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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

香港藝術家「
07年開始在外國「飛到昏倒」的藝術家林欣傑大概
可算一個突出例子。
林欣傑（Keith Lam）是新媒體藝術家，曾任職香港
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導師，也是「微波國際新媒體
藝術節」的技術總監及顧問。08年，他憑借作品《左
左右右馬力歐》
（Moving Mario）獲得相當於新媒體藝
術奧斯卡級別的「奧地利電子藝術節」
（Ars Electronica）
互動類作品榮譽提名，是同類別十三位獲獎藝術家
中，唯一一個來自香港的創作者。
牆內開花牆外香，但對他在國外獲得如此重要獎項
的事實，本港媒體報道甚少。而就現階段而言，獲獎
也似乎並沒有帶給他更多在香港展出的機會。
其實，Moving Mario 07年已經在香港展過，不過就
如林欣傑所說，展了等於沒有展，「很少報道，沒有
評語，好評劣評都沒有。」反而在國外一炮成名，繼
而越來越多國家來邀請參展。「想想也覺得遺憾，在
外面展覽，名字後面括號中怎樣也寫 『HK』
，可就
單單後來沒有在香港展過。我不會形容這現象是
『慘』
，反而是『得意』
。」得意在於，獲獎之後雖然他
在香港的稱號變為「Ars Electronica得主」
，但之前的作
品及經歷無人提及。

」事件簿

前段時間收到廣州維他命空間的郵件，才知道香港藝術家白雙全在廣州開展。一時間想起好多
熟悉的藝術家似乎近來都少在香港露面，但上網一查，才發現大多在國外頻繁參展。
香港藝術家難道也像候鳥一般到處遷徙？其實，遷徙不一定是壞事，出走也並不代表家鄉一定
「窮山惡水，難以生存」
。只不過和幾位時常「飛來飛去」的藝術家聊過，發現背後也透露不少香
港藝術環境的有趣現象。其中一大怪異現象，就是香港藝術家一旦「出走」
，哪怕在外面功成名
就，也似乎從香港的空氣中蒸發⋯⋯
■Moving Mario 在荷蘭
展出前的準備過程。

林欣傑

■Moving Mario在荷蘭展出

無奈出走：新媒體藝術的窘境

林東鵬

■與內地青年藝術家交
流（北京奧沙畫廊「從
內到外」展覽）
。

享受 漂泊狀態

■與畫同行。

倫敦

■「左思右想之六十三」。展覽名
稱：
「Who’
s that girl?」
，羅馬。

林慧潔

■「左思右想之五」
。展覽名稱：「Ex-otica」
，意大利都靈。

曾建華

■HE comes from
The Sky ... or The
Sea ...
赫爾辛基KIASMA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積極出走：尋找新空間
但出走並不一定是迫於無奈。2008年開始在北京設立
工作室，近來亦參與許多內地及外國展覽的林東鵬，認
為香港藝術家中不乏在本土成名後成功「外銷」的例
子，如白雙全和周俊輝。在他看來，藝術家的出走有其
十分積極的一面。在新的展覽空間中與新的策展人合
作，大概是吸引藝術家走出去的部分原因，而這「走出
去」不僅空出了香港的資源，給了更多新晉藝術家以機
會，也間接將香港藝術帶到了國際舞台上。

■在加州植村秀商店的牆上作品。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n the
Whole World and I
Would Never Do
Anything to Hurt You...
曼徹斯特 Chinese Arts
Centre。

