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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艺术
全景对话

香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跃升为全球经济的中心城市， 
并成为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灯红酒绿背后，

它不断创造着经济奇迹，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文化沙漠。

但在过去短短的5年中，不知不觉，“艺术”突然间成为了
这个城市里的一个重要话题。一开始只是全球

重要的几个拍卖公司把亚洲总部集中到香港，在几次创造
世界纪录的拍卖会以后，世界上的几个重要商业画廊
相继在中环安营扎寨，再加上香港本地的小画廊，

甚至来自内地的画廊也纷纷在香港抢占据点。

香港艺博会的空前成功、香港西九龙M+美术馆整体策略的
确立和大规模馆藏的建立、大小非营利空间及

当代艺术收藏家的涌现……香港仿佛短短几年就
快速建立起可以和整个西方艺术相媲美的艺术系统，

成为亚洲艺术中心的野心若隐若现。

photographer 雷坛坛  writer William Zhao  editor Wendy Wang  

Art Rising

亚洲艺术文献库创始人和负责人Claire Hsu
在她的亚洲艺术文献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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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 liam Zhao：回顾12年前，创立亚洲艺术文献库是你毕业后的第一

份工作吗？

C l a i r e H s u：是的。学生时代我也曾在佳士得拍卖行做过一段实习

生，但我不是很喜欢那个行业，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探索艺术所能到

达的极限，或是看到艺术能够改变的一切。有一次我跟张颂仁讨

论，说到没有人真正在记录或保存亚洲艺术史。美国和欧洲一直以

来都被认为是知识的中心，所以他们可以决定历史被怎样撰写，而

很多发生在其他地方的重要历史事件会被遗漏，这使得人们了解

世界的整个视角都显得有些失衡。所以我们都认为成立一个记录

艺术史的机构是必要的。同时又是我个人非常热爱的事情。这些因

素综合起来让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WZ：这是个非常有野心的项目，你是怎样开始着手的呢？

C l a i re H s u：我是从着手编写项目建议书开始的。与此同时，张颂仁

和我的继父也在帮我招募董事会成员，他们向我推荐了合适的人

选，于是第一任董事会就这样成立了。龚如心是我的教母，她刚好

在荷里活街有一栋楼，我可以用楼里的一些房间做办公室。当时荷

里活街并不像现在这么潮，所有人都觉得这地方太远了。后来，我

将那个房间整理了一番，放了几个书架进去，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WZ：如何筹到第一笔基金？

C l a i re H s u：当时我们拥有一本书《中国1989》的版权，几经周折，终

于将书重新印刷出版。我们列了一张1000人的名单，并将这些超级

重的书连同一封信一起寄给了这1000个人。信上说我们计划建立

亚洲艺术文献库，并且需要你的帮助。你可以选择寄回一张1000港

币的支票或选择将这本书寄回。要知道当你收到了一本超级重的

书，而且它就像这样躺在你的桌子上的时候，要将它寄回是一件极

其尴尬的事情。于是，所有人都寄了支票给我们，我们就这样筹集

到了第一笔100万。之后我们开始走出去，去各地旅行，去宣传，人

们陆续开始给我们寄资料，再然后就开始组织一些项目了。

WZ：至今为止，你们一共搜集了多少文献？

C l a i re H s u：图书馆目录中收录了大概4万个，但在电子目录中我们

收录了大概30万个文献。

WZ：所以你们最近开始在做电子图书馆了？

Claire Hsu：整个亚洲艺术文献库项目的意义不在于讨论资料的所有

权归谁。我们的意图是要做成一个慷慨公开的项目，并希望这种分

享知识的模式可以为未来的机构提供新的参考。很多艺术机构都很

喜欢竞争，即便是属于非营利性质的，他们考虑更多的还是“我们拥

有什么，我们做过什么”。亚洲艺术文献库收录的内容是属于每个人

的，所有人都可以免费浏览。我们想为大家提供一个平台，把所有原

始形式的资源都放到网上。电子图书馆是我们要开始逐渐推广的。

比如说，可能不会有人鼓励一群身在美国的天资聪颖的艺术史博士

生去做关于亚洲史的研究，因为距离和经费等问题会让研究过程变

得很麻烦。但如果我们开始将所有信息都放到网上去，交流将会变

得越来越容易。我们真的想让这一切都变得更加开放，所以未来大

部分精力都会用在发展电子平台上。      

William Zhao：你是内地移民，在融入香港社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

曾建华：一开始有，现在其实还有一点，可能是我自己比较敏感。

WZ：你的代表作墙纸（Wallpaper）系列，听说是2002、2003年在伦敦

读书时就开始创作了，为什么会想到摄入文字元素呢？ 

曾建华：我本人很喜欢书法，虽然自己不是经常写毛笔字。那段时

间就很喜欢文字、拓本之类的东西。到了大二大三需要创作自己的

作品时，一开始还是画画，后来觉得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元素融入进

去，就慢慢摄入文字了，这样更能表达自己。后来觉得纯粹的纸张

这样的媒介不太适合文字，就开始尝试版画、拓印，甚至用陶瓷来

模仿碑文，在不同的媒介中不断尝试。

WZ：怎么想到在上面写那些中英文粗话？

曾建华：很受当时环境影响。那时候是第一次独自在国外生活，英

国当时的社会环境还很保守，表面上人们都很有礼貌和互相尊重，

但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无言的歧视……在那样的环境里，语言可以

变得十分虚假，当时就很不开心。看起来社会都很富裕，实质上又

并不是如此。作为一个穷学生，又没有朋友可以倾诉，所以就把内

心的愤怒都用文字写出来，希望有一个环境，可以把这些文字都容

纳进去，就想到了墙纸。当时在伦敦，曾想到用英式墙纸，能更好地

配合环境。后来试过很多不同的墙纸、颜色、图案，在毕业的时候就

有了第一件墙纸的装置。

WZ：香港的环境有没有很好地刺激你创作？

曾建华：现在的话只算得上是一个生活的地方吧。在影像创作上，

我通常会想一些社会问题以外的问题，譬如说关于人性的思考、审

判之类的，偏一般性的议题。我曾经觉得自己是外界发生了什么

都会作出回应的人，那么当外界什么都不发生了，我会去关注什

么呢？这个时候关注的才会是自己真正喜欢的议题。香港这么多

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性的话题，所以作品慢慢就开始涉及人

性、宗教的议题。

Claire Hsu  亚洲艺术文献库创始人
无论在香港或是世界各地，Claire Hsu都是艺
术圈里一个传奇人物。十多年来，从一个刚刚从
英国毕业搬回香港的女大学生，到单枪匹马创
立亚洲文献库，直到今天，她把亚洲文献库建立
成为当今亚洲最重要的艺术文化民间非营利组
织，把中国和亚洲当代艺术归类、跟踪和记录。

