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12
#12

本刊發表的文章觀點及內容屬於作者及受訪者的意見，
並不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的立場。

編者語

在本澳舉辦的藝術盛事一浪接一浪，有愈來

愈多的平台讓藝術家面向消費者當然是美事。這

次，我們邀請了三個性質不一樣的組織，分享他們

如何為澳門的藝術家製造一個新台階面向觀眾。

講到藝術，不能不提的當然是為我城做像

的雕刻家黃家龍。在文創人對談中，他暢談對藝

術、尤其公共藝術的看法。

其他精彩內容還有關於澳門服裝節和國際影

壇上小眾市場的潛力報導，以及我們七位博客的

獨到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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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和文創博覽活動在澳門愈來愈多，而且參與或策展的已不只是本地
的企業或機構，還有海外及跨國企業在背後推動。這些平台的出現，會為本
澳的藝術家帶來怎樣的機遇？而澳門又能成為一個藝術市場的樞紐嗎？今期
文創焦點，我們找來澳門美高梅、新藝潮和富葰畫廊為你一一探討。

文／梁雄業、楊嘉欣、吳中天　圖／MGM China、蔣誠邦、蘇凌葑、Mention PR Consultant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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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藝術
新台階

在澳門眾多博企之中，澳門美高梅是積極推動藝術發

展的博企。美高梅市場推廣及傳訊部副總裁梁國偉指，其

實當初發展藝術只為美觀和消閒，非關促進經濟和人流，

但今天得以成功發展，只因本澳藝文氣氛日漸提高所致。

美高梅自在澳門開業以來一直致力發展藝文項目，每

年均會派出專業團隊到世界各地搜羅不同的國際級展覽來

澳展出。如2013年引入意大利國寶級畫家波提切利的作

品，隨即帶來約四萬的入場人次。之後舉辦的展覽亦大多

叫好叫座，如早前為慶祝澳門回歸與北京當局合辦的紫檀

雕刻展，以及與法國領事館合作的獅子雙年展等，同樣備

受好評。

藝術發展似為酒店帶來不少好評，但梁國偉卻指成

功實乃意料之外：「其實藝文發展並非公司的重點市場項

目，純屬老闆的私人興趣，藝術若要與市場合併，很多作

品其實都不太會有機會在澳門展出。幸好本地及來澳的客

人對藝術作品漸有興趣，才得到市場推廣的效果。現在更

要配合澳門銳意發展的世界旅遊中心地位，各酒店以及本

地藝術人才自當要更加努力了。」

但在本澳這小城發展藝術，人口以至旅客基數始終

有限，為何仍能使中外藝術家慕名而來？「澳門於世界來

說，其實是一個相當優秀的藝文展覽場地。過去四百多年

來，澳門都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特別與葡萄牙文化交流

甚密，這在亞洲地區實屬罕見，故此自能吸引各地藝術家

前來，再者，本澳受賴博彩業發展，已令世界注視，吸引

力自然更為提升。」梁國偉說。

但梁國偉亦明言本澳藝術創作仍處起步階段，尚有很

多問題有待解決：「澳門人口土地等始終較少，預算亦不

足，相較國內展覽的規模以至整體工作的進度，澳門目前

仍無法比擬。但這些年來澳門的藝術氛圍已進步很多，不

單博企等逐漸投入藝術項目，澳門政府亦同樣支持，所以

我預計未來五年本澳將會是藝術展覽的黃金期。」

為配合發展，梁國偉指公司不少國際性項目均會邀請

本地藝術愛好者共同參與交流，以望他們從外地藝術家中

得到啟發，藉以推動本土創作。

「澳門當下發展藝術，一定要從具特色的路線出發，

帶給旅客不一樣的體驗，這樣才得與世界競爭。」故梁國

偉指目前公司引進的展覽多是世界著名，或具特別的歷史

意義。盡量以小而精的角度吸引旅客，澳門方能在國際社

會站穩住腳。「其實很多人看過一幅畫或一個藝術作品

後，均不會有太深的感覺，但當你去體驗整個作品背後的

故事，當中的歷史涵義後，你就自然會對藝術產生印象與

自身看法。怎樣去激活，怎樣做成互動反思，就是本公司

的對藝術發展的意向，亦是其特色所在。」

博企與藝術

 澳門美高梅近年來積極
舉辦藝術展覽

 美高梅市場推廣及傳訊部副總裁
梁國偉指出，澳門於世界來說，
是 一 個 相 當 優 秀 的 藝 文 展 覽 場
地。而本澳受惠於博彩業發展，
已令世界注視，吸引力自然更為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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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大三巴街的富葰藝術中心開業只有一年，但一直

