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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藝術家金大現（Daehyun
Kim）的個人作品展「心如熾火」
（Mind Like Fire），即日起至9月8
日，逢星期二至星期六，假藝途畫廊
舉辦。他的作品特色是將傳統東亞藝
術與現代生活結合，且作畫過程中只
使用黑色墨水，通過不同的深度及與
水混合產生，展現不同的效果。金大
現指黑與白就足以表達自己的藝術，
在其創作生涯中亦未曾使用其他顏
色。
自2008年，金大現開始以「Moo-

naa」名義展開藝術活動，在韓語中
主要來自兩個字符，「moon」是
「空」的意思；而「na」意味着自我
或自我意識，「Moonaa」代表一個空洞的
自我，具有無限的能力來容納任何東西和任
何人的思想。譯成漢字則是「無我」，即金
大現的理想目標，不過他說現時的作品還尚
未達到這一境界。
在大學主修韓國傳統藝術繪畫技巧的金大
現，以水墨和韓國紙本進行創作，十年來不
斷探索着傳統東亞藝術與現代生活之間的平
衡。他希望在畫作中，將古人的寄情自然山
水，以及宗教哲學，應用到現實中去。
去年金大現在新加坡辦展時，遇見藝途畫
廊的主人，在其邀請下達成了今次展覽。展
覽以「心如熾火」為主題，畫作正是表達金
大現近期的心境，他在自述中寫道：「我無
法克制我內心的火焰。每當火焰起舞時，你
和我的無數陰影都會擾亂我的思緒。我不知
道如何把火撲滅，是能帶着它一起逃跑，希

望沒有人會被這火灼傷。只要我還存在，我
知道這火焰就永遠不會消失。我知道我會再
次為這火焰所着迷，所以我離開，有如心如
熾火般地活着。」
正如主打作品《Mind Like Fire》，金大
現在一個頭腦中，畫下了四五個跳
舞的小人，各自代表着內心世界中
種種聲音、種種煩惱憂愁、種種慾
望等等。他們同時存在於一個人的
腦海中，但並非以打架或爭吵的形
式，而是一齊起舞。金大現如此構
圖，是因為在他看來，這些小人之
間沒有對與錯的爭執，而是平等地
共存。
對金大現而言，作畫既是一種情

緒的表達，亦是使自己平靜心緒的
一種方式。但他並不想詳細講出自
己創作時的心境，或是畫中意象所

代表的涵義，他希望能留出思考的空間，令
每個觀者能從各自的角度，去嘗試理解他的
作品。
金大現繪畫的一大特色，是只使用黑色墨

水。他特別提到畫作《Wind Water》中見到
的少許泛藍波浪，其實並
非使用了藍色墨水，而是
將黑色與水混合後所產生
的效果。
首次在港辦展，金大現

在開展前走訪了十多間本
地畫廊，對香港的藝術氛
圍大加讚賞。他說香港作
為亞洲最大城市之一，薈
萃了東、西方的文化、藝
術，十分難得。

文、攝：劉悅

用一種墨水描繪「心如熾火」
韓藝術家首次來港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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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海無涯—廣東人文藝術研究會香港十人展」