这些在旁人看来百无聊赖的工作，在长远的艺
术历史上将给中国和亚洲当代艺术一个长远的
学术记录，把艺术家的瞬间爆发变成永恒的记
录，让更多的艺术工作者可以长时间查询和追
踪。这在长时间缺少美术馆和大型艺术学院或
机构的亚洲，无疑是对当代艺术的艺术价值和
收藏价值做了一个学术上的长远保证。

本页 亚洲文献库图书馆的馆藏资料极其丰富。

曾建华  艺术家
1976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四五岁随父母来到
香港，2000年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

2002年获英国志奋领留英奖学金赴英进修，

2003年于伦敦学院（现伦敦艺术大学）坎伯
威尔艺术学院取得硕士学位。曾建华作品多
以华丽图像构成，细看是粗俗文字，以丝印
手制墙纸的方式陈示，是覆盖特定空间和展
场的大型装置创作。尤以探讨文字、意识、观
感、及环境之间的角力和关系见长。

本页 曾建华身处的装置为一个香港收藏家
的日用卫生间，这是他的艺术作品墙纸系列。

亚洲艺术文献库收录的内容是
属于每个人的，所有人都可以免费浏览。

香港这么多问题，

                          归根结底都是关于

       人性的话题，所以作品

                                        慢慢就开始涉及
人性、宗教的议题。

（下接p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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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Zhao：可以谈谈您的当代艺术品收藏吗？当初是怎么收藏的？ 

Monique Burger：我对艺术一直只是感兴趣，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

开始购买艺术品。一直都没有想过收藏，只是感兴趣罢了，在与丈夫

旅行时买了一些艺术品。有趣的是，当我们把购买的第一件艺术品

运回家时，它实在太大了，当务之急就是腾出地方放置它。我们收藏

的艺术品越来越多。2000年初的一天，我走进储藏室一看，自己都惊

叹了，那时我已收藏了四五百件艺术品。因为我们收藏的主要是年

轻艺术家的作品，我该为这些藏品负责，同时我也有责任对外界展

示这些作品。于是我开始周游欧洲，看看其他收藏家都是怎么做的。

他们大多数开了自己的私人美术馆。对我和丈夫来说，这不是我们

想要的，因为当时我们已经知道因为工作关系要前往亚洲，必须以

其他形式与大家分享我们的收藏。于是我开始寻求一位策展人，帮

助我寻找某种途径。我找到了Daniel，至今我们已共事4年。Daniel曾

经是苏黎世艺术学院的老师，在瑞士和欧洲举办过许多艺术展。之

前我一直都没有顾问或其他人的帮助，只是跟着感觉走。

W Z：人们买了艺术品，通常希望把它们放在家里，每天看一看，而

您却一直在买，您的储物室放得下吗？

Mo n i q u e B u rge r：为什么一直停不下来？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收藏

家。我们收藏，并不因为我们想拥有它们，其实是在以某种方式支持

艺术家。我从艺术上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有时买到一件艺术品，并

不能完全理解它的内涵，但是通过它可以追溯历史、故事或者试图

去理解艺术家们关注的层面。另外，有一些年轻艺术家确实可以从

像我们这样的收藏家那里学到东西，他们对艺术很执着。我们并不

只是买了一件艺术品，而是追随艺术的道路，与它们为伴。

WZ：您现在拥有多少件藏品？

Monique Burger：目前共有1200件藏品，包括雕塑、录像、摄影、绘画等。

WZ：说说您对香港、香港艺术世界的感觉吧。

Mo n i q u e B u rge r：我2005年跟丈夫搬到香港，起初我很吃惊，香港像

个文化沙漠。后来我加入了亚洲艺术文献库，并成为董事会中的一

员，经常参观Pa r a S i t e艺术空间的展览，慢慢发现这里有很多活跃

的不为人知的艺术活动。同时拍卖行进驻这里，艺博会也来了，现

在想想，香港这7年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

WZ：这里的年轻艺术家有何不同？

Monique Burger：身为艺术家，他们会谈论一些公民问题、自由言论问

题、生存空间以及物质主义等问题，他们会用到一些讽刺或反语，用

非常轻松的方式思考艺术表现，解决关于香港地位的深层次问题。

另外，当你在展览馆或其他组织那里回看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他们

在努力与亚洲其他地区接轨，但没有看得见的途径、组织。一旦我们

开始做研究，发现那些缺失的东西在这里蕴藏巨大的潜能，它们存

在于学校、独立艺术空间、作家和文化名流之中。现在香港的头等大

事便是香港艺术博览会，香港艺术家很清楚，不只要推动市场，还要

推动香港文化的发展，促进交流，推动世界见证这些发展。 

WZ：您在着手一项大型艺术工程，为什么会选择香港？

Mo n i q u e B u rge r：我和丈夫成为了香港市民，我们热爱这里，想为香

港做些事情。我们不仅仅带着艺术藏品来这里做展览，而是想长期

在这里做下去，我想我们也能从香港艺术中学到很多。 

我们收藏，并不因为我们想拥有它们，其实是在以某种方式支持艺术家。

Monique Burger   收藏家
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收藏家，Monique 
Burger建立了以年轻艺术家和学术研
究为主的Burger Collection，2005年她
从瑞士搬到香港，但并没有因为地域的
变迁而改变她对当代艺术的热忱。

