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設計

專題

從藝術之都
遙望香港

Basel與Art兩個字，在香港人眼中是一對的。身邊有朋
友非藝展常客，每逢3月卻會神心地付300大元參觀香港Art
Basel藝術展。年度藝壇盛事令人準時爆發文青氣息，可是，
撇除了Art，對於Basel，也即瑞士第三大城市巴塞爾，大家
還知道什麼？

Basel是Art Basel藝術展的發源地。「始祖」Art Basel規
模XXL，記者多麼希望能秒速進化到腳下有轆，可以輕鬆
飛馳展場（笑）。今年瑞士Art Basel於上月中舉行，5月初
酒店房間已爆滿，結果記者要住到德國去！ Basel 東北與德
國接壤，半小時不到我就能由德國Grenzach-Wyhlen坐巴士
到瑞士Basel市中心了（再笑）。藝術品在Messeplatz展館，
也延伸到城中各處，博物館、書店，甚至泳池、政府部門
大樓都變成展場。

Basel
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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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因藝術認識Basel（至少這個字）。嫁到Basel的
香港人妻Angelika從Basel的城市景觀與人口組成看到香港的
身影。頻繁被問"Where are you from?"，引發她溯本求源，
並借一個藝術展覽尋找答案。
領略雙城共通點，始於足下。明年到Basel參觀Art Basel，
保持距離感受香港，或能有更深體會。
撰文•葉青霞

攝影•蕭學儀

鳴謝•土耳其航空（TURKISH AIR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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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ty Chou《TWO GREEN TAPES》

蘇 黎 世 以 財 經 金 融 為 先； 日 內 瓦 鐘 錶

身在Basel心在港
借藝術講本土故事

兩條相疊膠帶如像邊界。她的攝影作品常
有意料之外的思考空間。

業蓬勃。就文藝地位來說，全瑞士最高，是

Basel。「Basel是全國花費最大金額於藝術的
城市，每年人均消費是1100多瑞士法郎（逾

8000港元）。」以往一直在港從事藝術行政及
策展工作的Angelika告訴我。
尤其在每年6月，Art Basel舉行期間，大
大小小不同的文藝活動在城內舉行，藝術氣
氛 更 濃。 我 們 到 達Basel的 首 三 天， 每 天 都
往 位 於Messeplatz的 展 館 採 訪Art Basel藝 術
展。過了幾天耳聞德語，口說英語的日子，6
月13日 這 一 天， 我 們 走 到Basel的 老 城 大 學
區，參觀Angelika策劃的展覽《HOMELAND

in TRANSIT》，終於能再聽再講最親切的廣東
話。展覽地點在一所十三世紀興建的老房子，
這古蹟更是策展人Angelika的家。走過花園，
她的狗狗到來相迎，親切得如像到朋友家串門
子，與參觀保安嚴密、展品大堆頭的Art Basel
體驗，截然不同。

MAP Office《HONG KONG IS OUR MUSEUM》

（上）萊茵河上連接兩岸的橋，讓Angelika聯想起曾
打趣說維港再填海的話，香港島與九龍靠一條橋就
能相連。
（下）Angelika認為香港常強調「向前看，發展」，卻
忽略了歷史的根本。身處萊茵河畔的她勾起了對維港
的回憶。

