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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藝術家堆疊「
裝置藝術家堆疊
「紙山
紙山」
」
引導公眾感受時間與生命
佛教裏使用「剎那」（梵語 Ksana）作為量度時間的最小單位，時長約為
0.013 秒。它亦表示不停重複的生命循環，在這短短一剎之中，包含了出生、死
亡與再生。時間真是循環往復的嗎？又或者只是在線性地流經？它沒有形狀，
沒有質量，如何才能觸碰到？走進跑馬地山村道 V54 大宅，也許可以從藝術家
的線條、紙張與皺褶之中，找到通向你自己答案的路徑。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年青藝術家駐留計劃」
保良局「V54
於 2016 年起開展，將三級歷史建

築 V54 法式大宅提供給本地及國際青年
藝術家作為短期住宿及創作空間，再透
過舉辦展覽等各類文化活動，為社區大
眾帶來不同的藝術體驗。今次名為
「Line 線」的展覽由日籍居港藝術家
Ayumi Adachi 操辦，展覽由即日起至 6
月 21 日舉行。藝術家用其獨特理念，在
這一方古老優雅的空間內以裝置藝術將
「時間」具象化，使之變得可觸可感。

白紙黑筆
「繪畫」
時間
走進 V54 大宅，映入眼簾的是三個房
間內堆疊連綿的「紙山」，白色紙張上
充滿可能性的無數灰黑線條，隨着紙張
皺褶與投射燈光的掩映變得曲折立體，
承載着觀者的想像與沉思蔓延開去。其
中一個房間還設置了潺潺流水聲的背景
音，盡顯空靈之美。「好多人都覺得
V54 大宅好靚，幸運是我自己能夠在
這樣的空間內做展覽，其實僅憑這
座建築本身，就可以吸引很多觀
眾。」Ayumi說。
把時間藏於堆疊紙山中，Ayumi 向記者演示講解了她創作紙
山的流程：在兩張白紙上，用
黑色油性記號筆畫上數量、粗
細不等的線條，再將兩張紙
揉皺後連接在一起。「白色
紙張即意味着『未到的時
間』，代表什麼都未發

■跑馬地山村道
跑馬地山村道V
V54
54大宅
大宅。
。

■藝術家
藝術家Ayumi
Ayumi Adachi

■V54
54三個房間內擺滿藝術家親手製作的
三個房間內擺滿藝術家親手製作的「
「紙山
紙山」。
」。
生；紙張上的線條，代表一路『進行中
的時間』；而畫過線之後的紙張便是
『過去了的時間』。但過去的時間中總
有一些事發生，就好似紙張的皺褶，令
『2D』變作『3D』；現在我將兩張紙貼
合在一起，每張紙可以代表一天，或者
一個下午的時間，而連在一起後的兩張
紙，便代表continue，即時間的延續。」
V54 大宅屬保護性建築，因此不能在牆
體上留下膠水或圖釘的破壞，佈置展覽
時 Ayumi 乾脆完全捨棄了外力黏貼，而
是讓紙團依靠自身的皺褶互相承接、托
舉，綿延開去。
早在 2015 年起，Ayumi 便深受佛教理
念影響，幾年以來她就曾以金屬線構成
的白色泡沫、玻璃鏡面上的水波紋等來
表現「重複」的概念，以表達對於循環
「剎那」的思考。此次她選擇白紙作為
媒介，備展中需要不斷重複畫線、揉
紙、連接紙張的行為，她感到非常享
受：「畫線就好似祈禱般，感受創作時
從身邊流逝的時間，然後把它融入線條

中。」Ayumi 非常希望以「授人以漁」
的方式，令觀眾亦可在這種行為中「觸
摸」到時間的質感，Ayumi 說：「每個
人都有自己的時間，至於時間是什麼，
其實沒有一個確定答案，我只想用自己
的方式去幫助他們思考和感受。」在早
前舉辦的工作坊中，她引導參與者集中
意念在紙張上畫線，那個拉出線條時或
長或短的瞬間，就是他們最接近時間本
體的時刻。「我叫他們用自己喜歡的
筆，什麼顏色、型號都可以，最後將我
畫的紙張和他們的連在一起，做出好像
社會一樣的效果。」