日前於中粹國際文化展覽空間舉行，十位藝術家帶

來逾五十餘件的藝術作品參展，其作品均是各藝術

家的代表性作品。廣東人文藝術研究會會長喬平在

開幕典禮中表示，希望藉是次展覽把香港回歸中國

21周年的祝賀之情帶到香港，與香港市民一起分享

這份喜悅。 文：張美婷 圖（部分）：主辦方提供

在眾多畫作中，有一幅作品特別引人目光，作品上畫的是
香港人都熟悉的銅鑼灣，這是朱永成的作品《銅鑼灣之

夜》。在廣州美術學院國畫系畢業的他，因鍾情於藝術創作，
特意到澳洲攻讀現代藝術，現任職廣州美術學院副教授。而
《銅鑼灣之夜》是他的得意作品之一，「這幅畫所畫的地方是
我站在崇光百貨門口望過去的那條路，我畫了很多招牌和人
流，表現出都市繁華的感覺。」朱永成說。
他兩、三個月就會來港一次，每每都住在銅鑼灣，覺得銅鑼
灣的夜景特別能帶出香港城市繁榮、活色生香的感覺，因此他
想藉着畫筆，把這個光怪陸離的城市記錄下來，「既可以用中
國畫呈現作品，又可以表現到都市人現代生活。」但他坦言用
中國畫去呈現都市人的現代生活有很大的難處，特別是要繪畫
出都市夜景色彩繽紛的感覺，「因為中國畫不會畫汽車，加上
我畫的都是流動的汽車，感覺在走動，因此筆墨上的處理就要
特別考慮，還有那些街燈、招牌的燈光也要特別留意。」因
此，他既要想辦法去尋求突破，走出國畫中既定的框架，同時
又要把自己心目中的銅鑼灣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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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覽的另一端，掛着數幅
莫各伯的作品，他特別喜愛畫
中國人物畫，《尋思百計不如
閒》、《詩在藤花野水邊》均
是這類型的畫作，畫中的線條
簡單俐落，更表現出休閒的感
覺。當中《尋思百計不如閒》
則繪畫了一位年老的男人在胡
蘆瓜棚下悠閒地撥着葵扇乘

涼，表現出畫中男人十分嚮往
悠閒自在的生活。
而《詩在藤花野水邊》則是

繪畫了一名女子在感受大自然
這個帶有詩意的意境，莫指，
這幅畫從構思到完成作品整個
過程並不容易，單是構圖就已
畫了六、七張，「顏色深淺也
會影響整幅畫的感覺，所以有
時候就算作品差不多完成，也
有可能因為一筆畫的感覺不太
對而重新再畫，就好像這幅畫
人物的頭我只用了一筆就畫完
了，在頭的顏色還未乾的時候
就要把人物的五官畫上，下筆
後如果顏色、線條不對，就必
須換紙重新再畫了，所以不是
那麼容易畫得成功的。另外一
個困難就是畫頸脖上的圍領，
要令圍領上的毛呈現自然的狀
態並不容易，下筆又不可以
重，要小心翼翼地畫。」

朱永成以畫記錄都市面貌朱永成以畫記錄都市面貌

莫各伯作品展現休閒感覺

■■《《Mind Like FireMind Like Fire》》((20182018))■■金大現的作品中只使用了一種墨水顏色金大現的作品中只使用了一種墨水顏色。。

■■《《Wind WaterWind Water》（》（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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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兵羅兵《《南疆南疆》》羅兵展出現場寫生作
另一位參展畫家羅兵，他是展覽

中唯一一個畫家以現場寫生作品參
展，他師承嶺南畫派，更注重繪畫
的構圖及寫實的手段，他認為中國
的山水畫是有江山、國土的意思，
所以其畫作大多是以山水、地方邊
界為題。《邊防線》、《國門》、
《天子山》及《南疆》均是他根據
南部戰區的路線而畫的寫生作品，
這些畫作更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
報刊登。而南部戰區的路線更是一
般人難以到達的地方，其主要是圍
繞著國防，部分更是軍事用地，
「整個寫生過程需由防禦部隊帶
領，因為很多地方是一般人去不到
的，因此能畫出很多別人畫不出的
作品。」
羅兵會萌生現場寫生的概念，是因

為他喜愛嘗試一些沒人畫過的題
材，其中軍事要塞則較少人取材，
「例如《國門》是在中、越邊境的
最高點畫的，這個地方在越南戰爭
的時候是很要塞的地方。」而現場
寫生的難度十分高，考驗了畫家對
構圖、景物取捨的能力，這與一般
繪畫迥然不同，「現場寫生與一般
繪畫的感覺很不一樣，現場寫生是
即時畫，環境、人物會給你很深的感
受，例如畫海邊和畫山的感覺又會完
全不同，所以寫生畫出來的畫是很生
動的。」現場寫生更考驗畫家對環境
變化的應變能力，畫畫過程困難重
重，「當時的環境條件很惡劣，不單
止遇過下雨天，還有炎熱的天氣，有
時候四十多度，在這個天氣下畫畫已
經會曬到脫皮，那裡的地下還隱藏了