積極對外推廣本地藝術作品。今年七月，富葰藝術中心將

澳門藝術作品帶到日本大阪的展覽，並成功售出以戀愛巷

等城市空間為靈感的現代畫作。

但富葰的目標並不僅僅是把一兩幅畫賣出去，能讓藝

術家和收藏家「撻著」才是關鍵。「我們希望幫助藝術家

和收藏家建立長久的關係。」富葰藝術中心經理莫曦紀介

紹，富葰是以藝術品投資代理的角色運作，對與其合作藝

術家的作品風格、主題和理念了然于中，並主動製造機會

牽引合適的收藏家。「我們在藝術展覽等不同場合認識到

藝術愛好者，會常常約出來見面，了解他們的品味，再向

他們介紹合適的藝術家。」

去年五月，富葰藝術中心從台北來到澳門，期待在

小城種下更多藝術的花朵，但仍不得不先好好適應這片土

地。在這座發誓要大力發展文創產業的城市，投資藝術品

看似很吃香，但實際操作起來絕非易事，首先困難就出自

藝術家本身。莫曦紀表示，新晉藝術家並不少，每年理工

學院藝術設計畢業生的想法獨特，能力也出眾。但礙於生

計，能全職從事藝術創作的藝術家並不多。即使是全職藝

術家，也缺乏對藝術市場運作的了解。在台灣和香港，藝

術市場有公式讓藝術家為自己的作品定價，參考的指標有

藝術家的紅娘
富葰藝術中心：

畫作尺寸、類型和市場行情等等。但在澳門，藝術家往往

不知道如何為自己的作品開價，因此藝術作品價格浮動很

大。富葰的另一個角色，就是藝術家的生意頭腦，幫助他

們在市場中定位。

畫廊對外推介藝術作品最主要的形式，是參與各種

各樣的展覽。澳門鄰近地區的展覽機會其實很多，在內地

各地更是從年頭開到年末。但澳門本地畫廊其實並不常參

展。一來本地畫廊規模小，一般負擔不起到外地參展的人

力和財力支出；二來大型展覽設有門檻，不僅藝術作品要

過關，畫廊本身資歷也要過關。例如，今年上海的某大型

展覽就拒絕了富葰的參展申請，理由是營業僅一年，資歷

不夠。好在富葰有台北總部的支持，有足夠資源往外闖，

即使不能參展，也會派人去各地觀展，了解藝術市場的最

新動態。莫曦紀期待澳門能有屬於自己的大型展覽，讓本

地和外地的畫廊共同參與。

莫曦紀也有不少外地客戶主動向她詢問了解澳門本地

藝術作品，自己當然盡己所能地推廣作品，但這樣守株待

兔的宣傳方式始終不足夠。在台北，藝術家以系列形式創

作，本身的風格和意念已經十分強烈。而且，各式畫廊往

往集結成一區，客人逛完一家就到下一家，藝術作品目不

暇給。而澳門的藝術作品風格不夠多樣，地小而貴，根本

達不到相同效果。莫曦紀認為，要克服這些先天不足，只

能靠同行之間更多的資訊共享，互相配合。而政府在促進

本地畫廊之間的交流方面，也可以發揮作用。

這是急不來的事情。正如莫曦紀指出，投資藝術品

如此慢的賺錢方式，對於習慣賺快錢的澳門人來說，本身

就是一個挑戰。莫曦紀補充說：「我自己也是藝術科系出

身，過去的自己只懂得埋頭作畫，也是投身畫廊行業後，

才明白藝術遠遠不止懂得調色那麼簡單，實現藝術家與受

眾的溝通需要更多對人本身的理解。我相信無論是富葰還

是本地畫廊，也需要為此而努力。」

 富葰藝術中心經理莫曦紀說：「我
們希望幫助藝術家和收藏家建立長
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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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在澳門舉辦的「新藝潮國際藝術學院新進博覽」