展示意識與無意識概念
原本預定 2 月開放的展覽，因為疫情
緣故推遲了整整四個月，在這段時間內
Ayumi 產生了新的興趣：關於「意識」
與「無意識」的概念，以及兩者之間模
糊的邊界。「這些日子我感到，疫情發
生是我們控制不到的，或許可以將之歸
為『無意識』，我不禁好奇如何將『意
識』與『無意識』具象化，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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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區分開來。」以此為主題創作的畫作
和雕塑，放置於 V54 展廳的二層，這些
意外的產物，正是來自於疫情之下藝術
家的哲學性反思，及展覽延期數月下淨
化的生命體驗。
Ayumi 在疫情期間閱讀了德國生物學
家 Ernst Haeckel 的 《 自 然 界 的 藝 術 形
態》，被書中許多動植物的插畫所吸
引，於是選取了一些彩色打印了出來，
發現用水暈染過後，紙張上的顏色會發
生奇妙的轉變：「比如灰黑色會轉變成
藍色，我也不知是何原理，但這些非我
能控制的部分而導致的變化，剛好表達
到『無意識』的部分。」她希望觀者可
以從這模糊的暈染與殘餘的清晰畫面的
對比之中，感受到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
流動。而在安裝畫作的過程中，她見到
因為暈染而微微捲曲的紙張，在射燈之
下的投影也有了各異的形狀，Ayumi 認
為這也屬於「無意識」的部分。

創作要跟隨世界的變化
對於疫情之中湧現的靈感，Ayumi 感
到十分珍惜。她認為，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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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文化主題特展」
架起中外文化交流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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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藝術家就是要順着世界的變化不斷嘗
試：「世界上每日也有很多事發生，藝
術家的表達都要隨之變化。藝術創作就
好像日常生活中吃東西一樣，昨日吃過
咖喱，那今日就吃其他東西，今日試，
明日試，後日試。我對於『意識與無意
識』的興趣，也會一直延續下去，創作
出更多作品成為下一個展覽。」
出生於日本兵庫縣，畢業於大阪藝術
大學的 Ayumi，來到香港定居至今已逾
二十年。她可以講熟練的廣東話，當問
起當初為何選擇了在香港生活，她笑說
當時自己只有二十多歲，只是單純因為
喜歡香港，所以飛來這裏。「沒想到未
來會發生那麼多事情，那時候就因為喜
歡，喜歡不如就住在這裏，很簡單的原
因。」見證了二十幾年來香港藝術行業
的發展，她認為這是一個藝術家可以施
展自己才能的空間，既可以看到許多展
覽，又可以接觸到風格各異的眾多同業
人士。「儘管在這裏生活多年，但我不
敢說自己是香港人，只是香港接受了
我。」Ayumi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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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8 年，我們在日本辦過一次三國主
題的文物展覽，引發當地民眾觀展熱潮。去年我
們在日本開辦為期半年的『三國志·文化主題特
展』，展出更多新發現的文物，參觀量達到 50
萬人次。」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展覽處副處長李天
凱說。
近年來，隨着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與進步，
不少新發現的重要考古成果走出國門進行巡展，
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三國志·文化主題
特展」就是一個縮影。展覽背後是中日兩國專家
3 年攜手尋訪 50 多家文博單位，從中精選 170 餘
件珍貴歷史文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三國志·文化主題特
展」今年回到中國後，在中華世紀壇藝術館先期
以「雲直播」的方式與觀眾見面，直到 5 月初才
正式開始線下展覽。

部分展品乃首次面世
走進北京的中華世紀壇藝術館「三國志·文化
主題特展」展廳，彷彿進入了一幅恢宏的歷史畫
卷。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栩栩如生的壁畫，上面描
繪着觀眾們熟悉的三國故事，接着是陣列整齊、
威風凜凜的銅車馬儀仗俑，可靈活調節高度的陶
製鏡台，繪有彩色精美圖案的陶製燈盞等等。
「展覽接待量有限制，除了閉館日以外，預