Monique Burger   收藏家
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收藏家，Monique 
Burger建立了以年轻艺术家和学术研
究为主的Burger Collection，2005年她
从瑞士搬到香港，但并没有因为地域的
变迁而改变她对当代艺术的热忱。

本页  5月份将要在1A 
Space开幕的“I think it 
rains”，将是香港多年
来由个人藏家举办的一
次大展览。

本页  5月份将要在1A 
Space开幕的“I think it 
rains”，将是香港多年
来由个人藏家举办的一
次大展览。

本页  5月份将要在1A 
Space开幕的“I think it 
rains”，将是香港多年
来由个人藏家举办的一
次大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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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Zhao：你认为自己是香港艺术家？

Michael Wolf：对。香港是我的生活。它给了我最好的礼物。如果一切不发

生在香港，而是阿根廷或其他什么地方，我可能不会拥有今天的一切。

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焦点，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是多么

难得的一件事。2007年随着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都会城市开始

进入人们的视野。城市密度的增加使建筑物更高更密，需要更多适应新

型城市的建筑。这个议题应运而生，对我的艺术生涯也有很大启发。

W Z：从1995年到现在有18年了，你觉得香港以及香港的艺术都有哪

些变化？

Michael Wolf：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现在的

香港更自信了。年轻一代对城市认同感更强了。记得1999年和年轻

人聊天时，他们对这座城市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很漠然。他们说比

起香港，更想生活在东京，那是他们的理想城市，没有人为生活在

香港感到自豪。我觉得让香港更自信的第一大功臣当属王家卫，他

的《重庆森林》生动地刻画了香港，影片中的镜像都是香港生活的

写照，窄街、噪音、夜生活……人们开始以新的角度看香港。这也是

为什么王家卫，包括我自己，在国际上成绩比较好的原因。艺术家

帮这里的人们意识到香港是一座如此有魅力的城市。

WZ：你怎么看香港的艺廊、博物馆？

Michael Wolf：艺廊、博物馆需要好的主人、好的指导。当然我所谓的

好不单纯指品格高低，而是艺术造诣。我希望能为自己的作品、收

藏找一个值得信赖的家，也想为香港的作品在香港找一个家，因为

它们属于这里。我还是最喜欢香港。

Michael Wolf  艺术家
出生于德国，在美国长大，毕业于英
国Essen大学，Micheal Wolf长年在
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进行拍摄，关
注地域性文化。从1995年至今，他
一直待在香港，他将镜头对准的往
往不是香港的那些光怪陆离的豪华
建筑、珠光宝气的商场以及先锋、时
尚的秀场，更多的是那些生活在最
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生活。

本页 Micheal Wolf位于香港柴湾
的工作室，身后是他著名的“Tokyo 
Compression”和“Transparent 
City”作品系列。

中国越来越成为

世界的焦点，在正确的时间

出现在正确的地方是

多么难得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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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Zhao：为什么来香港？

Mimi Brown：我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来香港纯粹是为了离开美国，体

验一下新的特别的生活。其实当时我们手里有一张世界地图，也考

虑了圣保罗、伊斯坦布尔、东京以及香港。当时碰到一位香港朋友，

他对自己的城市充满热情。他说香港是一个很棒的国际大都会，同

时，你又可以感受到一些乡村气息。这个城市的生活非常方便，这

也是一座欢迎外来客的城市。事实证明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我

们留在香港是因为发现这里充满了丰富的层次和肌理，让人不断

探索。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7年。

WZ：是什么让你对艺术如此着迷？

Mimi Brown：我之前其实是一名作曲家，一直在纽约从事音乐工作。

在我来香港的头两年里，生活中的亮点都与艺术公司、艺术家或者

艺术团体不无关系，我对视觉艺术的热情和兴趣是在这些美妙的

经历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我的概念里，当代艺术和音乐其实没什

么不同，不同艺术领域只是给了我们某一领域的骨架结构作为基

础，我期待在视觉艺术中也能寻找到和音乐一样的节奏与和谐。

WZ：你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艺术空间，计划做些什么呢？

Mi m i Brown：S p r i n g Wo rks h o p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是以一种实验

的方式，探索创造艺术、享受艺术和支持艺术的过程，这是工作坊

的三大工作重心。我们的工作坊于2012年8月正式成立，但推出之前

我们也有一些预演活动。早在2011年12月，香港的老牌新媒体“录映

太奇”（Videotage）与我们取得联系，因为在港他们找不到一个可以

展出21米视频装置的合适场地。我们作为合作伙伴制作了一个30米

长的黑盒子，用于向公众免费展示视频装置。最美妙的是在活动结

束的晚宴上，来参展的内地艺术家以及香港艺术家可以走到一起，

这两个团体其实并没有很多互动的机会，大家齐聚一堂是一种文

化的交汇融合 。

WZ：目前的主要项目都有什么？

Mimi Brown：2013年的主要国际项目是与鹿特丹的维特迪维特当代艺

术中心（Witte de Wit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合作开展的，项目

被称为“稳定剂（Moderations）”。整个团队汇聚了51位艺术家、思想家

和作家，项目的每个分支都像是一个美妙的实验，人们聚集在一起，

共同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在项目中我们多次谈论了创建时

间和空间的话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大家走到一起，关闭各

种电子设备，坐在桌旁和身边的人共享全新的空间感。新的物理空

间既创造了新的实体空间，也创造出新的心理空间和智力空间。

Mimi Brown
非营利艺术机构Spring Workshop创始人
作为一名30刚出头的美国女性，Mimi Brown于
2012年底奇迹般地在香港建立起了完全由她个
人资助的非营利艺术机构Spring Workshop。占
地几百平方米的空间，虽然位于香港岛的黄竹
坑，但在香港这寸土尺金的大都会，这一投入不
能不引人注目。而且开幕展就是国内著名影像
艺术家杨福东的展览。她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新移民，快速变为艺术圈的新贵。

本页 Mimi Brown位于香港黄竹坑的艺术空间，

工作台是香港建筑师林伟而为空间设计的。  

本页 香港艺术家为Mimi 
Brown的艺术空间大门做
的装置作品，能够当作信
箱使用。

我们留在香港是因为

发现这里充满了丰富的层次和

肌理，让人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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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Zhao：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Jin Meyerson：我在美国明尼苏达长大，父亲是美国人，妈妈是英国人。

