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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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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推介

    村上隆個展

    日期：即日起至11月10日時間：星期二至六上午11時至晚上7時地點：中環畢打街12

號畢打行7樓高古軒內容：要數近年出名的日本藝術家，不得不提村上隆，他的作品

將商業圖像、日本動漫、漫畫和傳統日本風格及題材共冶一爐，創作出不少含蓋古、

今、東、西的主題作品。高古軒舉辦的展覽「改變規則！」，呈獻村上隆的最新畫作

和雕塑作品，當中包含了村上隆以「多啦A夢」為題材的畫作，亦有首個自創角色Mr.

DOB以粉紅色和藍色造型登場的作品。村上的畫、雕塑及影片中經常反覆出現這些圖

案和自創人物，既具現代元素又趣味十足，為參觀者送上一種超然脫俗的藝術感覺。

文：儀

    以不同視野看灣仔

    日期：即日起至11月4日時間：上午10時至晚上8時地點：灣仔港灣道2號香港藝術中

心包氏畫廊內容：在灣仔，有許多古舊建築都充斥着香港人的回憶。有人去到該區，

想找回值得留念的時刻，也有人以該區為靈感，創作出不同的藝術品。現正舉辦的展

覽「灣仔文法：過去、現在、未來式」，展示18位本地及海外藝術家作品，剖析他們

與灣仔的特殊緣分，并透過不同的藝術媒介展出，而相同之處便是以該區為創作源

泉。參展藝術家會從個人、歷史、經驗等不同層面，探討該區如何構成香港藝術、充

當什麼角色，及它在本地和外地人眼中的形象，藉以傳達藝術家們對這個社區的感受

及愛，參觀者於展覽中或會看到熟悉的風景。文：儀

    紋身烏托邦

    日期：即日起至11月15日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11時至下午7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地點：西營盤皇后大道西189號SOHO 189地下

    獅語渰廊內容：通常我們看的山水畫均是呈現於紙上，若將山水搬到皮膚和身體上

又會如何？內地藝術家黃岩現正於香港舉辦攝影展「紋身烏托邦」，是次展出的13幅

攝影作品曾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巴黎羅浮宮、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地展出，當中

的照片均是「繪」於身體的山水紋身圖案。原來早在90年代，藝術家便意識到傳統藝

術與當代藝術之間是緊密相連的，因此他突發奇想地將人體當作「畫布」，把傳統宋

代和元代的山水景觀繪制於上。這種結合了傳統的革新藝術形式，說不定比起畫在紙

上的山水畫更能引起觀者對古代文化與日常生活間關系的思考。文：儀 
 

(來源: 香港商报) 編輯: 香港商报实习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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