韋邦雨《A GOLDEN BOUGH 3》
不能擦改的原子筆曾讓韋邦雨考試時非常不
安，但用來繪畫，他反而覺得原子筆能讓他更
集中表達自我。

燈箱放於地上，而且刻意有點歪斜不貼牆身，突出香港
由二百六十三座島嶼組成的特點。

Angelika2017年結婚，丈夫是香港人，

文化兩樣。「一邊古老，另一邊較有活力，好

是一位建築師，因工作居住Basel十六年。「如

多不同移民。這種文化差異總是讓我聯想起我

我們分隔兩地生活，應該不行吧。我也是時候

的城市，香港。」

出去看看，尤其這裏文化藝術氣息濃厚。」她
嫁到與香港有六小時時差的瑞士，卻剛好住在
最適合她的Basel，就似冥冥中注定。

住在B a s e l 的東方面孔當然引起好奇，

"Where are you from?"是新相識的指定問題。
「這問題很簡單，諗深一層好複雜，被問得多

尋Basel與港雷同解相思

我都反問自己『係囉，到底我响邊度來』。」
原點在哪？她思索良久。「我爸媽從大陸移民

Basel與香港看似「大纜扯唔埋」，她偏

到港，我同好多同代香港人一樣，都是移民後

偏看出類同之處。人在異地沒添閒愁，是萊茵

裔。」香港是動亂避難所，瑞士一樣聚集移

河（Rhine）解其思鄉病。「很多人問我是否

民。「很多瑞士朋友都提及祖先不是瑞士人，

習慣？我覺得很慣，因為萊茵河在我家附近，

他們從不同國家遷居到來，可能由於戰爭，可

去到哪裏我都看到它，它就像香港的維多利亞

能由於經濟，本來各有家鄉。」

港。有時我在Basel聽到船的鳴笛聲，勾起回
憶，以往大霧時在維港旁都會聽到笛聲。」

她把思考化為實踐，借策展審視自己，從
而了解香港人的文化身份。「殖民地來說，香

萊茵河橫渡多個歐洲國家，是世上最繁

港的歷史很獨特。我們常說要展望將來，但過

忙的流域之一，如像我們熟悉的維多利亞港，

去又是怎樣的呢？」無根如何結果？她找來八

海上商業貿易活動頻仍。河上老橋更讓她幻

個香港藝術單位，包括Kitty Chou、朱興華、

想成真。「以前香港常說要填海，曾跟朋友

熊輝、李家昇、梁志和、MAP Office、倪鷺露

笑說維港再填下去，香港島與九龍近到起條

及韋邦雨探討何謂homeland，有人繪畫，有

橋 就 能 兩 邊 走。Basel這 條 老 橋 實 現 了 我 的

人攝製影片，有人拼貼相片，跟當地人訴說香

fantasy。」她說港島人與九龍人「硬係唔多

港故事。

同」，而萊茵河把Basel一分為二，東西兩岸
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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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和的《MY NAME IS VICTORIA》說