如果粗略把以上三位藝術家歸為無奈出走與積極出
走，攝影藝術家林慧潔大概算是「類型外」的一個。對
於她來說，「出走」的飄移狀態是在全球化環境下一個
自然出現的現象，也是藝術家創作生活的一種常見狀
態。對於由於機緣巧合於05年開始不斷往返於香港與意
大利、在兩地工作生活的她來說，能夠到處走，擁有兩
個截然不同的「創作基地」
，是一件令人享受的事情。
「有了網絡後，我們的生活已經很國際化了。而攝
影的設備移動性很強，不像做雕塑等，所以正好方便
了我到處走動。對於我來說，『出走』其實都是機緣
巧合。」
對於林慧潔來說，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
點，她慶幸自己能有機會在不同的城市生活與工作，
吸收不一樣的養分。「不要總覺得外國好，其實香港
也有好的藝術環境。個人認為，在香港做藝術家其實
很輕鬆，機會很多，如果努力爭取、又有機會的話有
很多空間發展。外國呢，機會是很多，但競爭也大，
哪怕作品很好也不一定能有很大空間。意大利的藝術
氛圍很濃厚，機會和可能性都會多一些，而哪怕普通
人也將藝術欣賞當作是生活中很自然的部分。相比起
香港，攝影作品與繪畫等一樣，擁有較大欣賞的人群
和好的市場。但它也有不好的地方，人很散漫，像香
港人那麼快的辦事效率會嚇到他們的。」
在意大利生活與創作，讓林慧潔觸動最大的卻是女
性藝術家的藝術生命同樣豐厚。「許多歲數並不年輕
的女性藝術家，仍然在持續發展 自己的藝術事業，
這在香港是很少見的。」
為何出走？如何遷移？大概每個香港藝術家都有自
己的理由與機緣，很難去歸納一個原因。是因為香港
藝術環境惡劣，還是因為在外國藝術發展前途更好？
事實大概沒有那麼簡單平面。所幸上文中的幾位藝術
家，用自己的經歷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視角，讓我們
得以小窺這「出走」背後不盡相同的細碎故事。
但在幾個訪問中，卻有一個現象得到大家認同，如
林東鵬所說：「香港藝術家不在香港做展覽，這裡的
人好像就不當你是香港藝術家。」出走的香港藝術家
在外面的動態在香港鮮有曝光，推展開去，藝術家離
開香港，似乎便退出公眾視野，沒有資料跟蹤他們的
發展狀況，公眾對藝術家的理解是斷層的。到底是因
為大家慣常關注本土事件，以致這樣的藝術新聞在香
港沒有閱讀市場；還是因為傳媒工作者視野的不夠寬
廣？出走藝術家的「消失」現象，又是另一個值得討
論的問題。

活動推介
香港中樂團「傳統的魅力IV」音樂會
「傳統的魅力」的重點是讓聽眾重溫傳統地方音 嗩吶的《賣雜貨》、嗩吶二重奏《鳳陽花鼓》，以及
樂的韻味，音樂會搜羅了富有趣味的曲目及陪伴香 能夠充分表現嗩吶一氣呵成演奏技巧的山東曲牌
港人成長的經典旋律。兩位演奏家黃樂婷及羅行 《六字開門》等。除了獨奏、小樂隊的合奏外，更有
良，在選曲方面花了不少功夫，希望盡量展現出各 二胡和嗩吶合奏的《京劇聯奏》及樂隊演奏的《翻
自樂器的特色，並且會使用多種樂器，讓聽眾能夠 身的日子》
。真情演繹的多首經典作品，極富地方特
在一場音樂會中感受到每件樂器的不同味道。胡琴 色，為你打開通往傳統的隨意門，感受窩心回味的
樂曲方面，有京胡的《夜深沉》、高胡的《鳥投林》 醉人樂韻。
和《餓馬搖鈴》、二胡的《河南小曲》和《陝北抒 時間：3月6日至8日 晚上8時
懷》
、板胡的《山東小曲》和《大姑娘美》等；而嗩 地點：沙田大會堂文娛廳舉行
吶樂曲方面，有新疆木嗩吶的《歡樂的時代》
、潮州 查詢：31851600

