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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展覽「+ve/-ve」體現逆境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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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藝術家作品 傳遞不倒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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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死亡」逼近前

Kasper 的母親是一名文化導賞員，他笑言母親平日
喜歡借鬼故來講都市發展。Kasper 從母親口中得知民
間的一個說法：人死了以後要去一個自己很掛念的地
方，到達了、把心願了了，就可以往下一個世界去。但
《Keep Calm,2020》有感染力
■ 攝 影 師
要是回不去那些地方，就會變成遊魂野鬼、無主孤魂。
「我會把自己嚮往的東西創作出來。」曾經在北京與一個不倒
Kasper
顯然因為城市化令香港大部分建築都被拆毀，比如是
翁擦肩而過的施德燕，後來利用自己過去學習設計和視覺藝術的
Forest 與 其
Kasper 記憶中灣仔的舊式酒樓、玩具街、唐樓等，都變
優勢，創作出屬於自己的「玫瑰不倒翁」，並成立品牌 Beebipe中 一 幅 作
成了新的酒店、酒吧或者其他場所。「其實你和我某程
■ 《TheGhostCity - The Beginning
ace，在多年前已經為香港埋下了正能量的伏線。因此，在疫情
品。
度上都是遊魂野鬼。我們沒有能力保留香港的一些地方，
of After Life, 2020
2020》
》系列作品
系列作品。
。
期間施德燕帶來了畫作《Keep Calm,2020》尤其有感染力，不
失去的時候只有悼念。」Kasper對於香港上世紀的建築、
但能夠勉勵身邊人，紅色為底色的不倒翁，也為城市添生氣，
地標、文化等有着深厚的感情，眼看它們逐漸消逝，
紙紮情侶帶領情感的足跡
一掃沉寂的氛圍。「當我的作品出來以後才發現引起很多觀賞
Kasper 就將自己對這座城市的情感投射到作品當中。其中
「婆婆在我讀藝術的時候離
者的共鳴，原來我們單純、用心的創作，能量是能相通的。」
一張照片觀賞者能看見一對紙紮情侶面向維港的背影，它
世，當時有一種愛不懂得怎樣表 為大家跟『死亡』的距離都前所未有的接
施德燕提到自己的作品很受女生歡迎，甚至會有女生前來跟她
彷彿刻畫了大部分香港人的此刻因為各種「失去」而變得迷
達。」施德燕憶述自己從前並沒有 近。」風格一轉，攝影師 Kasper Forest 帶
分享自己的內心世界。「原來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茫的心境，未能預知的未來以及疫情帶來的恐懼都在作品中
喜歡紅色，但當外婆去世之後，她 來了攝影作品《TheGhostCity》，以傳統
施德燕說。
產生了一種焦慮感。
摺了很多絲帶玫瑰花，過程中她了 殯儀葬禮用的紙紮情侶作為角色和藝術符
作品中，有幾個明亮的大眼睛、頭上頂着一朵玫瑰、身穿
「疫情只是一個爆發點。」Kasper 坦言這些情緒一直都壓
解到玫瑰給人的啟示和意義，亦從此 號，放在香港的鬧市拍出一系列的作
紅色波點套裝的不倒翁漂浮於藍天白雲中，這次不一樣的是
抑在各人的心底，包括他自己。他認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破
在作品中加上玫瑰來代表每個人。 品。Kasper 憶述作品是在第二波疫情最
他們臉上都戴着一個口罩。畫中站在最中間的，是藝術家自
裂、某些行業的消失等問題都在時代轉移之時早已殘存，只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燦爛，我們 嚴峻的時候拍攝，他刻意躲開了香港新
己，而旁邊則代表一同面對困難的親友，畫中散發一種凝
是我們大部分時候都選擇忽略。「香
最終都可以很美麗。」她用玫瑰來紀 的地標，通過一對紙紮情侶的足跡尋回
聚力。根據描述，天空代表自由、發亮的眼睛代表樂觀的
港還是讀書時候所提到的『東方之
■藝術家朱潔儀作品
念畢生默默耕耘的婆婆，也用來歌頌每 逐漸褪色的地方，照片中觀賞者能夠
心境，施德燕喜歡將角色重複呈現，因為她希望觀賞者能
珠』嗎？或者像旅發局廣告所形容的
《融晴
融晴，
，2020
2020》。
》。
一個值得去欣賞的生命。而隨着時間的 深切感受到舊日香港的情懷。Kasper
夠從這個模式中聚焦於不倒翁所帶出來的信息。「小時候
『動感之都』嗎？」Kasper 盼觀賞
流逝，施德燕明白到紅色其實有多重的 利用偏綠色的膠卷拍攝出他個人唯一
我總是疑惑這個公仔為什麼可以不跌呢？又總聽人說『邊
者通過作品能夠作出深思，在時代巨
意義，它可以是危險的警示、是快樂、 一輯彩色照片作為一個載體，照片曬
度跌親，邊度企返起身』，長大以後驚覺它意味深
輪慢慢吞噬我們的認知、傳統文化步
愛、喜慶和熱情，慢慢就從自己的作品 出介乎舒服與詭異之間的色彩，來
長。」施德燕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不倒翁，只要有不
向「死亡」之前，Kasper 期望我們
中愛上了紅色和玫瑰花，也希望用這些元 代表在這個時代裏面的香港，象徵
屈不撓的精神，都能靠着自己的力量站起來。
能對這個城市多珍惜，並愛
某種意義上的「死亡」，讓我們在
素來頌揚生命以及給人帶來祝福。
得及時。
「作品其實已經構思了好幾年，當疫情 面對疫情帶來的恐懼的同時亦反思
來臨，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因 香港傳統文化對我們的意義。