作透出魔幻感。「我在朋友一幅相片上繪畫，

的是個「命名」故事。他跟四十位同樣名為

相片是他用爸爸遺留的相機到日本森林拍下

Victoria的女生通電郵，讓她們道出為何當初

的，他如像借鏡頭找爸爸的靈魂。 我覺得這

取名Victoria，影片用一把女聲複述。「香港

很像神話中，Aeneas到冥界尋找父親的一段

成為殖民地時，英國由Queen Victoria統治。

故事。」Aeneas在黑暗中找到傳說中的發光

香港有很多地方以Victoria命名，例如維港、

金枝（The Golden Bough），引領他與父親

域多利道。梁志和沿着域多利道拍攝，一直拍

Anchises重聚，過程中他更重拾勇氣。

到香港仔。」1841年，一批英軍登陸香港仔，
這是香港的起源。

韋邦雨藉創作梳理自己。「我在相片上畫
了些細碎的自然界圖案，融合我零碎的家族史

從父母處尋找源起

及自身感受。」他更特別採用學生時代每次考
試都讓他五內翻滾的原子筆作畫。「用原子筆

訪談當天，兩位參展畫家熊輝及韋邦雨都

寫字不能擦，總是令我很恐懼，但當它變成繪

在場。熊輝為了解媽媽的過去，巧妙地借摺紙

畫工具，我反而覺得筆跟我的身心連在一起，

問出心底話。「她不太願意講過往經歷，我請

讓我更自然流露想法。」

她用宣紙摺了一隻紙船，過程中我問了她很多
問題。摺紙讓大家都尋回童年回憶。」熊輝媽

Homeland似是意指你落地生根之處，但

媽是印尼華僑，小時候坐了兩個月船去中國，

homeland是流動的，不必刻意「靠岸」。「即

後來才來港。「我爸爸是傳統山水畫家，找到

使我遷居到Basel，我仍常聯想到我的出生地

自己路向前，他是我的壓力來源。小時候常畫

香港。」

媽媽的肖像，她是我的保護網。今次希望講她
的故事，跟她合作創作。」是為《源》之三。

是什麼驅使Angelika在Basel辦展覽？係
愛呀﹗對香港的愛。

韋邦雨的《A GOLDEN BOUGH 3 》畫

李家昇 《EVERYBODY SAID CAMEL WAS THE
FATHER OF GPS》、《FINALLY WE LANDED

熊輝 《源》之三
熊輝媽媽摺的紙船盛載她的回憶，在熊輝眼中紙船
恍似媽媽的軀體，他想編織一塊布覆蓋着她，於是
他用線條為媽媽織「布」，把紙船放在宣紙下並用
水濕透，待快要乾時畫上一條條直線，讓紙船摺痕
給「布」覆蓋。畫作表達徘徊在遺忘與存在之間的
狀態。

AT THE FOOT OF THE VALLEY BESIDE THE
TWO LOW TREES》、《AS PLANNED、AFTER
CLIMBING INTENSIVELY FOR THREE DAYS》
每幀作品分別寫上可堪細味的文字，主題都與尋覓
方向有關。

進門有個小角落，Angelika擺放了一燈箱

溯源求知先自觀

裝置《HONG KONG IS OUR MUSEUM》，作
品出自Laurent Gutierrez及Valérie Portefaix組

三件作品留下很多問號，思潮未靜，我

成的居港藝術組合Map Office之手。Angelika

們進入展覽廳，看到李家昇的攝影作品拼貼，

解釋：「我並沒把它掛牆，放在地上刻意不貼

當中寫上別具意思的文字。「作品是一組多

牆身，像一座浮在地上的島。」陳列方式別出

張，我選取其中五張展出，每張都與尋找方向

心裁，原因與香港的地理有關。「香港有二百多

有關，都有文字創作的部分，例如寫上"THE

個島嶼，我希望讓Basel的朋友多了解香港。」

PART OF HISTORY THAT HAS NEVER BEEN

進場看展的人都會得到Angelika的親身導賞。

TOLD"。」生於殖民地時代的我們，對於香港

倪鷺露 《RECOGNISING IT》、《FINDING IT》

梁志和《MY NAME IS VICTORIA》

一對作品，一幅是水墨紙本，另一幅是水墨絹畫。
倪鷺露曾受抑鬱困擾，靠冥想內省自觀，從畫作都
能看出端倪。因今次展覽，她追溯家族史，才知曾
祖母是蒙古人，以往她從來不知自己的源起。

作品包括一齣短片及一本書。他把四十位Victoria為
何取名Victoria的故事，借一把女聲訴說。香港有很
多地方因維多利亞女皇而得名Victoria，例如維港、
域多利道。（攝影：Nici Jost）

為何成了殖民地，又是否暸如指掌？「我們知
兩邊牆則掛上攝影師Kitty Chou兩幀很有細
味空間的作品。Angelika解說《TWO GREEN

道的歷史是否真實？追溯香港以至自身家族
史，方向得自己尋找。」

TAPES》：「相中有兩條綠色膠帶，我看到時覺

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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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那很像邊界。碎片散落一地，感覺很雜亂，

倪鷺露的水墨作品偏向心靈層面，「她每

有來參觀的瑞士朋友形容為organised chaos，

天冥想打坐，從作品可看到她『自觀』，她認

是有組織的混亂場面。」另一張《ORANGE &

為homeland可以從內心找到。」倪鷺露追求

GREEN #1》被定格的是一個浮波。Kitty Chou

的是寧靜平和的狀態，在我看來，與唐代詩人

喜歡海面的光影，把本應打直看的相片橫裱，

白居易寫的「我身本無鄉，心安是歸處」頗為

有點模糊實相之況味。

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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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Basel館內
大碼展品意象無限
香港人每逢「藝術3月」，雙眼忙得不可

