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觀

九七前後，香港的視覺藝術家集

體性對政治、社會文化議題作出回

應，他們從九七至今足走了十年的光

景。究竟這段歷史對當時及日後的藝

術家帶來了甚麼的關注、討論和行

動？假設九七是香港藝術史一個重要

轉捩點，為香港藝術家帶來一定的創

作體驗和認知的話，對這段歷史的論

述、再讀及反思，或許能為我們當下

對應過去、面向未來提供一些啟迪。

本文試從歷史文本出發，先重讀

九七藝術的前提，後解讀九七後香港

視覺藝術創作個人化走向，切入多個

藝術文本的意旨，商榷箇中思路，以

理解香港當代視藝創作發展的向度；

繼而從主體性的角度，引述「10年回

歸前後話」展覽研究計劃，探索藝術

家的主體意識和書寫香港藝術歷史的

重要意義。

一　歷史文本的縫隙

回顧十年來香港視覺藝術的歷史，

先要逾越歷史文本的限制。舊有的著

作中，很難找到對應九七年以來藝術

創作的系統研究和分析。香港藝術館

編製的《香港藝術家：香港藝術館藏

品選粹》第一輯（1995），回顧了香港

自1992到1995年間的藝術大事。人們

或許以為《香港藝術家》第二輯（2000）

會接續回顧1996至2000年的藝術大

事，但那只是國畫與水彩畫的天下。

也不要誤解《香港藝術一九九七：香

港藝術館藏品展．北京．廣州》（1997）

的書名，因為內文只是有關1997年舉

行的香港藝術館藏展。再者，朱琦的

《香港美術史》（2005）對九七藝術的描

述也只有八行文字。

較能對應這時期而言之有物的書

寫，卻散見於一些資深藝評員的文章

或書籍，例如祈大&（David Clarke）

的《香港藝術——文化與非殖民化》

（Hong Kong Art: Culture and Decoloniz-

ation, 2001）及劉建華對該書的評論文

章，黎健強、梁寶山編著的《從過渡

跨越千禧：七人視藝評論自選文集》

（2002），以及何慶基、祈大&總編的

《他人的故事——我們的註腳：香港當

代藝術研究，1990-1999》（2002）等。

較有系統的展覽資料以及部分香港藝

術家的資料和作品，可在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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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Archive（1985-2001）以及2000年成

立的亞洲藝術文獻庫的檔案中找到。

另外，九七前後的展覽場刊亦是相當

重要的參考資料。

值得一提的是，《他人的故事》一

書除了列出1990至1999年的香港藝術

事件外，並且刊載了1999至2003年間

對90年代藝術家的訪談內容，被訪的

藝術家都曾活躍於九七前後，當中包

括曾德平、梁志和、文晶瑩、郭孟

浩、蔡仞姿、蘇慶強、劉掬色、鮑藹

倫等人，內容包括藝術家檢視自己的

創作歷程，以及表達對九七後香港藝

術發展的看法。

二　九七藝術創作的「前提」

《中英聯合聲明》雖於1984年簽

訂，但藝術創作對本土歷史、文化身

份的集體思索至90年代初才在香港陸

續呈現。何慶基早自1991年在香港藝

術中心舉辦一系列的香港文化展覽，

如早期的「李鐵夫作品展」，後續辦了

多個具香港流行文化色彩的展覽，如

《香港60年代——文化身份的設計》。

直至九七來臨，何以「九七博物館」借

虛構性神話建構歷史的「盧亭」（1997），

加上1996年成立的Para/Site亦紛紛

舉辦一連串涉及歷史、記憶、本土意

識的展覽，成為九七期間香港藝術創

作的重心之一。其中《形／物》展覽

（1996）關注民間歷史的殘®，發掘

香港的本土性，參展藝術家之一曾

德平以「哈囉！香港──第三集」，用

普羅市民的生活物質作裝置。另外梁

志和的「李寶龍夢」以攝影重構李寶龍

路的昔日，展現看見與看不見的過

去。文晶瑩和黃志恆的《異過借房》聯

展（1996），利用西環的建築廢料表達

城市建築過快對記憶的抹拭。還有展

示本土生活、對社群關係作出思考

的《西環新客》（1996）、混雜童年回憶

的《一九九七颱風經驗》（1997）等等。

隨Û九七政治大氣的推波助瀾，

社會政治性的藝術創作亦成焦點。當

時顯見活躍的有青年藝術家協會的成

員王純杰、甘志強、潘星磊等人，他

們於1995年已舉行「前九七藝術方案

展」、「文化方言」、「陽具藝術展」等

展覽和演出，當時被喻為前&，充滿

社會、政治諷喻味道；尤其是潘星磊

「打扁英女皇銅像的鼻子並向其淋紅

油」的「紅色行動」、甘志強以鳥籠隱

喻空間與自由的「過渡」作品等。另

外，還有一些尋找中國感性或思考與

中國關係的展覽，如「中國旅程97」

的交流計劃。

觀乎九七的藝術創作，祈大&認

為在國族主義的恐懼下，香港的藝術

創作大部分充滿反拒國族或強調本土

文化身份的意識；並且，香港的本土

意識是以批判國家意識的身份存在，

其個性部分以歪曲和負面形式表達。

可是，藝評人劉建華質疑，要是回歸

前後藝圈的活躍，是基於一種藝術

「抗共」的回歸反應，在後九七面對

「真正的」回歸，這種反應理應更強

烈，但視藝圈卻並非如此。九七年

後，香港隨即經歷金融風暴，2003年

爆發的「沙士」，至七一五十萬人遊行

才被視為後九七的衝擊；又因國內

的藝術熱在國際舞台上打得火熱，

香港藝圈被指「跟不上時代」。在複雜

的處境中，藝術家自身如何面對、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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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的個人化詮譯