中新社法國電 在享譽全球的荷蘭繪畫
大師文森特．梵高逝世 130 周年之際，中
新社記者前往梵高的長眠之地、法國北部
小城鎮瓦茲河畔歐韋（Auvers-Sur-Oise）
探訪。
與 130 年前梵高生活的時代相比，這座
質樸而寧靜的小城景致並沒有發生太多變
化。一條大街橫貫東西，主要建築物分布
在大街兩側。城鎮北面依然是大片麥田和
玉米地。從巴黎來的很多人都選擇乘坐火
車，只有慢車在此地停靠。
梵高生命中的最後幾個月就是在這座小
城鎮中度過的，這裏的教堂、市政廳、農
田等風光都一一被梵高畫進他最後的作品
中，到處都留下了梵高的足跡。把這裏形
容為「梵高之城」也並不過分。
梵高之墓在當地公墓中的位置並不起
眼，他與弟弟提奧．梵高葬在一起。兩人
的墓地前方各有一簇盛開的向日葵，格外
引人注目。梵高之墓極其儉樸，很小的墓
碑上篆刻着「文森特．梵高在此地長眠」
（Ici Repose Vencent Van Gogh）及他的
生卒年份「1853-1890」。
梵高去世於 1890 年 7 月 29 日，7 月 30 日
就在這裏安葬。關於梵高的死因，一直有
不同的說法。由於當時並沒有目擊者，因
此導致他去世的槍擊過程依然撲朔迷離。
大量梵高傳記在寫到梵高死因時仍把其歸

結為自殺。
研究梵高生平的學者范德文
（Wouter van der Veen）本周宣
稱發現了梵高在槍傷致死之前創
作的最後一幅油畫《樹根》的確
切地點。畫作呈現了色彩鮮艷的
樹幹、樹根和樹樁，相關地點應
該就位於小城鎮中。荷蘭梵高博
物館的專家也對這一發現表示了
支持。
■梵高與弟弟提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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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葬在一起
梵高葬在一起。
。兩人的墓地
在法國因新冠肺炎疫情「封
前各有一簇盛開的向日葵，
前各有一簇盛開的向日葵
，格外引人注目
格外引人注目。
。
城」期間，范德文在家中用空閒
時間整理梵高相關的文件，通過
關紀念活動也未舉行。這對於梵高之墓的
一張當地舊明信片找到了靈感。
保護來說，或許是件好事，這裏每年據稱
有人就此指出，梵高當時幾乎每天都從 只能接納萬名訪客，而疫情前實際到訪者
事繪畫創作，應該不會自殺，特別是他在 則數以十萬計。
槍擊事件發生前還在對《樹根》進行創
小 城 中 的 拉 烏 客 棧 （Auberge Ra作。不過范德文認為，梵高的這幅畫作展 voux），是梵高最後生活和去世的地方，
現 了 「 生 與 死 的 主 題 」 ， 是 「 一 種 告 也大體保持了梵高時代的風貌。同樣由於
別」。
疫情原因，拉烏客棧仍未恢復對外開放。
被認為梵高用來自殺的那把左輪手槍去 拉烏客棧的公告說，今年的剩餘時間客棧
年在巴黎的一次拍賣會上拍出了 162,500 也都將關閉。對於訪問當地的梵高愛好者
歐元的價格，它被譽為「藝術史上最著名 來說，這是個遺憾。
的武器」。一枚生銹的 7 毫米子彈在荷蘭
在梵高之墓外，是一大片麥田。梵高
的梵高博物館展出。
1890 年 7 月在這裏創作了油畫《麥田上的
由於法國新冠肺炎疫情反彈跡象日益明 鴉群》，一個大指示牌標明了梵高創作的
顯，確診患者正重新增多，訪問梵高長眠 具體位置。130 年後現實中的景色和油畫
之地的人也大幅減少。記者注意到，在梵 上的呈現幾乎仍一模一樣，或可視作是後
高去世紀念日，本應舉行紀念 人對這位偉大畫家的致敬。
活動，但現在只有很少的訪
《麥田上的鴉群》被認為是梵高「最強
客，且大多數人來自法國，相
大，最具激烈爭論的畫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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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記者李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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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士已有相當多的解讀。畫家
當時被精神疾病所困擾，因此這幅
畫承載了他當時的心境。人們能
在麥田裏感受到畫家的精神狀態。
現在，廣袤的麥田似乎延伸到天
際，幾名少女正在麥田裏拍照；幾
名法國人徒步穿行在田間，探尋梵
高的點滴印記。梵高雖已離世一個
多世紀，他對真實生活的描繪依然
存於人們心間。即便是在疫情期
間，人們的生活仍在繼續前行。

