對這兩個主題避而不談。《季刊美術》對推廣藝術商品化亦發揮主導作用，刊登
展覽及拍賣會消息，吸引收藏家。季刊內更包含商業畫廊刊登的廣告插畫。本論
文探討《季刊美術》的重要歷史價值，重點研究其社會及意識形態背景；同時深
究《季刊美術》如何在南韓正值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迅速增長之際，透過成為刊登
批判性及具爭議性評論的媒介，積極建構嶄新的藝術環境。

Insoo Cho現時任教於韓國藝術綜合大學的視覺藝術學院，為該院的藝術理論系
主任及教授。他曾於洛杉磯南加州大學藝術史系擔任助理教授， 並於2011年 
至2012年在哈佛大學的韓國學社擔任訪問學者，自2007年起服務韓國文化財
廳。其研究及出版題目包括中國道教神仙肖像、朝鮮王朝肖像畫、及韓國現代 
水墨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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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三） 
作為展覽場域的大眾傳媒：《北京青年報》與1994年《 藝術室內設計方案 
邀請展》 
武漠

《北京青年報》創刊於1949年，由北京中國共青團市委出版，其官方背景本應與
具反叛形象的中國當代藝術格格不入，但自從藝術家王友身在1988年擔任美術編
輯開始，該刊物與90年代初中國當代藝術發展逐漸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這些
聯繫又與當時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進程密不可分。本次研究將通過梳理「藝
術室內設計方案邀請展」的背景、細節與影響，嘗試分析以下問題：在90年代初
中國，官方刊物與當代藝術如何得以達成合作？大眾傳媒怎樣成為當代藝術展覽
的「替代性場域」與主要傳播渠道之一？當代藝術又是否令大眾傳媒增添文化資
本，從而擴張其發行量與發行網絡？當大眾傳媒的功能游走於展覽場域與傳播媒
介之間，藝術實驗又如何促使中國當代藝術向「非物質性」與「觀念化」的層面
深入發展？以上問題或可對日後中國當代藝術實踐中語言的獨立性、「方案化」
的工作模式、以及相關策展實踐提供一種新的觀察角度。

武漠是駐香港的作家暨策展人。她在中央美術學院取得藝術行政碩士學位，現為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候選人。其博士論文探討1980年代至今的當代中國藝
術及策展實踐。其文章曾刊登於多本刊物及雜誌，現為《藝術新聞》、《藝術
界》、《藝術論壇》、《當代中國藝術期刊》（Yishu: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及《燃點》的特約撰稿人。2016年，她與陳立共同策劃的《世
變》展覽於香港Para Site藝術空間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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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翁子健，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員

自197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栗憲庭一直參與中國藝術期刊的編輯工作，他將
期刊視為推廣當代藝術發展及研究的重要中介。是次對談將通過回顧栗憲庭的編
輯及寫作經歷中一些重要辯論及文章，以帶出關於當代藝術期刊的關鍵議題，如
期刊如何推動藝術寫作的發展，它如何成為一種藝術史及文獻研究之中介，出版
體制及讀者羣之演變，及在今日如何改變期刊的角色及重塑它的重要性等等。

 

栗憲庭於1974至1978年間作為工農兵學員於北京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學習。
他曾任三本重要藝術雜誌的編輯，包括《美術》（1978-1983年），《中國美術
報》（1985-1989年）及《新潮》（2001年），也曾參與其他期刊如《美術思
潮》及《藝術潮流》的編輯工作。他對中國藝術的研究及寫作自1970年代延續 
至今，其文章如「『五四美術革命』批判」、「重要的不是藝術」、「『後現
代』、『民族化』和『稻草』」及「當前中國藝術的『無聊感』──析玩世現實
主義潮流」等，都成為了研究中國當代藝術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作為獨立策展
人，栗憲庭參與策劃過《後八九，中國新藝術》、《從國家意識形態出走》、《
對傷害的迷戀》及《念珠與筆觸》等重要展覽。近年，他居住在北京宋莊，自
2006年起創辦及主持「栗憲庭電影基金」，一個致力於中國獨立紀錄片放映、教
育及存檔的項目。

與栗憲庭對談
下午4時

1月13日（星期六）



亞洲藝術文獻庫舉行三個展覽，探討亞洲出版的藝術期刊如何推動批判、 
歷史研究、旅行書寫及小說創作的平台。展覽由文獻庫團隊策劃。 

日期： 
地點：

2017年12月5日至2018年2月24日 
亞洲藝術文獻庫圖書館 上環荷李活道233號 荷李活商業中心11樓

栗憲庭的藝術期刊工作（1978－2001年）| 翁子健及郭鴻蔚

軸線上的某處 | Karthik K.G. 與Sneha Ragavan 合作

對話的把戲 | 黎原、並委約區秀詒創作作品

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