身为历史教授的父亲时常带我去各地游历，参观博物馆。他给我的教

育对我很有帮助。我拿到艺术硕士学位以后就直接去了纽约，待了10

年，然后在巴黎待了4年。我喜欢巴黎这个城市，但是很难忍受法国的

保守和旧派风气。我出生于韩国，却从来没在亚洲国家生活过，韩国

的皇家画廊曾经要赞助我办一场展览，自此我回到了亚洲。住在韩国

太久也厌倦了，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在香港，我就也搬来了香港。

W Z：作为一个韩国人，即使你在美国长大，你仍然会觉得自己是美

国文化的局外人吗？

Jin Meyerson：是的。说实话，我害怕纽约。即使是我和父亲一起生活

的时候，我也觉得纽约很吓人，我觉得那里的人都比较自恋。

WZ：看你的作品就可以感受到你愤怒的情绪。

Jin Meyerson：我的确对于现代化感到愤怒。我不想靠着灵光一现的

浪漫情怀或者绝对完美的古典主义来画画，我想通过出人意料的

方式完成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超现实主义的片子特别感兴

趣，它们总是充满着各种意外。我甚至一直在关注灾害，我对于历

史画作中对于灾难、戏剧性时刻，甚至是性和暴力的描绘作了很多

研究。当你在思考结构和任何类似的概念时，这就是一种暴力行

为，因为你在分析，在解构一个整体。我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当我

开始画画时，满眼看到的都是结构。这也像建筑一样，一些建筑充

满了很强烈的暴力感，而正是这些暴力建筑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所

以，我希望把这种暴力感从愤怒中剥离出来，令作品保持冷峻，对

于绘画尤其是我自己的作品并不会产生什么情感影响。

WZ：你在创作时的感觉是怎样的？

Jin Meyerson：如果我觉得这个图像将会成为发现之旅的一部分，那

么我就会选择它。有时候，我会享受那种混乱中的舒适感，就好比

行走在上下班高峰的香港或者纽约街头，人流穿插而过，这种混乱

中又有一种被接受的安全感。

WZ：香港给你带来了什么？

Jin Meyerson：很显然香港给了我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我在这里继

续感受亚洲文化，但这里又是全球中心。香港还有一点让我喜欢的

就是这个城市的新陈代谢，这里所有的一切有条不紊，效率高于纽

约。我认为这两座城市都很高效，只是由于香港的地域面积小，这

里更紧密和迅速。但是身处这个超繁忙的大都市，或许是因为内部

工作室和外部的显著差异，工作室突然间就变得更为相对私密，是

一种无穷动力与内心平静的反差。很难给你一个答案，我的意思

是，我在美国从来不曾有类似的感动。

Jin Meyerson  艺术家
出生于韩国仁川，被美国瑞士籍犹太家庭
收养，在明尼苏达的郊区长大。他从小被家
庭的艺术气氛陶养，更被身为美国当代绘
画重要人物的叔叔James Rosenquist影
响，以电脑技术、传统绘画和当代艺术概念
结合，从而成为当今美国新生代画家中的
活跃分子。在美国明尼亚波利斯艺术及设
计学院修读后，他很快在纽约、巴黎和首尔
建立创作基地，在过去一年时间里更是移
居香港。他的作品曾于伦敦Saatchi Gallery
及法国顶级艺术画廊Galerie Perrotin展出
过，最新的个展前一段时间于香港Perrotin
画廊展出，并获得亚洲艺术界广泛关注。

香港还有一点让我喜欢的

就是这个城市的新陈代谢，

这里所有的一切有条不紊，

效率高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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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l l i a m Z h a o：你现在已经有二三百件艺术收藏品，也算是比较成

熟的收藏了，是如何购入这些作品的呢？ 

林伟而：大部分都是我直接在画廊买的。我个人不是特别需要很有结

构或形式化的收藏，所以很少会请艺术顾问，而画廊也需要支持，直

接在画廊买画，就能直接帮助到艺术家和画廊。我的收藏有一半到三

分之二都是本地艺术家的作品。

WZ：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香港艺术家的作品呢？ 

林伟而：大概2006、2007年的时候吧，六七年前，是石家豪的，他也算是

香港第一个有市场的艺术家吧，他的作品基本上都可以挂在家里，比

较正统。开始收藏的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作品，素描或者油画，譬如周

俊辉的作品。作为一个收藏 家，我会慢慢融入并不断挑战自己，再了解

艺术多一点。后来通过Para Site，还有维他命艺术空间多了些了解。

林伟而 建筑师，收藏家，艺术家
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的林伟而，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
建筑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于波士顿任职建筑师5年，1987年
回港。1992年正式成立思联（CL3），任董事总经理。林伟而是建筑
师，亦是艺术收藏家和艺术家，也是本土设计界的翘楚，其作品富
现代感、创意、文化元素和动感。他曾参加2006年和2010年的威尼
斯国际建筑双年展，2007年﹑2009年和2012年的香港及深圳城市
/建筑双城双年展，他的作品亦曾在成都、香港、美国、荷兰展出。

本页 1. 林伟而身后是香港艺术家林东鹏和曾建华的作品。  2. 林伟而位
于香港黄竹坑的收藏空间。

William Zhao：你是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的，后来在哪里念书？

Angela SU：在香港念到中学，1997年之前，爸妈就送我去多伦多了。先读

了中学，然后读大学，在大学先读了科学、生化方面的，后来转读艺术。

WZ：在香港人的概念中，读艺术既费钱又没前途，你还要坚持读艺术？

A n ge l a S U：一开始我对艺术的概念并不清楚，觉得画画很帅啊，就

想试着去画，纯粹就是绘画、颜色本身对我有吸引力。

W Z：直到现在你也不是全职艺术家，也会做兼职，所以说“艺术工

作者”到现在还是不能作为一个正职让你养活自己？

A n g e l a S U：我觉得是自己缺乏胆量而已。做全职艺术家需要很大

勇气，生活需要钱，你的作品今年能卖出去，不能保证明年也能卖

出去。对我而言，这些收入太不稳定了，我需要一点经济保障。赚

到的钱我还想分一部分用来做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项目，但我

不想等别人给自己拨款，宁可自己掏钱。

WZ：你觉得香港这个地方对你的艺术创作有影响吗？

A n ge l a S U：开始不觉得，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有影响的，譬如香港那

