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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添浚）
莫理斯於日前舉辦了一個《生活蛻
變@LOFT22》3D打印展覽，展出
六位國際設計師和藝術家創作演繹
的作品。當日除展示作品之外，作
者亦主持講座及親身示範。顧名思
義，展覽以中國傳統十二生肖作為
主題。而電子時代的藝術與時尚是
展覽另一重要主題，當中有不少藝
術品都是以嶄新的3D打印技術製
成，這些藝術品除了外形美觀外，
亦不乏時尚元素，可作首飾和傢具
之用，把藝術融入於生活當中。
有份參展的本土藝術家 Desmond
Chan指出，3D打印科技其實是一門近
年開始流行的新技術。它的技術基礎
來自傳統的二維刺繡技術，然後在這
一原理上更進一步，發展出一套以激
光輔助，銀金屬粉末為原材料，利用
電腦系列自動編織三維金屬模型的技
術。雖然同樣採用到電腦自動化技

術，但3D打印科技和工廠流水線的大
量生產不同，後者的成品都是一式一
樣，而3D打印科技則可以根據個人喜
好在形狀、顏色及鍍金質料（包括純
金、玫瑰金和白銀等等）上輕而易舉
地作出變化，以電腦自動化技術製造
出個性化的藝術和消費者產品，而成
本又比全手工製的成品相對低廉。因
為這些特質，3D打印科技被廣泛應用

到高階的消
費者產品製
作上。
來自英國

的萊昂納爾
． 迪 恩 博
士，正是把
3D 打 印科
技引進到消
費者產品及

藝術領域的先
行者，他今次
在港展出的
Tuber9 系
列，包含了各
種由 3D打印
技術而成、造
型詭譎的枱
燈、椅子和吊
燈。它們看起

來像拓樸學那些複雜和奇特的固體。
舉例，展出中的銀色吊燈像極了「莫
比烏斯環」，暈眩感瞬間油然而生。
另一邊廂，以十二生肖為主題設計

的配飾則體現了真正的中西匯粹。這
些配飾由來自五湖四海，包括斯洛文
尼亞、馬其頓、英國、台灣及香港本
地的藝術家設計，完成品結合了3D打
印科技和傳統手工藝。來自斯洛文尼
亞的Tina Koder還即席示範如何以具
三百色歷史的斯洛文尼亞傳統蕾絲編
織技術繡出色彩斑斕、代表十二生肖
中「龍」和「蛇」的手鏈，手法純
熟。

藝術結合3D打印科技
營造創意生活

「第六屆藝遊鄰里計劃：石頭都會笑」由藝術
團隊2Bliss主力創作，今次活動聚焦在坪石

邨，三位藝術家陳晉興、張展恒及何紫君從不同角
度作切入點，透過畫作、立體裝置和音樂裝置，甚
至和坪石邨的邨民及當地的機構合作舉辦活動，冀
能發掘邨內濃厚的人情味及本土特色。問及其中一
位藝術家張展恒對於今次創作有何感想時，他表示
「我認為今次的創作包含三個層次，第一是從未踏
足坪石邨的人對作品的感受；第二是當地的居民看
畢作品後的感受；最後就是像我這種並非住在這
裡，但卻對該處有深刻感受的人。」

陳晉興：曲與聲交織奏出悅耳樂章
一入展場的左邊，會聽到傳來陣陣的音樂聲，原來
是陳晉興的作品──《坪石主題曲》。那是一件音樂
裝置作品，由數件不同色彩的樂器及音響器材組成，
發出有趣而悅耳的音樂，仔細察看，卻會發現每件樂
器都會有少許缺陷，有的有裂痕，有的則缺了弦線。
「我的作品的概念就是搜羅不同的舊樂器，特別之處
在於每件樂器都有缺陷，所帶出的信息是每個人都有
不同的性格，而每個人的性格都並非完美。」陳的作
品除了有樂器外，還有不同顏色的線連結每個樂器和
裝置，他解釋道：「那些線所表達的意思就是即使每
個人都是獨特的，都總會有一個共融的空間，大家都
會有connection，會相互接觸到對方。」
這件作品背後亦極具意義，原來陳晉興和青年中心
合作，作品所播放的音樂是由中學生創作和彈奏出來
的，「他們會根據不同的主題進行創作，很多年輕人
都參加了，過程中雖有困難，但亦很有趣。」而除了
這些有趣的音樂外，陳晉興亦特別收錄了「坪石的聲
音」。「這支屬坪石獨有的曲目，收錄了在坪石一些
平日不常聽到的聲音，例如人的腳步聲，或者是下棋
的聲音。」令觀眾體會到居民日常生活的點滴。而這
個「坪石的聲音」的作品是融合另一位藝術家張展恒
其中一件作品中一起展出，兩者衝擊而產生特殊的效
果。