青年廣場

梵高逝世 130 周年
疫下探訪大師長眠之地

回鄉路上感慨多

和許多人一樣，由於生活所需，不得
不常住城裏。可從小生在農村長在農
村，內心深處，又怎能割捨對老家那份
濃濃思念和縷縷牽掛。於是，每逢周末
節假日，總是按捺不住歸心似箭的心
情，踏上回鄉之路。
出城之後，汽車在寬闊光亮的柏油馬
路上全速行駛。透過車窗，兩邊的行道
樹綠意葱蘢、整齊劃一，像閱兵場上等
待檢閱的列兵英姿颯爽、昂然挺立。
新修的公路，蜿蜒環繞於山頭之上。
從性質上來說，只是一條普通的縣鄉公
路，但以實際質量而論，又絲毫不亞於
省際道路之標準。比起原來的路況，簡
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上，不可相提並論同
日而語。要想富，先修路。這條高標準
道路，曾列為當年縣裏的重點民生工程
之一。是當地政府為了更好發展經濟，
解決農產品運輸難題而作出的一項重要
決策。
說起自己的駕駛技術，真慚愧得不敢
恭維。儘管如此，可是在如此平坦舒適
的路面上行車，不知不覺儀表上的數字
竟然也會飆升至 100 左右。而之前，由於
彎陡坡急，道路幾處事故多發點上，曾
經釀成好多起交通事故。公路兩邊長滿
了濃密茂盛的樹木，置身這綠意葱蘢、
花香鳥語的環境之中，自然神清氣爽感
覺非常愜意。今昔對比，不禁讓人浮想
聯翩、感慨萬千。新路從縣城一直通到
鎮上，走起來既安全舒適，又節省時
間，極大方便了人員出行和物資運輸。
記憶中，通往縣城那條又窄又小的沙
鋪路，曾留下永遠揮之不去的深刻印
象。晴天塵土飛揚，雨天泥濘不堪。橫
豎也不讓人省心，每次去城裏，感覺都
像遭了一場大罪。交通工具也非常匱
乏，每天僅有一兩趟班車，並且只是鎮
上到縣上，村裏根本不通。除了距離鎮
較近的幾個村子之外，其他人要坐車，
不得不步行好長時間的山路，才能趕到
公路等班車。不帶東西尚可，如果加上
大包小包的行李，那就着實有點受不
了。更糟的是，遇上雨雪天氣，那就更

是難上加難了。這時，如果有急事非要
進城不可，就只能靠步行。
正當遐想之際，汽車拐過一個山頭。
眼前一座小小的假山，上面「當地歡迎
您」幾個行楷大字蒼勁有力格外醒目。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前，這裏還
是一塊長滿野草的荒涼之地，如今卻搖
身一變，成了漂亮的公園。中間有兩座
古典式涼亭，裏面有孩子在玩耍。旁邊
立着幾頭牛雕惟妙惟肖，乍一看去，還
真以為是幾頭真牛在那吃草嬉戲。花園
裏面平整潤濕，種植的花草還未發芽，
可顯而易見，用不了多久，這裏一定會
鮮花盛開、綠草成茵。
不用說，經過一段時間疾駛之後，已
經到了鎮上。
這裏地處山坡之上，儘管佔地並不
多，建築也並不太多。但自打小時候，
就是大人們趕集購物的重要場所，也是
我們孩子們難得一去的地方。不過，那
時的市場並未硬化，到了大熱天人來車
往，免不了塵土飛揚、臭氣熏天。到集
散人歸的時候，更是狼藉一片、破敗不
堪。最讓人頭疼的是廁所，如此人員密
集的集市，只有角落裏一個小小的簡易
公廁，別說進去之後無處落腳，就算只
是稍微靠近，一股刺鼻的臊臭味就撲面
而來，讓人噁心得直想嘔吐。如今，雖
說總體格局大致未變，但四周全是漂亮
的二層樓房，原來的空地全部硬化，並
配備有專門的垃圾箱，硬化地面也是乾
乾淨淨，沒有一點塵土。最值得一提的
是，街道盡頭，矗立着一排整齊的平
房，上面「扶貧車間」四個黑體紅字赫
然在目，為了更好的開展扶貧工作，由
政府和企業共同打造的扶貧車間，專門
吸納建檔立卡人員就業，幫助他們脫貧
致富奔小康。
過了鎮上不久，從柏油路拐入硬化
路，再行駛幾分鐘，就到了家裏。一路
上的見聞，讓激動不已的心裏，久久難
以平靜。不得不感慨萬千，黨和國家的
扶貧政策，帶來的變化真是太大太多，
永遠說不完道不盡！
作者：逯富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