硬膠星Plastic Planet
英國玩具膠響樂@香港2009 (亞洲首演)
這是沒有midi、沒有混音、不經合成器、不需電腦，甚至不用傳統樂器的一次電子音樂新體驗！英國玩具
膠響樂的創作概念極具社會警覺，當現代生活都在追求最新科技小玩意的時候，他們關注被人認為老土、過
時、因而被丟棄的物件中的剩餘價值。他們發掘被丟棄的電子玩具們的聲音，改裝成為奇特、獨一無二的樂
器，讓它們再有機會發放「潛能」！由玩具發放音樂，配合錄像的多媒體演出，是一場音樂會，亦是一次視
覺、概念藝術的展現。
時間：3月13日至14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查詢：2268 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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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寶元
扇宵

子，後來被扇子深藏的文化特質所吸引，不知不
覺在研究之餘，又開始了收藏。

文化，還能略通中國的人文地理，甚至生物常
識。「扇面的材料與產地有很大關係，蘇杭盛產
絲面扇子，而湖泊眾多，禽鳥聚居的地區如湖北
省洪湖，就出產羽扇。」

藝術結晶 珍品難求

匯聚精品 吸引公眾關注

「扇子其實結合了扇骨的雕刻藝術，以及扇面
的書法繪畫藝術，吸引力也就倍增。」李新解釋
從前的老師傅，雕出鏤空的扇骨，匠心獨運，令
人折服，但學師的人不多，精雕細琢的扇骨也就
愈來愈罕見。而且在高低不平的扇面繪畫揮毫，
也很有難度，所以找到一把扇骨和扇面藝術同樣
卓絕的扇子，絕不容易。
李新收藏甚豐，清代以前面世的扇子約有100
把。他最喜歡的其中一件藏品，就是由檀香木製
成。「檀香木只有樹芯部分才有清幽的檀香，這
把產於清代的扇子，仍散發陣陣幽香。你看這些
木紋相連，證明是由同一棵樹芯製成，十分難
得。而且巧匠以『拉花』、『燙畫』
、『透雕』等
傳統工藝刻上細緻的仕女圖，更顯珍貴。」
另一把紅木絹宮扇，融合了著名國畫家劉正的畫
作，以及書法名家賀美華的揮毫，同樣深得李新的
歡喜。因為紅木厚實而光滑，加上能匯集兩位書畫
名家的作品在同一把扇子上，可遇不可求。

扇子在拍賣項目中，屬於雜項，卻不代表扇子
是個小眾的收藏項目，中國扇子藝術學會就有不
少會員是扇子收藏家。為了這次展覽，李新集合
了多名中國扇子藝術學會的會員之力，從全國8個
省份借來各式扇子收藏精品，大家因此有機會同
時欣賞直徑7米的山東「金獎扇王」，以及要在顯
微鏡下欣賞的中國首把象牙微雕摺扇。他希望透
過展覽，引起大眾對扇子的興趣。「單靠收藏家
的力量始終有限，只有大家同心合力，才可讓傳
統珍貴的扇子繼續流傳。」

▲直徑達1米的檀香木扇王，一致的木紋顯示木
材出自同一個香木樹芯，加上精雕細琢的仕女圖
案，巧奪天工，難怪李新愛不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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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指羽扇的主要原料是大型禽鳥的羽
毛，羽片排列必須兩邊對稱，一般只能在一
隻禽鳥身上拔取左右兩翼的同一位置的翎毛
來配對成型，而且製作工序繁複，價值往往
比絲面扇子高。

▼這把精緻的檀香扇，繪有秀麗脫俗的梅花，蘊
含的傲骨氣節，深得李新欣賞。

▲榮獲「首屆中國扇子藝術大展」金獎的「金
獎扇王」展開後直徑達7米，由30位工匠耗時多
月才完成。

▲李新指書畫宮扇的價值，取決於書畫的藝術成
就。這把紅木絹宮扇正面(左)為著名國畫家劉
正的畫作，背面(右)為著名書法家賀美華的
揮毫，出色的書畫藝術相結合，十分難得。
京劇大師梅蘭芳對繪畫亦有研究，李新指
大師其中一幕戲要撕掉一把紙扇，道具是由梅蘭
芳親自繪畫。這把扇子「倖存」
，沒有被撕掉，
更加彌足珍貴。