張展恒：回型天井屋邨的守護神
張展恒的作品名為「坪方」，共有四個主題，若觀

眾夠仔細，便會發覺四個作品均採用正方形圖案為
主，原來靈感皆源自一物──回型天井。他自言利用
回型天井貫穿整件作品。「每當我經過回型天井，抬
起頭望向天空，那種特別的感覺便油然而生。我常會
幻想這個回型天井的四條邊會不會有東西飛出來呢？
我覺得這個空間恍如坪石的守護圖案，當你從天井望
到天空，會有一種很安詳的感覺。」
四件作品各具特色，而第三件「坪方3─憩」和第四

件「坪方4─想」甚至可視為一個整體的立體裝置，作
品模仿了坪石邨的建築特色，穿過一條窄窄的走廊，
再到達一個廣闊的天井空間。「坪方3─憩」是一個萬
花筒裝置，裝置安裝在一條小走廊的牆壁上，這些裝
置表面看是普通不過的木箱，但實質卻是萬花筒，
「我的意念就是將坪石邨的一些建築物、一些舊的雜
貨店和一些我覺得很有感覺的形象化身為不同的pat-
tern，變成萬花筒裝置裡面的形象。裝置裡面有扭扭波
和小朋友很喜歡玩的閃石，作品都是圍繞他們的生活
創作出來的。」而這個裝置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會發
出聲響，就是與上文提及的陳晉興的「坪石的聲音」
結合。「這個裝置安裝了另一位藝術家的音效裝置，
你走過時會有個感應器，記錄了當時活動的聲音，令
觀眾獲得視覺和聽覺的經驗。」
穿過這條裝有萬花筒的走廊，會看見一個粉紅色的

鐵閘，是一個普通的舊式公屋鐵閘，觀眾或許很容易
忽視它，張展恒則提醒觀眾原來這個不算起眼的鐵閘
也是作品的一部分。他還分享了鐵閘背後的一個故
事。「坪石的鐵閘有不同的顏色，有七色的鐵閘，那
時我看過一段新聞，說當時的鐵閘翻新轉色以後，有
公公婆婆不懂回家，說紅石樓怎麼就變了粉紅色呢，
因此我希望把鐵閘留下來，讓大家感受過程，也是一
個經驗吧。」再穿過粉紅鐵閘，會到達一個暗暗的小
房子，裡面有一部投影機，把天井的影像投射到天花
板上。觀眾可坐在房中央的木箱上，仰起頭，靜心觀
賞這片長達27分鐘的影像。「片中的影像會不斷幻
化，由日頭到夜間，天空會有不同的變色效果，有時
你會見到有人在晾衫，透過這種互動的方式，想向觀
眾表達我對回型天井的感受。」

何紫君：從小店中呷一口人情味
展廳的另一邊，是何紫君的作品，色彩繽紛，令人

格外愉悅。問及為何有此用色，何紫君表示這些五彩
繽紛的顏色會令人感到很開心，自己創作一件作品，
亦希望令觀眾開心、輕鬆。何紫君的作品共有三部
分，其中「夢想」系列主要以發掘當地的小店故事為
主，配以何紫君的藝術表達手法，把故事娓娓道來。
「夢想．二」便是以坪石邨其中一間老店「偉大百
貨」為對象。映入眼簾的展品是一個鳥籠。「偉大百
貨的老闆是一個『雀仔迷』，他有很多用剩的鳥籠，
老闆希望可以廢物利用，把鳥籠化成有用的東西。」