香港視藝創作在九七前已從個人

情感出發，以個人歷史、空間記憶和

身體作表述：《有限剖白》（1996）、冼

紈的《憶記記憶》（1997）、以物喻情的

《婆媽匣子》（1999）、有關家與城市空

間探索的《屋企》（1999）、何兆基的

《雙球上行步》（1995）延至各種身體記

憶、現象⋯⋯。還有鄧凝姿自1990年

致力把藝術融入社會理想，70年代出

生的藝術家C&G自2004年對七一文化

和社會議題的關注，關尚智對社會及

文化制度宰制的批判，自2006年起曾

德平、梁寶山營救天星、皇后碼頭的

社會行動；近年還有白雙全對日常生

活的微觀，近期李傑亦將多年來發展

的格子布紋的畫布脫框作品作為以日

常生活對藝術挑戰的詮釋。故若片面

以政治社會性轉移至個人、生活化，

作為分析跨越九七藝術創作的轉向，

不但值得商榷，且忽視對藝術作品的共

性、異質關係，以至脈絡發展的剖析。

自九七年開始，藝術創作個人化呈

現，打從「隱私性」（張頌仁，1997），

「日常生活和尋常人事」（歐陽憲，

2001），「注重個人零碎的感覺和回

憶」（梁展峰，2006），乃至「內歛─私

人空間」（何慶基，2007），表面意義

在於個人，但論述進路和脈絡的意義

儘不相同，釐清當中的指向，可能有

助我們對香港視藝歷史的內涵作出更

多的討論。

張頌仁在1997年的《私人空間．公

開觀賞》展覽場刊中發表〈隱匿的藝術

家．香港的藝術是否地下藝術？〉。

該文提及藝術家「隱私」的個性，乃置

於香港內部的主流文化和商業價值以

外的邊緣，這種心靈的「逃逸」狀態源

自殖民地的無根文化。文中引證70、

80年代新水墨畫中的結構象徵，最後

以向中國傳統古人學習作結。從無根

文化到皈依中國傳統，70、80年代水

墨作品跟當時九七的香港藝術創作的

「先鋒」狀態難以對號入座，甚至難以

與是次參展的藝術家如梁美萍、文晶

瑩、曾德平的作品對照。而地下的香

港藝術家，最終還是要出走國際。張

頌仁在2001年為第49屆威尼斯雙年展

的香港策展「臨街的觀照」以「隱私性」

借屍還魂，指出香港都市性藝術創作

的強項在於迴避意識形態，並且個人

在都市生活經驗中，借幽默諷喻進行

顛覆；對應其中一位參展藝術家梁志

和，其作品以城市生活經驗的主觀性

為本位。但是次「隱私性」的論述，卻

被認為刻意地要和鄰近地區華人藝術

的強烈民族性、鄉土性和政治意識形

態化等劃清距離，亦陷入自我的東方

主義網羅，難逃他者想像的危機，有

邊緣中心化之嫌。

細顧內部的矛盾，歐陽憲在〈若即

若離的城市：香港的主體性〉（2001）

一文明正地將個人與主體並論，認為

不論香港人對身份的集體追求，藝術

家最終能落實的還是一種誠實、完全

個人的主體性，這是香港藝術的真正

價值和歷史意義所在。他指出「非正

統」的藝術家轉移至日常生活和尋常

人事，相對官方主導的中西融合的

「正統」，正處於阿巴斯（Akbar Abbas）

所言對殖民主義、民族主義、資本主

義各變體之間的調協。歐陽憲引證的

藝術家包括6 0 - 7 0年代出生的梁志

和、石家豪、黃麗貞。這次與「正統」

碰壁，似乎是要跟中西共融、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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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官方論述的框架劃清界線，以提