种强烈的反差，香港的密度、压力。香港整个生活态度就有点灰暗，

反而可以激发人们的灵感，需要用艺术来抒发一些东西。如果天天

都开开心心的，对人生没有什么体会，也就没有什么需要抒发了。

W Z：你最近的一些作品都是跟人体有关的，而且是一种“破坏性”

的感觉，譬如说，人体切割开来啊、磨难啊、机械化没有意志的感

觉啊、毛发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A n g e l a S U：其实我觉得未必是用“破坏”这个词，只是用不同的方

式去看、去探索人体。从古至今，人体这个东西，无论从社会上还

是政治上，对人的影响都很深。人体代表着一个宇宙，你要深入地

去了解这个宇宙，就必须深入地去探讨人体内部究竟是怎么运作

的。我觉得以人体作为一个出发点，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探索。至于

痛苦、磨难、好与坏是见仁见智的，有些人就喜欢沉溺于一个很不

开心的境界，这也算是一种自我折磨，但对于人生的追求，可能就

是要沉浸在这样痛苦的境界里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其实痛与不

痛、享受与痛楚，是因人而异的，看你怎么定义这个概念了。

WZ：回来香港10年了，你觉得香港的艺术圈有什么变化呢？

A n ge l a S U：蓬勃了很多。政府也大力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更多人

都开始关注艺术。但是对艺术的体会是不是真的成熟了呢，我就

不知道了，很多人都觉得艺术就是设计……

WZ：那艺术和设计有什么区别呢？

Angela SU：两者肯定会有联系。但是设计的目的性更强，是为了实现某

种功能而做的，为了客户要兼顾很多要素；一个负责任的艺术家也会

去关注欣赏者能不能体会自己的作品，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个人的。

话题 feature

WZ：你如何看待香港艺术的现状？

林伟而：这六七年真的发生了很大改变，一开始基本上没有人关注，

到现在，不少香港艺术家都开始在一些国际性展览、大型博物馆展出

自己的作品。我周末刚从台北回来，看到白双全在台北有展出自己的

作品。2007、2008年我也已经和曾建华合作，他也许是第一个香港艺术

家被国际认识和认可的，他的作品都比较激烈，在纽约也有展出过，

他是我很喜欢的香港艺术家之一。

WZ：你认为国际市场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本地？

林伟而：趋势已经很明显了。香港艺术展览的活跃，能吸引很多国际

性艺术馆负责人和一些收藏家的关注。很多人来到香港，都希望能看

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前几年我会比较关注内地的艺术家，现在很少

关注了。我觉得如果香港艺术家能够顺着自己的概念去做艺术，不要

太过商业化的话，前途是很乐观的。

WZ：你觉得香港艺术家有没有可能在当代艺术圈占据主导位置？

林伟而：那香港艺术家就得很努力才行。香港艺术市场还没有成熟到

“主导地位”的程度吧，缺的是全面推动。在香港，了解和喜欢当代艺

术的人并不多，所以通常需要画廊和艺术馆来推动艺术的发展。确

实是有些艺术家能走得比较远，但是要形成一股力量来推动艺术的

全面发展，引领潮流的方向，就比较困难了。先走出来的这一批艺术

家需要联合起来，推出一些新想法。与其说是某个国家或者地区“主

导”，不如说是由一批有一定思想意识的艺术家来主导，他们会来自

不同的地方，我希望这些艺术家之中能有香港人。正如我不会按地域

去划分收藏品，而是按流派、按趋势来分，更注重在同一个趋势中。将

来我们回头来看当代艺术，包括我们当今社会，都不会是区域性的。

我不排除将来香港会有很大的转变以至于引领潮流，但实在很难说。

1

2

我觉得如果香港艺术家能够
顺着自己的概念去做艺术，

不要太过商业化的话，前途是很乐观的。

香港整个生活态度就有点灰暗，

反而可以激发人们的灵感，

需要用艺术来抒发一些东西。
Angela SU  艺术家
一个带点反叛的女孩，不顾家人的反对，在加拿大
餐馆打工，半工半读完成自己的艺术学业。回香港
后继续在“半工半读”的状态下继续着艺术创作工
作。她的作品充满“激”、“痛苦”和“恐惧”的诡异，同
时又矛盾地结合着女性艺术家的体贴和温柔……

本页 Angela Su在香港Osage画廊，空间由香港年
轻建筑师Kevin Lim设计并得到英国年轻设计奖。

Angela SU  艺术家
一个带点反叛的女孩，不顾家人的反对，在加拿大
餐馆打工，半工半读完成自己的艺术学业。回香港
后继续在“半工半读”的状态下继续着艺术创作工
作。她的作品充满“激”、“痛苦”和“恐惧”的诡异，同
时又矛盾地结合着女性艺术家的体贴和温柔……