很多地雷，所以就要依靠士兵們提醒
哪裡有地雷要避開。」
但他也笑言現場寫生雖辛苦，但

卻給他帶來另一番體驗，「辛苦就
是體力的辛苦，靠着對繪畫創作的
衝動去完成整個畫畫過程，這種是
書齋裡無法看到的事情，自己在畫
室、在空調下沒辦法感受的事
情。」

朱永成研究中國畫及現代都市畫多年，而《銅鑼灣之夜》
則是混合了兩者而成的作品。他表示，以城市為題的作品可
令人產生共鳴，「這幅畫用了中國畫作語言，表現出現代人
的感受，中國畫傳統都是畫小橋流水和花草，很少會畫都
市，但其實都市對我們是最有感情的，因為我們從出世一睜
開眼睛就看到都市和人流，所以能在藝術中表現出這種感覺
的話是最有生命力。」他又指，畫作比起照片更能記錄都市
全貌，「從歷史角度來說，若過一段時間、數百年後，在畫
作裡也可以了解到原來當時的城市是這樣的，從畫中也可感
受到很多人物的活動、服裝和潮流的變化，別人就可以從這
些畫中感受到畫家當年看到的都市，這與照片不同，照片很
難表現出當年都市的全貌。」
另一朱永成的作品名為《紐卡索的黃昏》，這幅畫所帶出
的感覺與《銅鑼灣之夜》截然不同，同樣是畫樓房，但卻少
了城市繁華的味道，反之多了一種古老歐洲歷史建築的感
覺，「這幅畫是取材於澳洲昆士蘭省裡的城市，畫的是黃昏
時分夕陽西下灰灰蒙蒙的感覺。」在展覽中可見，朱永成的
作品均帶有抽象的元素，特別是距離較遠的樓房，會畫得較
矇矓，「抽象派如果純粹用傳統的中國畫的技巧去畫，很難
畫出抽象畫的感覺，加上我不喜歡使用結實的線條來呈現物
件，我喜歡畫出來感覺到是一座樓，但樓的線條又不是清清
楚楚。」

「喜迎新中國成立70周
年——『豫』見『我的可愛
祖國』少兒美術作品展」全
省巡展日前在河南省信陽啟
動，來自河南省18個地市
的120幅少兒美術佳作在信
陽市圖書館展出，為新中國
成立70周年獻禮。是次展
覽是2018年河南省政府購
買公共文化服務專項資金展
覽項目之一，由河南省文化
廳主辦，河南省少兒圖書
館、信陽市文廣新局承辦。
信陽市圖書館是此次展出

的第一站，展出的120幅精品佳作，以
少兒的視角描繪、讚美祖國，讚美家
鄉。此次展出的作品分為「文明華夏、
美麗中國、暢想未來」三大板塊，以
「我的可愛祖國」為主題，以「過去、
現在、未來」為時間線，通過少兒的視
角勾勒並讚美祖國，傳承和弘揚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激發少年兒童及廣大人民

群眾的愛國情懷，向新中國成立70週年
獻禮。河南省少年兒童圖書館館長崔喜
梅說，該館一方面對近年來全省各地圖
書館中以讚美祖國為主題的館藏優秀兒
童畫作進行整理，另一方面在全省18個
地市圖書館進行作品徵集。海選作品1
萬餘幅，最終評出120幅佳作。
是次巡展將分兩條線路，在全省39家

圖書館進行巡展，總展期長達500天，
直至 2020 年 3 月 結
束。河南省文化廳黨組
成員、副廳長李霞，信
陽市文廣新局黨組書
記、局長張冬梅等相關
領導，以及200餘名小
讀者與家長共同參加啟
動儀式。

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馮雷

豫120幅少兒美術佳作
巡展讚美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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