2

3

1. 扇面固然精彩，扇骨
的雕刻與裝飾同樣令人
目不暇給。
2. 這把仿明清時期宮扇
的碧玉宮扇，以高級檀
木的扇骨鑲嵌天然碧玉
而成，極具氣派。
3. 看過《赤壁》的讀者
會否對此扇似曾相識？
這把洪湖羽扇，亦稱為
「孔明扇」，因諸葛亮經
常持之而得名。

許多學者認為扇子起源於虞舜時代，晉崔
豹《古今注》云，舜為「廣開視聽，求賢人
以自輔，故作五明扇」
。四川成都百花潭出
土的戰國金銀錯銅壺上的奴隸手執長柄扇，
為最早的扇子圖像。最早的扇子文物則是湖
北江陵天星觀楚墓出土的木柄羽扇殘件，以
及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篾絲編木製長
柄扇。馬王堆出土的長柄扇長1.76米，是一
種儀仗用扇，由奴隸或僕從執掌，用以障塵
蔽日，也象徵主人的權威。輕巧實用的摺
扇，後來廣為民間使用，文人墨客更喜歡在
扇面題字繪畫，互相餽贈，為摺扇增添不少
文化內涵。

中國扇子藝術學會簡介
由著名藝術家、收藏家張伯駒先生於
1981年發起成立，初期會員包括宋慶齡、
習仲勳、劉海粟、啟功等政要及藝術家。現
任會長是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副秘書長郝盛琦
先生，副會長為毛澤東主席之孫毛新宇先
生。中國扇子藝術學會旨在通過組織展覽、
學術研究及文化交流等活動，弘揚中國扇子
藝術傳統文化。學會早前更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舉行慈善捐扇活動，收益用作幫助內地的
殘疾兒童。
「風生水起扇藝展」
日期：即日至2月9日
地點：上水廣場2樓中庭

拍賣
風雲

y

二

人文地理常識 意外收穫

1

t

結
扇
緣

■研究扇子令李
新對中國傳統文
化以及人文地理
有更深認識。

在扇子的眾多類別中，李新專門研究宮廷內專
用的「宮扇」
。「
『宮扇』原為『龔扇』
，是四川一
家民間扇子造坊的名字，後來獲選送進皇宮，光
緒賜名為『宮扇』
。」他指宮扇製作規格要求十分
嚴格，與民用的在材質和設計上也大不相同，選
用象牙、紫檀、烏木、黃楊等名貴木材，以及玉
石等材料，主要發揮裝飾功能，而且圖案也能顯
示出官階和身份地位。
他笑言，透過研究扇子，不但認識中國的傳統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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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元宵佳節，亦是中國的情人節，在古時是男
女相聚的日子。從前的社會恪守禮教，男女雙方即使
有見面的機會，也未必能直接交談。「摺扇這件懷袖
雅物，就是他們表情達意的橋樑，用摺扇輕拍衣袖，
代表正等待你的意思；把半開的扇子完全張開就是
向對方示愛，代表心扉為君打開。」中國扇子藝術學
會副秘書長李新，研究和收藏摺扇多年，認為扇子由
扇骨到扇面都是藝術的結晶，而且與人們的生活息息
相關。
牛年伊始，李新首次匯聚了中國扇子藝術學會會
員，以及自己的部分收藏共88把珍貴的扇子，於上水
廣場展覽，希望大家與扇結緣。
文：陳慧敏 攝：彭子文