等多個項目。其中Unlimited（意象無限）最

開交，要快步走勻各大藝術展覽，對腳都好唔

為藝術圈推崇，很多入場人士甚至只集中看

得閒。Art Basel（巴塞爾藝術展）是最多人

Unlimited展品。

參與其中的一個。它1970年由來自瑞士Basel
的藝廊創辦人成立，現已發展為國際藝術交流

Unlimited 展區專為龐大、需要空間才

平台，每年於Basel、邁阿密海灘和香港舉行

能凸顯意念的作品而設。展區連續第八年由

展會，匯集環球現代與當代作品。除了展銷會

Hirshhorn Museum and Sculpture Garden總

模式，也有Art Basel Cities（巴塞爾藝術展都

策展人Gianni Jetzer策展。他受訪時提到入選

會）與夥伴城市舉辦的獨特文化活動。

作品都經委員會投票選出。「委員會由六大藝
廊組成，他們會投票，如果全贊同，藝術品就

對於Art Basel展覽方式，相信香港人不
會陌生，但瑞士Art Basel的規模甚大，分為

Galleries、Feature、Statements、Unlimited

可展出：如果全反對，就不會展出。不能達成
共識的才由我決定。」

瑞 士Art Basel Unlimited（ 意
象無限）展區策展人Gianni
Jetzer，今年最後一年為展區
策展。

Sislej Xhafa《ovoid solitude》
一道鐵閘，一位賣蛋老人就真的一直在展覽期間坐
在閘口，身後有一疊疊的蛋。記者與伯伯交談，來
自古巴的他稱自己現實中真的賣蛋。策展人Jetzer認
為蛋是生命的象徵，很脆弱，很易失去。
徐震®《Nirvana》
幾可亂真的賭場環境，連地氈都一絲不苟。觀眾看
到表演者如像在做宗教儀式，創作精細的藏傳佛教
曼陀羅沙畫，成品卻是多張賭枱上的下注圖案，讓
人生出無限聯想，啟發思考。

推介象徵意義之作

今年七十五件作品，有極具規模的雕塑、
大幅壁畫、攝影系列、錄像投影及表演藝術

今 年 他 特 別 推 介 徐 震®的 表 演 藝 術 作 品

等，突破傳統藝術展展位局限。其中Andrea

《Nirvana》。身處如像賭場的環境，觀眾看到

Bowers的裝置作品《Open Secret》（2018年）

表演者如像在創作藏傳佛教的曼陀羅沙畫，虔

顯得異常震撼。高聳的紅色條幅雙面展示近二百

誠地作畫，成品卻是一張張賭枱上的下注圖

反性侵國際運動"#MeToo"與"Time's Up"個案，

案。Jetzer謂：「我很喜歡徐震，他藝術事業

起 源 自2017年 對 美 國 知 名 電 影 製 片Harvey

相當成功，雖然他大多數時間留在中國。今次

Weinstein性侵指控。記者身處其中，無限壓迫

他把賭場與曼陀羅融合，意念很有趣。藝術品

感襲來，那種惡心讓作品相當成功。

買賣有時與賭博相提並論，兩者都是以小博
大。曼陀羅用的是沙，一個動作已能摧毁一
切，它非永恆，我覺得作品有很多象徵性，非
常優美。」
他另外提及Sislej Xhafa的《ovoid solitude》。
「是很棒的表演藝術，一位從古巴來的賣蛋男人
一直在展出期間看顧店舖。蛋是生命的象徵，充
滿營養，卻都很脆弱，很易失去，如你視它為
日用品，它就變得沒價值了。」
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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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 Fusco 《 Tin Ma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藝術家把美國總統特朗普變成3米高的《綠野仙蹤》
角色Tin Man（錫人），諷刺他沒「心」不懂愛，又
不介意自己沒「腦袋」，需要石油才能運行，幽默
地抗議他的政策，在現場甚為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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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af Nicolai《Big Sneaker [The Nineties]》
長逾9米的Nike Air Max充氣波鞋，側放時可讓人坐
進去。藝術家強調具娛樂性的東西都可讓人深思，
他向來喜歡以沒分析性的事物做分析，寧寫短篇小
說不寫長篇論文。

