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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所減慢。阮素玲表示她是很幸運的人，先後得到了分別來自賽馬會創意
藝術中心及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地方資助，令她可以以較平價租用工作室，而
前年租約滿後，開始在新蒲崗租用工作室時，就要面對錢的問題了。因本身
的日本藝術家駐留計劃及到南韓參加比賽的資金是由藝發局資助。所以，她
說這次的展覽是一個「回饋項目」，是作為對香港藝術發展局多年來藝術發
展的支持。
    無獨有偶，同樣面對這兩個問題的還有來自法國的Sylvain  Thirouin。
他8年前修讀的是裝飾設計。也是在這個課程中他學習到了陶瓷的製作過
程，覺得陶瓷的包容度很大，因為一開始陶瓷是沒有造型的，也正是因為這
個無形可以表達更多的想法。Sylvain  Thirouin批評法國做展覽的政策，他
介紹現在在法國做一個展覽，的確展覽方會給藝術家一筆錢，但無論這個展
覽邀請到了多少位藝術家參加，錢的數目通常是固定的，連展的時候每個藝
術家所分到的錢其實很少，認為這個政策必須要改進。
    包括阮素玲在內，很多的藝術家其實一開始接觸藝術的時候，都並非接
觸陶藝，俄羅斯的Annouchka  Brochet一開始是畫家，在15年前開始畫陶瓷
畫，開始學習做模，發現做陶藝的時候發現和自己藝術理念相似，她很多作
品都與女性主義，像如何做女藝術家。俄羅斯很多做陶瓷的藝術家都是女
性，因為傳統上都相關認為是幼細的工作，人工不高，而陶瓷的物件亦很多
都關於廚房，所以就做了很多這樣的作品。她的作品也許看起來重複，但每
個都有細微不同。就像現在看到每個腦袋一樣，但其實每個腦袋不一樣。而
互聯網有很多可能性，但是我們都活在這個網中，感覺就像陷阱。
    在俄羅斯，更多的壓力是來自於社會眼光，在俄羅斯無論做女藝術家、
陶瓷藝術家，還是純當一名工作女性。人們會覺得她的成品應該便宜一點，
因為她是女性，社會上其他行業也是如此。人們認為陶瓷不應該昂貴，會拿
一隻普通的碟相比，認為這些物料隨處可見，但其實她的作品創作需要很多
時間和技巧，需一要花很多心思。
    來自斯洛文尼亞的Eva  Peterson  Lenassi則是少有的，從一開始便接觸
陶瓷的藝術家。她表示自己一直都很喜歡陶瓷這個元素，她幾年前在美國學
陶瓷，在家鄉做陶瓷並不盛行，通常被人看作一個興趣。當她在南韓作品入
選時十分開心，亦從那時候開始，在家鄉被更多人認識，以往的經歷不太容
易，現在比較順利了。在斯洛文尼亞，陶瓷藝術面對的則是關注度較低的問
題，做陶瓷藝術品不是太常見，不太會有顧客，沒有人報導，但現在多了人
喜歡，情況也改善了，她亦有開班教學，能夠平衡到自己的生活。而她另一
個身份是一名大學教授，大學入面有新的陶藝部門，但也因此發現國內陶瓷
藝術家好少有。
    與之相反的則是日本，日本的陶藝一直很受重視，例如在日本茶道中，
對器皿的品鑑也是當中十分重要的一環。很多日本人都會認為陶瓷是有用
的，日本國內也有很多著名的陶瓷藝術家，他們之間也會通過互聯網交流，
分享技巧。但因為日本的經濟向下，所以日本陶瓷藝術家現在更多面對的
是如何拓展海外市場和知名度的問題，最近加藤直樹也多去了外地，例如台
灣、上海、美國、歐洲及香港等。
    藝術家中也有一開始並沒有想過從事藝術創作的。來自南韓的Wonjae 
Jo在小的時候彈鋼琴，但後來放棄了，大學讀藝術行政，畢業也沒想過從事
相關的工作。但有天參加了陶瓷的班，做拉杯，感覺像彈鋼琴，要求和手腳
的配合。發自內心地非常喜歡陶瓷的創作，所以選擇陶瓷創作。南韓的藝術
家面對的則是資金不足的問題，政府有相關資助可以提供給藝術家，她之前
沒有申請過，但今年應該會考慮申請，一般而言年輕的藝術家會比較容易通
過申請。