從 事美術工作的李新20多年來一直研究及收藏
扇子，當初加入中國扇子藝術學會研究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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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欣傑的經歷，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香港新媒
體藝術的窘境。新媒體藝術家要在香港創作及展覽作
品，有時如同磨練自己適應環境的絕頂能力，攻破一
個又一個的impossible mission。
首先硬件方面，新媒體作品大多涉及到電子設備、
投影、電腦等，展覽場地的電力供應就是其中一個大
問題。「展覽作品時經常怕電不充足。以前在牛棚展
覽，覺得那裡已經可算是一個理想的新媒體展場，但
次次也要拿後備電，那筆錢已經很多。就連微波藝術
節每年在大會堂搞，其實也要拉電。一來插座不夠
用，二來不一定能負荷作品。大會堂也不是一個很好
的展場，因為很多作品都要掛投影儀，要吊在天花板
上，在大會堂便動輒需要申請六七個部門，得到批准
才能進行。所以06年後微波藝術節想過搬地方，也曾
考慮過維多利亞監獄，但又是那個問題，場地好，沒
電。」
不能修改場地，唯有修改作品，Moving Mario亦曾
因為電的問題進行改裝，最終做到「插一個插頭也可
以」
。現在的他，如同許多新媒體藝術家一般，將工作
室搬到工廠區，看中的，也是電的負荷能力。
硬件難搞，軟件也好不到哪裡去。不只是新媒體藝
術，香港藝術的技術支援方面都比較弱，要不就是純
技術的「沒有藝術sense的技術支持」
，作品掉下來，便
找一個電工師傅隨便掛上去。「所以作品擺出來總很
難看。最好的例子是，我去展出Moving Mario的時
候，需要在牆上鑿出一條長條形的洞。最初在香港展
的時候，木工師傅做完居然自己做主給我裝了一個邊
框，讓我哭笑不得。而我也需要全程在場監督質量，
但在台灣或者國外是不會這樣的。」
他回憶自己在克羅地亞展覽的經歷，畫廊助手不僅
會提供技術支援，亦能從藝術家的角度考量作品的協
助工作，因為他們大多修讀相關專業。再而，國外的
展覽很多，亦培養出與藝術家配合的相關行業，木工
等對藝術家的工作都比較熟悉，自然不必像香港般
「隨便到五金舖請一個回來」
。
近年來，新媒體藝術在香港的曝光率有些微的增
加，但公眾對於它的印象大概仍然停留在對於新科
技、新的互動模式的好奇上，並不知道好的新媒體藝
術恰恰不依賴於對技術的「朝聖」
。公眾的不了解也導
致了新媒體藝術家的「再度隱形」
。
硬件、軟件、欣賞氛圍，說起來似乎很瑣碎，但這
些瑣碎恰恰就是藝術創作的「柴米油鹽醬醋茶」
，缺了
哪一樣都巧婦難為。林欣傑說，他其實最想在香港搞
展覽，可是，「一沒有人，二沒有地方，三沒有人知
道Keith Lam是誰。怎麼搞？」我不禁開他玩笑，說他
如同「被逼出走」
。「香港神奇的地方是，在外面紅了
才有可能回來，一直呆在這裡永遠紅不了。」無奈之
中，似乎又只能走如Vivian Tam和王家衛般「出口轉
內銷」的道路。