Andrea Bowers《Open Secret》

Belu-Simion Fainaru《Rose of Nothingness》

作品視覺效果震撼，記錄#MeToo及Time's Up反性
侵運動。高聳的紅色條幅上雙面展示近二百個案，
被指控性侵的公眾人物有人道歉有人否認，受害者
的法律行動也一併展示。

裝置與Paul Celan詩歌《死亡賦格》有關，他在納
粹集中營寫下這首充滿痛苦的詩。裝置滴下的黑色
水滴呼應詩中強調的「黑色牛奶」。作品重塑歷史，
並思索身份與國界議題。

Daniel Knorr《Laundry》
大堆頭的洗車表演吸引很多觀眾駐足。表演者用顏
料「洗車」，潔白的汽車模型，進「洗車器」後染
上色彩，是一場有趣的繪畫藝術表演。

徐道獲《Hub, 260-7 Sungbook-Dong, SungbookKu, Seoul, Korea》
南韓長大的藝術家先後移居美國及英國，作品核心
主題離不開「家」。他擅長以不鏽鋼框架搭建空間，
並鋪上紗網，他這次為觀眾提供參觀他舊居的機
會，呈獻真實大小比例的作品。

Andreas Angelidakis《Post-Ruin (Pink)》
粉紅色軟身的「頹垣」是可以可靈活組裝的座位，
談天睡覺吃午餐一百樣可能。藝術裝置在現場更成
了小朋友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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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十分推介，廿分推介Art Basel 城

Art Basel館外
穿池過園城藝之旅

藝之旅（Parcours）﹗只要拿着官方印刷、圖
文並茂及附上地圖的小冊子，就能跟着路線在
市內最具歷史的Münsterplatz舊城區，免費看
到二十件融入老書店、公園，甚至政府部門大
樓的雕塑、畫作及表演。於展場不見天日連
環拍攝兩天後，這趟藍天白雲下的旅程來得
合時。本年度為第10屆城藝之旅，再度由瑞

2

士Birsfelden非營利展覽空間SALTS的創辦人

Samuel Leuenberger策展。
跟着Leuenberger游走體驗獨特，當他帶
我們進入公眾泳池範圍時，相信大夥兒都有不
知葫蘆賣什麼藥之感。泳池後方竟有個人迹
罕至的籃球場，牆上有兩幅丹麥藝術家Matias

Faldbakken瓷磚畫，就連Leuenberger都笑
謂：「很多附近學校學生都來這個泳池游水，
穿過泳池，我們走到放置展品的「神秘」籃球場。

卻不知這裏有個籃球場。藝術家很喜歡這個氛
圍，選擇在這裏展示作品。」陽光下樹影打在

Matias Faldbakken 《Sketch for Tile Drawing》

畫上，有機地為展品添上大自然筆觸。

藝術家自2006年起在瓷磚上作畫，而且都在現場即席
繪畫，務求與周遭環境更多對應。他偏愛把作品置於泳
池、地下通道及各種與死亡有關的空間。
1

3

4
1

Rinus Van de Velde《Prop, Flood, Roof》

藝術家為今年9月放映的電影《The Villagers》創作十七個真實比例的場景。作品呈現其中一幕，講述洪水氾濫後，屋頂成了最後避難所。電
影背景是法國阿爾卑斯山的虛構村莊，那裏如像一個平行宇宙。作品特別展出於負責處理交通事務的政府大樓。
2

