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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音樂大使展關
懷」資助計劃 截止日
期:2018年11月15日

尚餘時間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音樂事務處
 15 Nov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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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海是海不是海？ 香港藝術中心「灣仔文法：過去、現在、
未來式」
by Arts News

 會員登入

October 31, 2018

文／圖：木瓜 | 本文轉載自2018年11月號(vol 87)《△志》



2018年何鴻毅家族基金
中華研究獎助金 截止日
期：2018年11月18日

日



尚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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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藝術文獻庫
 18 Nov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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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香港藝術發展局 / Sep 06, 2018

「2018香港藝術發展獎」
現正公開接受提名
by 三角志 / Oct 31, 2018

三角志 - 第87期 | Nov
2018
by 亞洲文化協會 / Nov 01, 2018

SSAF–AAA Research
Grant for Histories of
Ideas, Art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2019
by 蘇子情 / Oct 30, 2018

【讀者有禮】 蘇子情 + 藝
頻請你睇《流芳》

灣仔，一個香港人極為熟悉的地方。然而即使每天看到它海岸的景色，有時仍會忘了它的瞬息萬變，忘了它是如何經歷歲月洗禮，逐漸變成現在這
個模樣。灣仔這個海灣，實在發生過太多事情，深埋著錯綜複雜的歷史，在每一雙眼睛底下，「灣仔」都蘊藏著迥異的意涵與感情。

by Lunchbox Theatrical
Productions Limited / Oct 29, 2018

【讀者有禮】Lunchbox
Theatrical Productions +
藝頻請你睇《MAMMA
MIA!》
by 城市當代舞蹈團 / Nov 02, 2018





陳餘生《海港》

【讀者有禮】城市當代舞
蹈團 + 藝頻請你睇「點睇
當代舞：《棱‧角》」
by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 Nov 01,
2018

陳福善《非法移民》

JCCAC 「藝術家/ 藝團」
單位招租

在藝術人眼中亦然。今次香港藝術中心邀來19組藝術工作者，就他們對灣仔的印象、記憶、感情，創造出一系列作品。難得的是，今次的參展藝術家來

藝術推廣新聞頻道

自不同背景、不同範疇，最年長的藝術家為1904年生的陳福善，最年輕的為1990年生的鍾正；有以雕塑為媒介的林嵐，也有擅於繪畫的何倩彤。既有土

22,819 likes

生土長的何兆南，亦有旅港駐留的印度藝術家N.S. Harsha。在這一雙雙時代迥異的眼眸裡，灣仔呈現出一幀幀儼然不同的風景，當中不乏灣仔的海景；
串連起這些畫面，就能夠觸摸到發生在這綿長海岸線上的變化，它們往往是香港變遷的縮影。從前的人見海還是海，只是來到新一代，海不單單是海，它
還有更深沉的意涵。

Like Page

早期只是單純的浪

Send Message

1 friend likes this

展覽中，年代較早的一系列作品要數陳福善、陳餘生的作品。陳餘生於1969年創作的《海港》勾勒出多年前維多利亞港的海岸線，以及船舶往來的情
境；而陳福善的作品亦集中於灣仔作為海港的特色，1985年的《非法移民》不只描繪出灣仔的海，亦同時呈現出香港當年成為不少偷渡者目的地之歷
史。似乎在六十至八十年代，藝術家對海的感情與印象，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單純，海還是海，海上是值得被紀錄下來的有趣風景。

藝民談 /

ARTIST
TALK



by 楊秀卓 / Nov 05, 2018

【太陽下的吞吐】
60’s（5）





by 林嵐 / Nov 02, 2018

鍾正《去年煙花特別少》

林嵐《天后訪水》

【雕文嵐女】展場佈置反
芻＿「灣仔文法：過去、
現在、未來式」

N.S.Harsha《Leftovers》

by 伍卓賢 / Oct 31, 2018

【創作雜記】音樂人逛東
京
by 王天仁 / Oct 26, 2018



【仁云亦云】亞洲種子十
天台灣之旅 (下)