這個作品由兩個分別是紫色和綠色鳥籠拼合而成，紫
色那個代表老闆的長女，而綠色則代表幼女。「裡面
有她們兒時的玩具，用過的畫筆等等，彷似是一個回
憶在重塑的過程。」
在鳥籠下方有一張同樣是塗上不同顏色的椅子，原
來老闆是個十分熱情好客的人，常常有街坊到店裡找
他們聊天，因此這張椅子便成了店裡必不可少的物
品。而當時碰巧紫君又收集到一張跟老闆店裡一模一
樣的木椅，於是便把椅子加點裝飾，化身作一個鳥
籠，並把椅子塗上不同的顏色，待展覽結束後亦會把
椅子送給老闆。在這兩件展品背後的牆畫「偉大百
貨」的店面，紫君表示這幅畫用了她的藝術手法，以
簡單的風格及豐富的用色把圖案呈現。
再往左移步，會看見四幅畫和一個木框，框架中間
有一張紙條，上面寫「所有貨品 如有損毀 照價賠
償」的字，略帶稚氣。原來這是「夢想」系列的另一
個展品，作品以邨內另一間老店「利高文儀」為主
角，原來利高文儀與偉大百貨是夫妻店，男老闆余生
主要負責經營偉大百貨，而余太就負責利高文儀，紫
君還告訴記者木框上那張紙條是滿載他們一家溫暖
的回憶。「這張紙條很珍貴，是他們的女兒寫的，余
氏夫婦想把紙條好好保存。紙條是女兒十多年前在店
裡幫忙時寫的，他們把紙條保存了十多年，過些日子
利高文儀可能會光榮結業，所以他們特意把這張彌足
珍貴的『回憶』保存下來。」除了中間那張紙條外，
木框的四條木條由兩位女兒親手畫上了不同的可愛圖

案，「畫了一些他們小時候的玩意啦，好似
將這些他們小時候的記憶加上一張實質的紙
條，把兩個空間重疊在一起，代表了他們一
家的回憶和深厚的感情。」至於木框旁邊的
四幅畫，是余氏夫婦的兩位女兒畫的，紫君
表示在和余氏一家交談時得悉兩位女兒十分
喜愛畫畫，「她們小時候常常在文具店幫
忙，有時會用些文具來畫畫，畫得多就自然
工多藝熟了。」

坐落於觀塘區的坪石邨，在上世紀70年代落成，是一條擁有超過40年歷

史的舊屋邨，是香港社會發展的一個時代見證。其實坪石邨在60年代以前是

一條鄉村，當時新九龍共有13條鄉村，而坪石邨就是其中政府刻意發展的一

條。在眾人的眼中，坪石邨也許只是一個外表平凡不過的公共屋邨，但藝術

團隊2Bliss卻不甘平凡，他們努力發掘坪石邨可愛的面貌，希望展現坪石邨

最獨特而充滿人情味的一面。 採訪：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尋找身邊美事的「藝遊鄰里」
3創作人帶你看坪石邨的不平凡

■從萬花筒中窺探坪石邨■框中的紙條盛載珍貴回憶

■■22BlissBliss 團隊團隊左起左起：：陳晉興陳晉興、、何紫君何紫君、、張展恒張展恒

■觀眾在何紫君的作品上寫下字句■何紫君作品「夢想‧二」

■■33DD打印打印 Puja TaPuja Ta--
ble lampble lamp ■■十二生肖十二生肖飾物飾物 Tina KoderTina Koder

■■ 展 品展 品 Holy GhostHoly Ghost
chairchair

■■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前排左三前排左三))、、著著
名明朝藝術品收藏家葉承燿醫生名明朝藝術品收藏家葉承燿醫生((前排左前排左
二二))亦有到場支持亦有到場支持

■■莫理斯搞展覽怎可缺少母親和妹妹莫理斯搞展覽怎可缺少母親和妹妹
支持支持。。

台灣已故作家三毛，有一年來到西班牙南部，
看見滿山遍野的橄欖樹，思鄉之情油然而生，於
是寫下了《橄欖樹》歌詞；「為什麼流浪遠方，
為了我夢中的橄欖樹。」橄欖樹，代表夢中的
家園。
意大利南部普利亞(Puglia)的橄欖樹，遍佈區內