約都是爆滿。」李天凱說。「觀眾們希望通過這
些承載着豐富文化內涵的三國文化遺存，從中回
望真實的『三國』社會風貌。」
「2008 年囿於三國考古成果分散、偏少等因
素，赴日本參展的三國展品一半是文物實物，一
半是演繹作品。而隨着近十幾年考古發掘的進
展，實物展品佔到整體展品的 90%，其中有一
些還是首次面世的新成果。這次的三國展相當於
近些年三國文物的大集合。」李天凱說。
「此前，外界對於曹操墓的認定一直有些爭
議，但隨着曹操生前所用武器的銘牌『魏武王常
所用挌虎大戟』的發現，這個問題就基本『蓋棺
定論』了。」李天凱說，一提到《三國演義》，
大家就會想到曹操、劉備、孫權等人物，但是嚴
格意義上說，曹操屬於東漢人物。因此，整個展
覽跨越東漢、三國、西晉等時期，反映了隨着時
代發展，生產力的變遷和生產工具的變化。
「漢代冶鐵場景的畫像石、環首鐵刀的發現
說明鐵器在漢代的運用已相當普遍。」李天凱
說，冶鐵技術的改進，有利的冶鐵業政策，使得
鐵器生產規模日趨擴大，迅速取代了青銅，成為
人們日常生活和軍事戰爭中不可或缺的器具。

漢墓中見證象戲的興盛
彩繪騎象俑、象戲畫像石、彩色玻璃等的展

出則反映出在漢代，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國
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朱岩石介紹，在漢
代，象戲是百戲的內容之一，在漢墓中有不少象
戲俑出土，在畫像石上也常有象戲、馴象的內
容，可以證明當時象戲的興盛。海上絲綢之路上
的商貿往來，給中原帶來了諸多奇珍異寶。據
《漢書·武帝本紀》記載：「南越獻馴象。」可
見在當時，已有國家向朝廷進貢馴象。
於出土的玻璃珠，李天凱認為，部分紅色玻
璃可能來自印度、東南亞，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運
輸到中國；另有藍色玻璃珠，其成分與技術應為
中國本地自製，這類藍色玻璃曾廣泛流行於南方
各地，影響遍及東部沿海甚至日本、朝鮮等地，
可見當時對外貿易往來的繁盛之景。
李天凱表示，「晉平吳天下太平磚」是標註
三國史的重要文物。這塊磚出土於南京江寧索墅
西晉墓，側面模印了花紋和文字，文字內容連讀
為「姓朱江乘人居上（描）大歲庚子晉平吳天下
太平」。這裏的庚子年應為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這一年西晉滅吳，三國落幕。
據介紹，中國文物交流中心自 20 世紀 70 年代
起開始承擔國家一系列重大文物展覽任務，到目
前為止，共舉辦 200 多項文物展覽，遍布世界五
大洲數十個國家，觀眾超過4,000萬人次。
文：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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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鄉風情
助推美麗經濟

近年來，浙江省湖州市織里
鎮南太湖沿岸的義皋村、伍浦
村、廟兜村等水鄉村落在美麗
鄉村建設中突出「一村一
品」，利用濱湖風光、漊港資
源和鄉村文化，打造各具特色

的水鄉民宿，促進美麗經濟發
展，助力農民增收。
同樣位於浙江省的安吉縣近
年則重點治理鄉村污水、推廣
垃圾分類、加強森林保護，讓
青山綠水成為當地「金名
片」。盛夏時節的安吉縣，村
舍掩映在翠綠的竹海、茶園、
山林中，構成一幅幅美麗的畫
卷。
文、圖：新華社

■織里鎮義
皋古村的尚
義古橋。

■湖州市織里鎮廟兜村
湖州市織里鎮廟兜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