by 楊秀卓 / Oct 05, 2018

楊東龍《一闕綠蔭》

楊沛鏗《紀念碑》

【太陽下的吞吐】
60’s（4）
Map Office《Wan Chai Colonies》
by 林嵐 / Sep 28, 2018

海隨歷史漸趨複雜

【雕文嵐女】舊城新貌──
西西里巴勒莫

然而來到近一點的年代——因為灣仔一帶近年發生太多事情了。隨著主權移交，香港的情況變得愈來愈複雜，而灣仔亦變成一個令人生出千頭萬緒，與政
治再分割不開的地方。由何兆南創作出來的《醉生與夢死》系列裡，有一幀從灣仔望向對面海的照片。惟那是一片啤酒海，意味著港人只能在醉與痛裡浮

by 伍卓賢 / Sep 19, 2018

【創作雜記】無伴奏合唱
劇場的難度

沉。《醉生與夢死》的概念挪用王家衛的電影《東邪西毒》一種只要喝下去就能忘記前塵往事的酒。在主權移交以後，不少人感受到活在香港的痛，他們
記得在灣仔曾發生的種種事情：煙花匯演、雨傘運動、七一遊行、國教抗議等等；香港情況每況愈下，人會選擇忘記以令未來不致太難過；還是會選擇記
得，即使背負記憶無比沉重？
在灣仔掘出政治意涵的還有鍾正，他的作品《去年煙花特別少》裡，透露的是觀賞煙花當中的政治。在灣仔海邊看煙花，是很多人都共有的記憶，只是未

今天熱讀

必留意到煙花盛放與政治息息相關。鍾正記得小時候去澳門和在香港看的截然不同，他從前是在船上看煙花的，於是感覺近得很；倒是香港的煙花，只能
在岸邊遠眺，這是因為六七暴動後政府禁止入口及燃放爆竹的條例有關。到1997，那年因為回歸，香港當年放了六次煙花，而自此國慶放煙花亦成為例
行公事，可見是政權一直以來控制著放煙花的次數，市民根本無從選擇。
而他創作於2015年的《去年煙花特別少》，影射的是對香港人意義深長的2014年，那年因雨傘運動取消了國慶的煙花，既可說是政權行使權力削減了市

Nov 08, 2018-154
《原則》引起的校園風暴 擇善固執下的花火

民的娛樂；但同時又可謂，是市民的行動改變了煙花盛放的規則。看煙花這娛樂習慣，著實於政治相繫，像只有政府才有合法放煙花、限制市民觀賞煙花
角度的權力；然而當鍾正嘗試利用電視螢幕以及煙花片段，創造出裝置模擬港人觀賞煙花的習慣，就似乎是想重新掌握放／看煙花的自主權。這份自主，
正正落在政權的對面，意味著港人想要重新掌握控制自己自由的意涵。
灣仔的海確實是意味深長——從過去曾象徵自由、移民追尋更美好生活的理想，到今天因為政治原故，變得極其複雜難解，其實一直與香港的命運緊密相

Nov 05, 2016-24
甚麼是「Cult片」？ ——「溝」電影節2016

連。過去六十至八十年代，我們看到的是海上可愛的風景；但到近期，我們無法忘記灣仔的海邊發生過的政治事件，新一代的作品都圍繞著政治創作，也
反映出這一代人關心的焦點。大概灣仔可說是香港的縮影，而活在此處的我們，可以從這「灣仔文法」爬梳灣仔的前世今生，繼而探索到我城的過去、現
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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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19, 2018-8
【創作雜記】無伴奏合唱劇場的難度
RELATED
INFORMATION

陳福善 [1905 - 1995] (Luis CHAN)
福伯在 1920 年代末開始以英國風景水彩的技法描畫香港景色，畫風的轉變陪伴著半個世紀的都市文化劇變。1960
年代創作的迷幻世態畫把他帶進了社會的潛意識，也讓他踏進了戰後一代人的心理天地。清末出生的第一代「西
畫」畫人，如同輩的林風眠徐悲鴻等，沒有比陳福善更接近我們這個時代的觸覺。

......

Aug 10, 2015-3
西九挪亞方舟以外，我們可有自由？ — 訪黃
津珏談西九街頭表演發牌制度、香港的公共空
間

Dec 31, 2016-7
俠骨柔情 ——淺談《東方三俠》中的女性主
義

藝術類型: 藝術家-画作

鍾正 (Mark Chung Ching)
鍾正 (b.1990) 生於奧克蘭，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現工作生活於香港。他從個人經歷和成長環境出
發，透過挪用、扭曲、解構現成圖像及錄像，探討虛構的真實和經驗的時間性。

......
Jun 29, 2017-5
【創作雜記】做音樂搵唔搵到食?