本页 Angela Su在香港Osage画廊，空间由香港年
轻建筑师Kevin Lim设计并得到英国年轻设计奖。



16    ADstyle.com.cn ADstyle.com.cn    17

话题 feature

William Zhao：2004年在伦敦开了画廊，为什么又想回到香港？

B e n Brown：我在香港出生，我父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搬来香港。我

在英国接受教育，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在伦敦度过。我的画廊2004

年在伦敦开张，2007年我决定回来香港开一家新画廊。因为那时候

苏富比和佳士得多年以来在香港展出或拍卖，确实给香港人带来

了很多变化。香港人热衷于奇特旅行体验，但没有途径可以看到或

真正触摸到主流的西方艺术家的雕塑作品，他们只能看图册，图册

里两寸见方的图片跟感受实物完全是天差地别的体验。当然，我在

香港开画廊以后也有了不少改变，我最初试图将很棒的西方作品

带到香港来。但从长远看，我开始跟亚洲艺术家合作，Wi l l i a m你帮

我们策展的那个中国摄影家的摄影展就非常棒。对艺术来说，国籍

和主权都无关紧要，只要作品好，能在国际艺术市场立足，不管是

你印尼人、塔吉克斯坦人，还是比利时人都不重要。

W Z：你在香港的第一个展览是个艺术设计展，另外你们有许多最

高端如Candida Höfer、Vik Muniz的展览，你觉得香港人真的特别欣

赏这些特别高端的艺术家吗？

Ben Brown：当然了，香港正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缘于多元文化的因

素。在香港，如果你很有钱，你看到这些苏富比、佳士得的拍卖图册，

就去买这些价值百万美金从来没见过的艺术品。但还是建议你自己

去画廊，花些时间去体验，你需要看到这些艺术品，去学习和感受。

WZ：这些收藏家都是些什么人？

B e n Brown：这个跟香港看起来类似，非常多元化。我的客户大概超

过100人，我猜测至少有20个不同国籍的人，这对香港这么一个如

此丰富多元背景的城市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对我来，大部分的买

家还是香港人，他们大多都是我通过44年来建设起来的社交网络

找来的。

WZ：你觉得近几年香港的艺术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 

Ben Brown：我发现现在人们很喜欢去画廊，他们挤出时间去画廊观

看艺术品。对大多数画廊来说主要的困难是如何吸引人们挤出时

间来看，时间对香港人来说是紧缺品。香港人每天都干尽可能多的

事情，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都开始购买艺

术品，他们更倾向于购置一些西方或者中国的当代艺术品。多数人

开始买的时候，都是用意单纯地就买几幅来装点家里的墙面。而后

就迷上了，毫无例外，3年后他就有50幅画作了。

Ben Brown   Ben Brown画廊创始人
香港出生的英国人，在伦敦的苏富比和英国著
名的Waddington画廊工作几年以后，2004年在
伦敦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画廊。2009年，作为
西方画廊，率先在香港打开了他在香港的艺术
空间。现在Ben Brown画廊除了展示和代理一些
国际著名艺术家如Ron Arad、Candida Höfer、
Miquel Barceló、Tony Bevan、Vik Muniz以外，也
大力推广香港和内地的年轻艺术家。

本页 Ben Brown在他香港中环的画廊空间，空
间由香港著名建筑师Andre Fu设计。

本页 Ben Brown画廊的私人
参观空间，桌子和椅子为Ron 
Arad，墙上的两幅摄影作品是
巴西艺术家Vik Muniz的作品。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都开始
购买艺术品，他们更倾向于购置一些

西方或者中国的当代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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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l l i a m Z h a o：你们两位对西方艺术很了解，同时也很了解香港，作

为美术馆的两位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策展人，你们认为自己将来可

以为M+博物馆做出怎样的贡献呢？

Tobias Berger：从2005年开始我就一直在香港生活，和这里的艺术家

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当代香港艺术有着充分的认识；另外，我

拥有香港艺术发展所需的国际网络，让香港的艺术家与国际接轨

也非常重要。我为香港带来国际艺术家，也向外界展示了香港的艺

术品。基本上，这也是博物馆存在的意义。我们站在香港的角度推

广香港以及国际的艺术，这将是其他任何在港机构都无法比拟的。

在过去10到2 0年间，香港人几乎没有机会欣赏到由当代国际重量

级策展人所举办的展览，他们常看到的是拍卖活动中所展示的拍

品，但这些与我们即将做的展览不同。

皮力：我能为博物馆做的是可以带来更多在中国大文化背景下产

生的作品和研究成果。另外，通过M +，我们将得到更多接触更好作

品并发展更多系列藏品的机会，可以通过它与在北京、上海和世界

各地的中国艺术家保持联系，并且在发掘他们早期作品的同时也

继续关注他们未来的动态，以保持系列收藏的完整性。

WZ：可以形容一下M+这个博物馆项目吗？

Tobias Berger：我认为它大概是目前全世界最具雄心壮志、最有趣的

博物馆项目。用“最”这个字眼，是因为亚洲，特别是香港，在融合各

类事物方面有着独特的地位。不管怎样，它提倡言论自由、表达自

由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自由。所以，在创建项目时，你可以很好地

保持其独立性，这跟其他在建的大型博物馆项目很不一样。这个项

目另一个特别是，在项目开始前，关于它里里外外的一切也都是有

计划可循的，让我们有机会从专业角度出发去计划一切事物。

W Z：你们两位对中国内地艺术家和国际艺术家都很了解，那你们

如何看待香港本土艺术家呢？

皮力：首先，香港相当国际化；其次，二次大战后的香港，其实还多

多少少保留着内地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破坏了的历史，这

使得它的国际化变得更加有趣。说到香港艺术，如果仅仅关注这里

艺术家的数量或艺术教育，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信息。我们必须将

香港放在外界的大环境中去定义它，香港艺术家与不同文化建立

起的联系比来自内地的艺术家要复杂得多。香港艺术家身上融合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元素，这让一切变得非常有趣。

W Z：你觉得如今的香港艺术家是否还是非常抽象化，非常悠闲、非

常低调、非常柔和？

To b i a s B e rge r：不是的，他们既不悠闲也不柔和，他们都非常安静。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什么表达的，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与外界沟

通。所有我们谈论的艺术家基本上都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大多数人

的作品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这是无法磨灭的，就好像战后的德

国。是一些特别的东西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定义了他们的作品，他们

学会了如何以更聪明的方式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他们都很擅

长安静地阐明某些敏感问题，他们很清楚有时缓慢燃烧比大声疾

呼更有效。

Tobias Berger与皮力
M+ Museum 当代艺术策展人
香港西九龙的艺术项目，前前后后纷扰有大概10年
了。在过去的两年，首先是一个强大的美术馆团队的
到位、收藏计划和预算的公开，接着是希克的中国
当代艺术品的捐赠、美术馆的建筑公开招标……这
些都在告诉大家：M+香港西九龙2017年开幕的美术
馆将是和伦敦泰勒美术馆、巴黎蓬皮杜中心、纽约
MoMA等等一流美术馆看齐的亚洲最重要美术馆！