抽象中建構的個人世界——
「她的歌：抽象構造」展覽
   作者：余光

    凱倫偉伯畫廊本年度首展「她的歌：抽象構造」為
觀眾帶來兩位女性藝術家共十四幅的抽象作品。這兩位
藝術家分別是來自德國的 Tina  Buchholtz 和本地藝術
家曾翠薇，雖然二人背景迥異，看似沒有絲毫交集，卻
因創作風格皆崇尚抽象表現主義而促成這次合展二人畫
作的機會。是次展覽作品不但彰顯出抽象藝術的精粹，
更從色調的多重層次感中滲透著傳統中國畫的理念。創
作時，她們都摒棄傳統畫筆，而是撿起刮刀、皺紋膠紙
或塑型膏作為繪畫工具，營造出更具獨特性的構圖與加
深畫面呈現出來的張力。執筆作畫並非必然，兩位藝術
家以刀代筆，同樣展現出上乘的技法。

《悄冥冥》 曾翠薇 塑膠彩布本 122×183cm  2017年
  圖片由凱倫偉伯畫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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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源於中國陶瓷色板
    Tina  Buchholtz早期擅於創作人
物畫，後期卻選擇以色塊與紋理構
造畫面，藝術家以傳統中國陶瓷的
色板作創作靈感，為觀眾帶來一系
列隱若蘊含中國主題的抽象作品。
在創作作品時，藝術家通過在畫布
上添加大量塑彩膠顏料和釉料來呈
現畫面張力，然後通過刮擦或拋光
塑造顏料的形態，增強畫面的效
果。
    畫面上展現出的光澤感，就是
顏料的獨特性。中國傳統陶瓷會用
釉色與紋飾來美化器皿的外觀，釉
色彷如一件外衣，屬於比較抽象的
裝飾手法，而精細的紋飾則比較具
象。釉色是覆蓋在陶瓷表面的無色
或有色的玻璃質薄層，雖然她的作
品並非陶瓷製品，但同樣利用這種
特別的顏料潤色及創作，豐富畫面
效果。Buchholtz的畫作創作出一種
視覺上的凹凸感，具有強烈的紋理
效果，除了加深畫面的厚重感外，
更為作品帶來堅實與剛硬的表現
力。

《倆》曾翠薇 塑膠彩布本 30×61cm  2019年 
   圖片由凱倫偉伯畫廊提供

《天地碗》Tina Buchholtz 顏料、玻璃、布本 50×50cm  2019年
  圖片由凱倫偉伯畫廊提供

從她的作品可見，畫面中沒有具體的繪畫
對象，而是單純地用豐富多層的色調對
比，以及顏料製造的紋理表現創作主題。
撇開具象的畫面，藝術家用抽象的方式向
人展示色調和肌理之美。

抽象與具象相互融合
    香港藝術家曾翠薇同樣追求作品的肌
理、質感、層次，以抽象筆觸繪畫自然與
人的關係。這位藝術家的作品游離於超現
實主義和抽象表現主義之間，作品繪畫的
風景結合了中國寫意畫中的多點透視，亦
展示了西方藝術中自由奔放的物件形態。
超現實主義有幾個主要的特徵，包括事物
的融合、形體的錯置或分割、空間的錯
置、違反地心引力、扭曲的形象等，曾翠
薇的作品獨特之處在於在抽象的空間下刻
畫出一些超現實主義的景物。在其中幾幅
作品中，畫面空間中會出現某些具象的自
然風景，例如「炙」系列《天高物燥》和
《悄冥冥》中山麓與樹木的自然風貌，但
背景上則以破筆潑墨，狂放的筆觸填滿，
利用不同色調拼湊出紋理獨特，且具有深
淺不同的層次感，變化多端的顏色層大大
豐富了整體畫面的質感，在抽象與具象之
間拿捏了一個有趣的平衡。比起具體空間
的演示，曾翠薇更重視整體構圖表現出來
的情感狀態與其抒情的主題。