Hassan Sharif 《Copper No. 32》

Sharif是海灣地區當代藝術先驅，他把銅線交織化作雕塑，似繭又似身體。展場是Basel一家古董書店Erasmushaus。銅是工業化的相關材料，
在藝術家手中，銅被扭曲，就像他的家鄉迅速走向現代化的狀態。
3

Camille Henrot《Every Goodbye》

三個問號青銅雕塑，其中一個掛有嬰兒「止牙痕」玩具。藝術家認為嬰兒因為好奇，所以試圖把物件放在嘴中咀嚼，像是發問然後嘗試尋
找答案。
4

Dan Graham 《Dancing Circles》

空置時，半迴旋結構十分優雅，具有雕塑感和建築感，與環境及參觀者互動。放於Münsterplatz廣場，進去的人能看到外面，外面的又可看
透內在，似在扮演表演者與觀眾的角色。
明周

028

45_018-031_feature.indd 28-29

029

19年7月16日 下午4:20

取道土耳其
回港前繼續觀展
今 次 往Basel採 訪 選 坐 土 耳 其 航 空， 要
在伊斯坦堡轉機。新伊斯坦堡機場今年4月啟
用，地方偌大，店舖極多，本土品牌時裝非
常高質……扯遠了，購物慾再強都要留時間
到土耳其航空商務貴賓室，欣賞與伊斯坦堡
現代藝術博物館（Istanbul Modern）合辦的
藝術展，將候機時間化為文化體驗。伊斯坦

場內既有抽象作品，也有傳統風景畫。

堡現代藝術博物館是全國首個現代及當代藝
術博物館，精選十六位藝術家的三十八件作
品展出，作品每年更新三次。
佔地130平方米的展館，展出二十世紀初
的傳統風景畫、五十年代藝術家結合東西方
元素創作的抽象畫、以新視角詮釋安納托利
亞（Anatolia）文化的作品等。
共用工作間Werkraum Warteck pp是LISTE的展
場，名字中的pp意指permanently provisional（永
久地暫時），凸顯空間「隨時變身」的靈活性。

A Selection from the Istanbul
Museum of Modern Art
Collection

Aliye Berger《Self-portrait》
Aliye Berger乃土耳其首批版畫畫家，以表現主義的版畫見稱。

日期：即日開放，完結日期未定
地點：新伊斯坦堡機場土耳其航空商務貴賓室

同

期

展

覽
土耳其航空商務貴賓室現展出伊斯坦堡現代藝術博物館館藏

LISTE
玩味空間培育新秀
LISTE藝術展與Art Basel同期舉行，藝術
愛好者通常一併參觀。LISTE始於1996年，主
力推廣新晉藝廊作品。說實話，親身參觀後
發現有些作品技法幼嫩，有些則嫌陳腔濫調，
但當中不乏驚喜，不少收藏家都來發掘有潛
力新星。

LISTE選址的五層高建築縱橫交錯，甚具
玩味。有些展區特別raw，有些又正正經經像
辦公室，有些在老舊旋轉樓梯之下，頗有探

Miriam Laura Leonardi《Loved》

Akira Ikezoe《A Room full of Coconuts》

秘感。大樓前身是釀酒廠，上世紀九十年代

一組作品有十個「我愛Basel」雪花水晶球。
藝術家把圓形改成心形，並化為單色，如像
失平衡般倒下側放。雖已無法看到雪花墜落，
Basel字眼仍清晰可見，她希望模糊旅客紀念
品與雕塑的界限。

於紐約發展的日裔藝術家Akira Ikezoe畫作顏
色繽紛，所有人類都是椰頭人身，做着各式
有趣動作，穩穩滲出環保意識。

改變用途成為文化向的共用工作間Werkraum

Warteck pp，有工匠、藝術家、設計師studio
等。展覽期間租戶特別遷出讓藝廊進駐，單單
為了建築本身，已值得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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