「
『出走』一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負面的現實狀況，
畢竟，好人好物的話何必要走？最開始肯定是觸及到
了生存問題，不得已要離開。」當年於中大藝術系畢
業後，林東鵬因為有感於在香港難以成為全職藝術家
而赴英國留學，後來亦考慮過留在當地發展。但他最
終選擇回到香港與家人團聚，重新發現在香港從事藝
術的可能空間。「以前我對於香港藝術氛圍中的負面
東西很敏感，現在則盡量去向積極的方向想。這個城
市的視覺元素是超多、超豐富的，有很多創作的可
能。現在的我，就是要think global, act local。」
就算到北京設立工作室，也並非想要轉移工作的重
心。「我去北京並不是想要成為北京的藝術家，而是
帶 信念放在那個場地中測試。」在北京創作沒有讓
他進入北京的藝術圈，反而讓他在空間與時間的距離
外回望香港，這算不算是「出走」的一個得 ？
另外一個積極出走尋找新空間與創作靈感的，是藝
術家曾建華，他最近一次在香港的個展已經要追溯到
05年在香港約翰百德畫廊的展覽。06年開始，他先後
在莫斯科、上海、東京、挪威、首爾、赫爾辛基、漢
堡等多地參與展覽，雖然仍是「常駐」香港，但已很
少在香港露面。
「之前在香港的很多地方我都已經做過展覽，再做相
似的似乎沒有新的意思。06年開始很多外面的畫廊和博
物館來邀請我，有機會我就想多去一些不一樣的地方展
覽。」曾建華的作品，許多與「牆紙」有關，將文字在
牆紙上繪成美麗的花形圖案，貼滿整個空間。從遠處
看，作品十分漂亮，富有裝飾意味，近看才發現組成圖
案的文字非常調侃，更有不少粗口在其中，充滿了矛盾
的意味。作品在不同空間中呈現出不同樣貌，難怪他說
總在相似的展場佈展是件很悶的事情。
除了不同的空間帶來新刺激，和林欣傑一樣，外國
展場專業認真的技術支援和觀眾的討論氛圍都讓曾建
華欣喜。「我在荷蘭展覽時，技術人員真的和我一起
討論作品應該如何佈局，十分專業認真。而觀眾的參
與也很熱烈，很多人居然都看過我以前的作品，專門
找我討論，這在當時的香港並不是很多的，人們大多
來看看，也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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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投行善 網上開展
要奪得心頭好，又要做善事？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現正舉行每兩
個月一次的網上慈善拍賣，拍賣品包括：齊白石畫作《祖國萬歲》
的純足金金箔畫（圖）
、瑋緻活水晶擺設「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
「The Best of Nana Mougkouri」黑膠唱片專輯套裝、香港18區特色
珍貴郵票冊、社會福利署50周年紀念封，以及《中國隊參加2002
年世界盃足球賽紀念》正式紀念封連郵票等。
這些拍賣品均由熱心人士及企業捐贈，絕對能吸引不同的收藏
家。這次拍賣的截止競投日期為2月13日，收益將全數用於支持
該處的服務發展，幫助弱勢社群。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同時歡迎各
界捐贈物品拍賣，亦接受寄賣物品拍賣，5成的拍賣收益將捐贈
該處作慈善用途。
競投網頁：http://www.hkcs.org/support/auction/auctionli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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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馬」是中國第一把象牙微雕摺扇，由
蘇州著名工藝美術雕刻大師虞心昌花了半年
時間製成。大家在顯微鏡下，才可欣賞直徑
2厘米的扇面上，形態各異的百馬。

古舊銀器價值被低估

隨 藝術品市場和國際銀價近年不斷上升，舊銀器的價
格也水漲船高，但與書畫、瓷器、古錢幣
等藏品相比，古舊銀器的現水平價格仍
屬平穩，甚至有點被低估。早前的一個
外國拍賣會，一個清代早期的小銀盒，
最終以1,000多美元的高價成交，若在中
國市場上，400至500元就可成交。
舊銀器主要分為器物和飾物兩大類：
器物可細分為飲食器具、陳設觀賞品、
宗教祭祀器等；而飾物類則可細分為頭
飾、頸飾、耳飾等。當中尤以明清時期
面世的精美舊銀器最引人注目，因為這
個時期的銀器不僅外形精緻不凡，端莊

典雅，工藝上也有許多新的技法，器形多姿多彩，因而深
得當時的皇室貴胄寵愛，被視為富貴的象徵。
而以潮州銀器為主的廣東銀器，更被認為價格只
反映成本和工錢，價格大概只有北京同類型銀器的
50%和四川的70%。潮州金銀工藝已有1,000多年的
歷史，傳統技藝集中於平鏨、浮雕、花絲、鑲嵌
等。由於傳統忽略金銀器的收藏價值，金銀器物一
直被視為擺設品，廣東省博物館也只有數件藏品。
雖然銀器的價值被低估，但有眼光的收藏家絕不
缺乏。一位藏家僅以2萬元左右購入一隻清中晚期
做工精緻的銀質雙龍獸腿香熏爐，數位古玩藏家提
出以超出2倍多的價格，該藏家也不願割愛，精緻
銀器上升空間之大，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