每一角落，出口橄欖油（西方譽為「液體黃
金」）是主要經濟收入來源。最近有二百三十一
棵橄欖樹面臨被砍掉，當地人民發起抗爭運動，
誓死保護家園，阻止興建一條耗資五十億歐元的
輸油管。
這條輸油管將影響整個歐洲的油價；預計二零
一九年落成時，歐洲不再依賴俄羅斯輸入石油，
油價亦隨之大幅下降。但在普利亞人民心目中，
二百多棵橄欖樹比起這條輸油管，重要得多。
事緣於二零零六年冬，俄羅斯切斷了輸往烏克

蘭的天然氣油，導致法、德、意大利、奧地利、
波蘭和匈牙利等歐盟成員國，直接受到能源短缺
影響。
歐盟目前所消耗的能源，逾一半依靠進口；其

中四成依賴俄羅斯。有鑑於此，歐盟諸國於二零
一三年決定興建一條跨越亞得里亞海的天然氣管
道 TAP(Trans Adriatic Pipeline)，將產自阿塞拜
疆的天然氣，經過希臘、阿爾巴尼亞和亞得里亞
海海底，最後輸送至意大利的普利亞，再轉至歐
洲市場。
油管使用初期，TAP 可以為歐洲七百萬戶家庭

供氣；預料幾年後，供氣數字將增兩倍。到時，
美國和澳洲的石油供應商也會共用該油管，油價
將進一步大減。
輸油管全長五百四十五哩，四年來挖掘工程順

利，直到最後的五哩來到了普利亞。原來，當地

約有一萬棵橄欖樹阻礙
油管，需要搬遷；另外
有二百三十一棵年逾四
百歲的古樹要砍掉，以
讓路鋪設輸油管。

普利亞人民與古老橄欖樹的感情深厚，故事可
追溯至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古樹經過千年的風吹
雨打，部分樹幹扭曲，生滿多節瘤。據說，當年
羅馬人要將耶穌釘死，到處找尋一棵樹身挺直光
滑的橄欖樹來造十字架。普利亞的橄欖樹「聞
訊」，立刻扭曲自己的身體，免得被選中。
這個故事在普利亞民間一代傳一代，如今普利
亞的旗幟、飾物，甚至官方印章，都用了橄欖樹
做標誌。部分橄欖樹種植區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列為遺產保護區。
今年夏天，意大利駐上海總領館與普利亞中國

同鄉會合作，還舉辦了《普利亞的古老橄欖樹》
圖片介紹會，讓中國人欣賞了橄欖樹之美。
當初意大利總理倫齊答應 TAP 在普利亞挖掘

油管，但想不到會影響橄欖樹的存亡；建油管工
程來到最後階段，被迫擱置。為了平息民怨，倫
齊訂出下月（十二月）四日為投票日，由普利亞
人民決定是否斬樹讓路給油管。若人民反對，案
件將呈給歐洲憲法法庭審議。
自油管興建以來，普利亞的橄欖樹就好像受到

詛咒，南部的一大遍樹林被細菌感染而枯萎。當
地的陰謀論者認為，是被支持建油管者落毒；科
學家則認為，是被由哥斯達黎加進口的夾竹桃所
感染。
橄欖樹有堅毅的生命力，它不會因此而退縮

的。《聖經》〈創世記〉裡，神用洪水毀滅世
界，當水消退後，挪亞放出一隻鴿子，牠嘴裡咬
橄欖葉飛回方舟。另外《聖經》裡約伯說，
「人死亡就消滅了；但樹若被砍下，還可以指望
發芽。」
普利亞砍樹讓路事件，想起了徵地強拆民居；

人們申訴無門，天理何在？

■■張展恒作品張展恒作品「「坪方坪方11─間─間」」((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為了橄欖樹
余綺平

■■普利亞的百年橄欖普利亞的百年橄欖
樹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