《光之風景》Tina Buchholtz顏料、玻璃、布本 50×50cm  2019年
  圖片由凱倫偉伯畫廊提供

《炙(二)》曾翠薇 塑膠彩布本 30 ×40.5cm 2019
  圖片由凱倫偉伯畫廊提供

《金色夕陽碗》Tina Buchholtz 顏料、玻璃、布本 50×50cm  2019年
  圖片由凱倫偉伯畫廊提供

抽象表現主義的精粹
    其實不少西方奉行抽象藝術主義的畫家都選擇以不同工具代替畫
筆創作，如瓊．米謝爾（Joan Mitchell）會用刷子大範圍地為畫布添
上豐富的紋理筆觸與充滿活力的色彩，繪畫出一幅幅高度抽象且色彩
豐富的作品。她的創作主題主要受風景、自然和詩歌的啟發，並在結
構化元素與即興創作之間取得平衡。她的作品構圖抽象，無法一下子
點出被繪畫的實體，然而，藝術家本身就非本著創造可識別的圖像為
主要目的，而是傳達情感畫面背後的自然感覺與內涵，這也是抽象藝
術主義其中一大主張。另一位現代藝術大師傑克遜．波洛克  (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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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一）》曾翠薇 塑膠彩布本 40.5×30cm  2019年
  圖片由凱倫偉伯畫廊提供

《刺》曾翠薇 塑膠彩布本 61×122cm   2018年 凱倫偉伯畫廊
  圖片由凱倫偉伯畫廊提供

Pol lock )，直接將液體油漆倒或濺到水
平表面上的技術，又稱「滴灌技術」，
使他能夠從各個角度查看和繪畫畫布。 
這也被稱為「動作繪畫」，因為他經常
用狂熱的舞蹈風格來全身揮舞，展示了
一種極端的抽象的繪畫形式。這展覽中
的兩位藝術家亦從這些現代藝術大師中
吸收到抽象表現主義的精要思想，揉合
個人風格，展現出抽象背後的獨特故
事。顏料的本身猶如音符，個別來看沒
甚麼獨特，但畫家把顏料塗抹在畫布上
的過程，就像把單獨的音符按據韻律編
排出一首完整的歌，藝術家在作品背後
隱藏著不一樣的內涵，只是以不同形式
呈現內心的個人信念及創作意念。藝術
家為原來單調的創作元素注入思想，繪
畫出不同的抽象化作品，不論音樂還是
繪畫，這些都只是呈現內心的其中一種
手法，她們透過創作視覺藝術做媒介，
將個人、生活、藝術連結起來，成就出
這些獨特的動人「樂章」。
    藝術的作用不僅反映藝術家個人的
創作意念，同時也在探索一個集體創作
觀念與個人信念的融合境界。這兩位藝
術家的抽象作品既充分展示抽象表現
主義的創作特色，亦融入強烈的個人風
格，創作出一幅幅極具張力的畫作。藝
術家把思考與情感的基礎轉化成色彩斑
斕的畫作，模糊與抽象間，作品迸發出
虛實交錯的無限生命力，使觀眾從藝術
中誘發更多對生命與自然的想像。

 迷霧中的夢幻山水——
「  個展『霧』」
     作者：姚慧珊

    若論山水畫，不得不想起很多中國畫中青山綠水、
叢山峻嶺的景象，畫家透過筆墨表現大自然磅礡的氣勢，
使宏偉壯觀的景色躍然紙上，這是很多人對於山水畫的
既定印象。然而，加拿大華裔藝術家 Crystal  Liu 卻用
多樣化的創作模式，繪畫出一幅幅具有強烈個人風格的
「山水畫」。是次展覽以「霧」為作品主題，展出十三
幅以粉彩、水彩、金屬顏料、水墨、大理石浮紋水畫的
山水紙本畫作，呈現出煙霧下如夢似幻的天上人間。

蘊含傳統山水畫底蘊
    藝術家的作品滲透著粉嫩和諧的柔和色調，但從作品的第一感官印象來
看，可謂跟中國傳統的山水畫有著截然不同的感覺，但就構圖層面而論，作
品卻又滲透出中國山水畫的底蘊。在這一系列中可見，藝術家在運用了散點
透視的方式呈現景象的空間感。當觀察點不再限制於一處，景物不論遠近，
也是一樣大小，視覺上產生出多個視點，賦予觀眾遼闊的視野。這跟西方畫
採用的焦點透視所呈現出來的效果相差甚遠，焦點透視法展現出景物近大
遠小的效果，畫面只會出現一個消失點，空間呈現上受到一定限制。此外，
藝術家善用霧的飄流，展現畫面中局部之間的透視關係，亦增添畫面的層次
感。

《the fog, 「all I have」》 水粉顏料、水彩、水墨、拼貼、紙 
  三聯畫：每張112.7×76.8 cm，2019年 圖片由藝術家及世界畫廊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