本页 AO摄影书店是亚太地区
经营摄影图书的最大书店。

我们站在香港的角度推广
香港以及国际的艺术，这将是其他
任何在港机构都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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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Zhao：据说您过去在巴黎佳士得工作，两三年前才来到香港

主管整个亚太区业务？

Francois Curiel：我40多年的佳士得职业生涯开始于1969年，当时我在

伦敦做实习生，后来又派我去巴黎。当时我正在研究法国卢浮宫，真

是疯狂痴迷，欣喜地接受了这份工作，并从此一直待在那里。2009年11

月，总部派我来亚洲，试图找到打开“紫禁城大门”的钥匙，我发展了

面向所有亚洲国家的香港办公室。

WZ：为什么亚洲业务中心会设在香港？ 

Francois Curiel：答案非常简单，香港是通往中国的门户。所有围着中国

寻觅机会的拍卖行，都希望打开市场，然而繁复的进出口手续、昂贵

的进口税（20％ ~32％之间的增值税）让人忘而却步，同时规则非常不

清晰，在上海是一套规则，在北京是另一套规则。经销商和拍卖行说，

好吧，也许从香港做中国的生意更容易，香港有非常明确的规则，又

是自由港，没有进口税没有出口税。因此，我们扎根在香港做生意简

单多了，坦率地说，当然也得益于良好的法律制度。

WZ：当代艺术是目前增长最快的业务之一？ 

Francois Curiel：是的。它是现在主要的增长点。亚洲当代艺术不断有新

的艺术家涌现，未来这一领域会有更多的新买家。当中国人开始富裕

起来并开始想做收藏时，首先想做的就是去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因

为它更容易理解，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你才会去涉足中国陶瓷和

古玩器件。

WZ：亚洲艺术市场现在的整体情况如何？ 

Francois Curiel：中国内地的市场正在放缓，因为整体经济在放慢增速。

内地也有一些海关的问题。但台湾、新加坡和日本的收藏家都纷纷跟

上，以致于亚洲整体目标还是达成了。

W Z：很多人说香港只是一个艺术市场，没有太多艺术家的空间，您

怎么看？ 

Francois Curiel：这里没那么多的香港艺术家或香港出生或者扎根在这

里的艺术家，而且他们不是太商业化的。在香港现在还缺少很好的美

术馆，相比起来，伦敦、巴黎、北京、纽约都有特殊的展馆，北京有国家

博物馆，有故宫；纽约有大都会博物馆；巴黎有卢浮宫，甚至蓬皮杜当

代艺术中心。所有这些城市，都有自己的传统艺术。香港以前的招牌

是购物中心和金融中心，但不是艺术中心。我想香港将来的某个时候

会有自己真正的艺术传统。

William Zhao：为什么你觉得香港有市场去欣赏摄影艺术？

Mimi Gradel：我觉得首先是香港人很喜欢拍照，也很喜欢相机，香港

摄影史在香港早期是沙龙，后来演变多元化。但为什么在艺术圈里

没有人展览？主要是摄影的价钱比较便宜。其实很多真心想收藏艺

术品的人，其实是入门级的，他们未必对艺术有很大的认识，而摄影

对他们而言是最没有威胁性的，是比较容易接受和接触到的。

WZ：你以后都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M i m i G r a d e l：是的。只是刚开始几年我们会比较重视亚洲地区，尤

其是内地以及香港，当中也有日本和韩国的艺术家。以后我们的

定位也许会更加国际化，例如今年我们会跟一个英国的摄影师马

特 ·马丁 ·帕克合作。我们跟这些很著名的艺术家合作，会通过一个

比较有趣的角度切入。例如这次跟马丁合作，我们是邀请他拍摄香

港，拍摄香港的后殖民色彩、中国色彩，包括香港如何潜移默化地

被内地文化影响，拍一些有香港特色的东西，他拍的照片很好。对

我们而言，如何介绍一个海外艺术家，如何找到切入点去联系全球

的市场以及本地观众是很重要的，我经常会想要不要找一些特殊

的位置。

W Z：你也做了几年画廊了，你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特别是在

香港这个地方。

M i m i G r a d e l：首先最现实的是藏家圈，这个藏家圈真的很小。所以

其实暂时来说我们主要的客户还是海外的。但令人惊讶的是，特别

是在这两年，本地藏家的增长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很多。

话题 feature

Francois Curiel  佳士得亚洲总裁
世界上第一大拍卖行佳士得近几年在香港有
许多重要拍卖亮相，并屡创拍卖世界纪录。佳
士得亚洲总裁Francois Curiel，在佳士得的职
业生涯已有40余年，坐上亚洲头把交椅刚好
3年。他对整个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十分
兴奋，并且给自己起了一个十分武侠的中国
名字——高逸龙。

如何介绍一个海外艺术家，如何找到

切入点去联系全球的市场以及本地观众

是很重要的，我经常会想要不要

找一些特殊的位置。
香港以前的招牌是购物中心和金融中心，

                                           但不是艺术中心。我想香港将来的
某个时候会有自己真正的艺术传统。

Mimi Gradel  刺点画廊总监
本身热爱摄影的秦美娜（ M i m i 
Gradel），对艺术创作充满兴趣，曾于香
港修读电影，又远赴伦敦进修摄影，基
于对艺术的兴趣，3年前在港开设创办
刺点画廊，展览多显示文化冲击和围绕
亚洲社会的议题。她曾受邀为香港国际
摄影节2012专家评赏的其中一员。

Mimi Gradel  刺点画廊总监
本身热爱摄影的秦美娜（ M i m i 
Gradel），对艺术创作充满兴趣，曾于香
港修读电影，又远赴伦敦进修摄影，基
于对艺术的兴趣，3年前在港开设创办
刺点画廊，展览多显示文化冲击和围绕
亚洲社会的议题。她曾受邀为香港国际
摄影节2012专家评赏的其中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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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Zhao：为什么不留在香港，要搬走呢？除了女朋友是台湾人