藝術類型: 藝術家-新媒體, 藝術家-裝置
Sep 07, 2017-2
韓國十月文化節2017——韓國藝術超乎想像

林嵐 (Jaffa Lam)
林嵐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研究院及教育學院，現於香港藝術學院及中文大學藝術系任教。為2003年香港特
區政府的《藝遊鄰里計劃》其中一名被挑選的藝術家，2006年榮獲亞洲文化協會獎項，2007年加拿大多倫多樹藝術
館十週年展藝術家之一，參與2012年新加坡美術館”Diverse City”聯展。作品為香港藝術館、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
中文大學及荷蘭合作銀行所收藏。

Oct 05, 2018-3
2018台灣月——混台灣 讓港台一起鬼混玩
耍，消磨美好時光

......

藝術類型: 藝術家-雕塑, 藝術教育

何倩彤 (Ho Sin Tung)
生於1986年，香港

......

藝術類型: 藝術家-画作

何兆南 (South Ho)
何兆南，攝影工作者。出身於1984年，第4代香港人。2006年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工作高級文憑，曾任雜誌編
輯及攝影師。現專注攝影，酷愛黑白，偶爾在紙上寫點字，喜歡發掘各類寫實的攝影題材，表達自我存在的觀點。
2007年開始參與攝影展覽，於2008參與香港大型攝影展覽《影像香港–當代攝影展》。

......

藝術類型: 攝影師

「灣仔文法：過去、現在、未來式」香港藝術中心40周年旗艦展覽
 香港藝術中心
 30 September - 04 Nov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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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民談 | 音樂

【創作雜記】音樂人逛東京
Nov 05, 2018

Nov 03, 2018

【太陽下的吞吐】60’s（5）

愉快與驚駭、高尚與低俗間的擺盪
——村上隆「改變規則！」

日本六十年代繼反安保條約運動之後，另一場
戰役是反成田機場的興建。 二次大戰後的日
本，百廢待舉，政府希望發展大型基建振興經
濟。1962年自民黨...

對上一次日本藝術家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在香港舉行個展已是六年前，這
幾年間其創作持續演化，並從不同範疇中汲取
了豐富的靈感...

Oct 31, 2018

【雕文嵐女】展場佈置反芻＿「灣
仔文法：過去、現在、未來式」

見海是海不是海？ 香港藝術中心
「灣仔文法：過去、現在、未來
式」
灣仔，一個香港人極為熟悉的地方。然而即使
每天看到它海岸的景色，有時仍會忘了它的瞬
息萬變，忘了它是如何經歷歲月洗禮，逐漸變
成現在這個模樣。灣仔...

Oct 29, 2018

Oct 26, 2018

探討香港海上貿易與海防歷史——
「東西匯流 十三至十八世紀的海上
絲綢之路」

【仁云亦云】亞洲種子十天台灣之
旅 (下)

從香港的地理位置說起，香港位處珠江三角洲
東面，由於扼守通往廣州的海道，古代商船來
往廣州均須途經香港。西面的屯門在唐代起主

© 2013–2016 Prism Creation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業內發佈 | 新聞

/ Oct 31, 2018

三角志 - 第87期 | Nov 2018

視覺藝術

Nov 02, 2018

當代展覽中，無可置疑，策展人已成靈魂人
物。藝術家作為參展人，亦是策展團隊的合作
者之一。這次藉著最近的展覽，試來回味策展
佈場的精彩一二。 客席...

/ Oct 31, 2018

/ Oct 29, 2018

探討香港海上貿易與海防歷史——
「東西匯流 十三至十八世紀的海上
絲綢之路」

藝民談 | 視覺藝術

/ Oct 26, 2018

【仁云亦云】亞洲種子十天台灣之
旅 (下)

視覺藝術 | 電影

/ Oct 26, 2018

你，自由嗎？——「在過滿的世界
挖一個洞」曹斐個展

上期和大家分享了本地藝術單位「天台塾」舉
辦的「亞洲種子計劃」香港工作坊環節的情
況，今回續寫點點台灣研學部份的所見所想，
不過因十天旅程的細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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