示置於內部邊緣的「非正統」視藝創作

對主體性的追求。

2006年，梁展峰提出70、80年代

出生的年青藝術家，作為「走向城市

中的個人自處和解脫」，站在「中西中

心以外」的邊緣位置。他去年在為十

四位青進藝術家舉行「出走」展覽的策

展文本中，試圖為新一代藝術家的創

作歸類，強調他們重視自身處境的個

人經驗。其分析既走出中西二元論述

以至各種主義的藩籬，且引用前陣子

在日本流行的卡通片《新世紀》作比

喻。是次展覽呈現了新一代藝術家的

聲音，以自身語言為新一代書寫論

述，這種自我表述，是否主體意識的

伏線？燃起主體的醒覺，對推翻宰制

的意識和日常經驗，以至對批判、解

放、革命的屬性推磨，似乎未必是這

次展覽的進路。

今年2月，何慶基為《默默密密》

展覽撰寫的〈默默無言〉一文，細述新

進藝術家陳素儀、陸貞元和陳美軒，

以後工業的手工作品呈現私人創作的

小歷程，提出了「內歛─私人空間」的

看法。何亦指出三年前策劃《親密集

記》時，曾提及過香港的藝術創作在

回歸前尚較多討論社會議題，近年卻

像紛紛走進極細小的私人空間，如梁

志和的室內照、黃麗貞的衣物鞋履、

李傑的格子布。事實上，梁志和於

1994年完成了第一件在家拍攝的攝

影雕塑作品「水坑口後」；黃麗貞於

1999年已發展瓷鞋、瓷衫的作品；李

傑在2001年後已發展至格子布紋的畫

布脫框創作。但這種「個人化」創作的

延續，是否如文末所述，在說明外邊

世界不能作主，唯有走進自己最細小

的私人空間？這種「低調縝密的私人

探索」，按梁寶山分析，近年為滿足藝

術市場、「休閒化」和專業化的需要，

「私密說」已失去顛覆性，沒有九七期

間裝置藝術和「個人即是政治」所呈現

的批判力度。而張頌仁、歐陽憲以畫

廊當主身份提出「私密說」，其批判力

及認受性亦備受質疑。

四　主體的探路

回歸十年，從主體批判意識出發

的個人藝術創作，可從以女性自主意

識為主的展覽或書寫中找到，尤是

2 0 0 0年由文潔華編寫的《自主的族

群：十位香港新一代女性視覺藝術工

作者》以及去年在藝術中心舉行的香

港與中國、英國藝術家聯展《酷／愛

身體》。直至去年8月，由潘大謙、劉

建華等策劃的《零座標的疆域》展覽，

相信是一次對主體性和互為主體性的

明正探路。十四位香港和台灣藝術

家，透過作品創作和研討，探討文化

身份主體性的議題。儘管這是殖民時

代沒有好好處理的問題，但那怕諸多

因素的阻撓，主體意識的燃燒和實踐，

實在是進入後殖和解殖的必經之路。

在香港回歸十年前後，香港、國

內、英國曼城紛紛舉辦展覽。除了香

港官方歌舞昇平的慶祝展覽和活動

外，其他的展覽是要找出香港的轉變

圖像？或是重顧中心對他者的想像？

立足當下，本地的藝術工作者也認真

落力去回應。今年在香港藝術博物館

舉行的《不中不英》展覽，就是重點推

出以廣東話為香港獨特語言文化的主

題式展覽。其中程展緯的作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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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話」，自覺自我語言被消解，透過

解域化方案建構語言的快感和慾望，

讓亞洲人或外國人學習這種邊緣性語

言，儘管溝通失效，還是呈現一種自

身語言跟外來語言相遇時的普遍性距

離感。對於宮綺雲認為此作品表達廣

東話在語言領域上被殖民或全球化英

語消解中產生的憎恨或失落，不論是

借自本地人或外國人的口，我都深感

到用廣東話發聲的不可能，或是逃離

殖民中心多域語控的困難。事實上，

不單是語言，對歷史、文化的自主

權，經過天星、皇后兩役後，藝術

家、文化人大抵也經驗到為一直被奪

去的東西抗爭的難度。

今年7月1日在土瓜灣牛棚藝術村

舉行的「Talkover/Handover 10年回歸

前後話」的展覽研究計劃，可說是一

個建構香港視覺歷史的實踐起步。亞

洲藝術文獻庫趁今年是香港回歸十周

年，公開搜集關於九七前後的藝術資

料，並邀請了十二位回歸時期活躍的

藝術家，再由他們各自邀請一位現活

躍於香港的藝術家和工作者進行對

話，表達十年前後對個人、社會、政

治、藝術等方面的反思。而參與是項

研究計劃的藝術家，將會把對話延

伸，以獨立或組合方式，透過不同媒

介、素材的作品，在藝術村的1a空間

展出。

事實上，該會的研究員魂游在去

年已對香港當代表演藝術的發展進行

過一項研究，特別採取藝術家口述歷

史的方法，然後進行脈絡的書寫和對

表演藝術類型作出量化分析，對於進

一步歷史質化的研究，提供了相當參

考的資料。是次展覽計劃再以對談方

式，追蹤近十年香港視覺藝術的發展

脈絡，可為前提的藝術歷史文本以及

本文作出補充和修正，而更重要的

是，是項計劃強調主體發聲的重要

性，從藝術家自身出發，對個人創作

與各方面的整合，透過自我表述和批

判論述，進行主體書寫歷史的實踐。

與此同時，劉建華今年5月至9月

進行「藝書港藝史」計劃，邀請九位藝

術家一起探究香港歷史的書寫和論述

方法，相信對歷史書寫的方法會作出

更深層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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