的缘故，还有其他原因吗？

L e e K i t：其实这只是一个诱因。我非常关注新闻，每天大概花两个

小时在时事上。在香港的时候我偷偷地住在工业大厦的工作室里，

每天起来看到工业大厦这样的环境，看各种新闻的时候我就想杀

人。例如看曾荫权在电视上说话的时候，我经常想杀人。我个人对

政治的敏感度比艺术要高，对政治和社会的兴趣更大一点。

WZ：哇，34岁还是那么愤青？

L e e K i t：后来我发现我看事情清楚了，就没那么生气了，少了一些

情绪。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每个新闻、每个问题最后连起来会揭示

一个重心问题。我开始发现，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艺术家，我找到

了一个切入点来思考我怎样为社会做出贡献。台湾和香港距离不

会太远，是心理上的可承受距离，甚至可以把台湾的新闻和社会现

状与香港进行对比。

WZ：就是说你以离开香港的视角来看香港？

L e e K i t：是的。在外面看会看得更清楚。我说的憎恨香港并不是说

是讨厌香港，是爱之深，恨之切。我经常听到别人说香港政治的事

情，很多都是发脾气来的。有时候即使你不想听，还是难免会听到，

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很浮躁。像沙田这样的郊区虽然没有声音，但

还是给人一种很急的感觉。10年或者20年后对照内地发生的事情，

整个图片架构会更加清楚，那时候情绪也许会变小。

WZ：那你的创作是不是要等心静下来才可以完成呢？

L e e Ki t：其实在香港做作品，在最后两年我要花时间去控制自己的

情绪，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我想做的事情在这儿，可是我的情绪却

在那儿。所以在香港这种新闻环境里很难静下心来工作。

WZ：你的作品也有很多负面的和反商业的东西？ 

L e e Ki t：作为艺术家保留负面和批判性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去全面

否定的负面是一种好的艺术态度。
William Zhao: 您是加拿大人，但在来亚洲之前您在美国待了很长一段

时间吧？

Nick Simunovic：我对艺术的喜爱大概可以追溯到我十二三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已经在读美术史了。在美国上大学时，由于条件相当便

利，我开始经常流连于博物馆、美术馆这类地方。当我大学毕业时，机

缘巧合下，古根海姆博物馆当时的总监Tom Krens请我考虑去他那里

工作。之后我又回到哈佛继续攻读了MBNS，毕业后我以另外一种身

份回到了古根海姆工作。当我在中国各地游走的时候，我深刻地感受

到了人们对于中国艺术品的热爱及其未来向西方艺术延伸的趋势。

大概是2006到2007年早期，我萌生了“在亚洲做点什么”的想法。2007

年12月，我主动结识了赖瑞·高古轩。

WZ：为什么在香港设立画廊？

Nick Simunovic：每个画廊具有的功能都是不同的，我们在香港设立画廊

不外乎是因为这里或韩国或台湾的收藏家。艺术品交易和艺术品收藏

依靠的是长期发展出的持续的、耐心的并且很私人的关系。就这点而

言我们必须要在香港拥有一间画廊，帮助收藏家购买新的作品或帮助

他们出售已拥有的作品，也可以让我们的艺术家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下

展现他们的作品。艺术世界不应该只是由纽约或伦敦去主导。

WZ：您认为香港的艺术市场怎样？

Nick Simunovic：我确信我们是在走一段非常长的旅程，并且现在仅仅

是西方艺术进一步渗透的开始。我们看到很多的东方艺术进入西方，

但西方艺术也在逐渐渗透进东方，也许有了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基

地，会改善并且加深这种交流。我认为总体来讲我对于未来的香港艺

术市场非常看好。我认为人们现阶段对于香港的期待是非常不现实

的。每个人都期望香港可以成为过去我们讨论的纽约和伦敦，但不同

元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全健康、强劲的艺术市场是需要时间的。收

藏家、评论家、文章和杂志、艺术家、藏馆、画廊、非营利组织，所有这

些事情都需要时间去发展。香港艺术市场虽然已经很稳定，但有些元

素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成熟。不过我丝毫没有怀疑香港成为艺术

中心的能力，香港是亚洲最好的几座城市之一。尽管北京有成千上万

的艺术家和非常好的艺术学校，也尽管首尔艺术相关市场已经非常

成熟了，但我还是对香港将来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Nick Simunovic  高古轩画廊亚洲区董事总经理
来自加拿大，哈佛大学商学院MBNS毕业，现任高古轩画廊亚洲区董事总
经理。曾担任麦肯锡国际企业咨询公司顾问、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企业关
系与机构发展总监，以及古根海姆线上业务发展总监。2007年开始到亚
洲定居，往后的工作都与中西方艺术交流分不开。他初次造访香港发现一
家西方画廊都没有，便主动与赖瑞·高古轩讨论西方画廊进驻香港的可能
性，开了先河。

本页下图 香港高古轩的私人参观空间，墙上是他们签下的首位中国艺术
家曾梵志的作品。

每个人都期望香港可以成为过去我们讨论的纽约和伦敦，但不同元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全健康、强劲的艺术市场是需要时间的。

10年或者20年后对照内地发生的

事情，整个图片架构会更加清楚，

那时候情绪也许会变小。

Lee Kit  艺术家
今年34岁的他是当今香港艺术圈最受
瞩目也最具争议的艺术家。2009年，

LV在香港美术馆办展览，里面包括他
的作品，他却在美术馆外示威，质疑香
港美术馆让商业机构举行同类活动。

2011年，巴塞尔艺博会上的个展，他
以平方尺形式贩卖搭建的香港拥挤公
寓的作品，反映香港民生和住房问题。

2012年上海民生美术馆个展，简约同
时关联社会问题，被公认为当年最好
的展览之一。每每香港涉及社会、政治
问题的活动都看到他的身影。今年作
为唯一代表香港馆参加威利斯双年
展，引起香港各界对香港艺术架构的
争议……每一次现身都华丽的他，其
实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在风口浪尖
的时候却把工作室搬到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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