（下稱新藝潮）獲得不少好評，香港策劃人黃白露憑著自

身的公關人脈，聯同本地藝術團體合作宣傳，活動打破過

往藝術展覽入場人次冷清的局面，黃白露形容過程歷盡艱

辛，為的是提供平台讓藝術家與市場接軌，而非「等政府

養」。

新藝潮徵集了亞洲區藝術學院學生及畢業生的優秀作

品並由評審選出得獎作品，又為參展的藝術家提供平台，

讓他們接觸更多外來收藏家、策展人和藝評人等。

在香港修讀藝術行政的黃白露當年認識了不少澳門朋

友，因而令這次展覽得到本地藝術團體的支持，她笑稱有

人幫忙發出了2,000條訊息邀請朋友參加。雖然有公關經

驗，但團隊全是香港人，場地安排、申請資助及宣傳推廣

全部一手包辦，黃白露坦言遇到不少挑戰。「聞說澳門市

民沒有參與藝術展覽的習慣，擔心人流不理想，加上澳門

的收藏家並不明顯，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發掘，亦要吸引

香港買家來澳看展覽。」

外地團體來澳策展可以向相關部門申請不同類型的資

助，但黃白露認為，如果政府視文化藝術為經濟發展的政

策之一，須要更主動地與策展團體加強合作，她舉例今次

展覽特意安排了外地業界參訪團到本地藝術家的工作室或

讓藝術家與市場接軌
新藝潮： 團體，希望從中促成商業合作機會，可是所有受訪對象要

由策展團體尋找，當局沒有主動提供協助。「本地藝術氣

氛不是靠外來團體建立，一定要有政府牽頭支援，本地團

體才會願意聲援。我們辛苦地邀來的外地講者，如能申請

到本地學院或機構場地，可吸引更多市民到場。」

展覽獲得不少好評，黃白露稱，雖然籌備過程吃力，

但希望延續下去，只是場地費用不菲，策展團體獨力難

支，資金上需要更多支援才能決定是否續辦，會繼續嘗試

與相關部門探討合作機會。

首次參與新藝潮的澳門藝術家蘇凌葑在展會中賣出

一組雕塑裝飾，過程中認識了內地及澳門藝術品銷售中

介人。蘇凌葑稱：「現時本地供藝術家租借的展廳輪候

申請可能長達一年，而且費用不算便宜；相對於本澳舉

辦的展會大部分只限於藝術團體屬下的會員才可參加，

新藝潮這類形式的好處是跨地區招募藝術家，讓獨立藝

術家或新進人才多一個展示機會，亦有助推動本地藝術

家衝出澳門。」

畫廊、展覽是本地藝術家展示作品的重要舞台，蘇凌

葑平日亦會參與鄰近地區舉辦的展覽，原來外地舉辦藝術

展覽同時銷售藝術品的做法很普遍，內地一些藝術學院的

畢業展也吸引不少買家到場，可是澳門舉辦的藝術展大多

仍停留在觀賞、交流性質。蘇凌葑稱，本地藝術家如果加

入一些藝術團體旗下，較有利輪候場地租借、宣傳及行政

工作，這類做法在小部分的知名畫廊行之有效，但始終未

能帶動整個藝術品市場氛圍，凝聚本地藝術力量，她希望

將來可舉辦更多類似新藝潮形式的展覽。

 新藝潮現場

 本澳藝術家蘇凌葑

 香港策劃人黃白露（前排左五 ）是新藝
潮國際藝術學院新進博覽的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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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塑家黃家龍

 賈梅士像是黃家龍
早期的作品

 黃家龍最近的作品—
饒宗頤教授的半身銅像

008

今年八月，位於荷蘭園的饒宗頤學藝館正式揭幕。館內安放着的饒公半身銅像，正是出自
本地雕塑家黃家龍之手。矗立於氹仔龍環葡韻的賈梅士像，大三巴廣場的利瑪竇像，甚而是葉
挺故居的雕像，都是出自他的手筆。黃家龍，為這個城市做雕塑，替每個景點立地標，他又如
何看這個城市的公共藝術？

文／知言  圖／蔣誠邦、 黃家龍

李：今年饒宗頤學藝館的揭幕，你為饒教授做了半身銅

像，可否講講你創作這件作品的過程？

黃：饒公是漢學界的代表人物，因此過程中我壓力很

大，同時亦深感榮幸。雕塑完成了，就會放置起碼數十年

的時光，當下的人都不在世上了，可能雕塑依然存在，我

希望後世能夠通過雕塑認識這位名人。故此，這個作品我

不敢投放太多的個性，而是以較客觀沉實的手法去傳達，

所以我就以泥塑的質感去表現。我在敦煌博物館看過有關

饒公的介紹，而敦煌泥塑更是中國雕塑中的瑰寶，我希望

泥的味道可以跟漢學巨匠串連在一起，於是就斗膽在這個

文人造像身上將泥的質地粗野地釋放出來，這個算是我一

個個性點綴。

李：你之前都有做過利瑪竇、賈梅士等古人雕塑，相比

起為在世的人造像，兩者在做法上有甚麽分別？

黃：賈梅士像是我1999年的畢業創作。我當時手上只

有一張繪有賈梅士的五十元紙幣，我在想，應該要將賈梅士

塑造為軍人形象，還是一位詩人？我老師說這個是文化名

人，當然是要文人形象。於是我的賈梅士像披上一件很隨意

的睡衣，夜闌人靜，在獨自沉思。因為我喜歡無拘無束，我

將詩人與自己的氣質交融在一起。對我而言，做過去的人，

想像空間更大，而在生且活躍者，要注意的地方就很多了，

還要承受作品可能會引發的種種話題。

李：你過去十多年來都幫澳門做過不少雕像，能夠在那

麽多地區豎立起自己的作品，你的感覺如何？

黃：以數量而言也真夠榮幸了，之後就要向體積挑戰

了。如果能夠在城市天際線上增加一些線條和色塊，使社區

多一個景觀，也是好事。營地大街的那個塗鴉公園就能做到

這一點，我是第一批開拓這個公園的人。直至現在，三兩日

又有一班年輕人去更新塗鴉，真正做到活化社區了。

李：公共藝術在西方很盛

行，藝術家有重新定義空間的權

力。你覺得澳門在這方面走到甚

麽地步？

黃：如果在社區搞，很難有一個政府機構能全權主理，

結果往往是如果要為這件雕塑的放置定下一個限期，這個限

期可能只有一個星期。其實有些政府部門也有心去做，街

上亦有一些垃圾車、垃圾站是有美化過的，就是我們有份做

的。但到最後，幾個政府部門發現當中分工、授權不明，事

情只能擱置。事實上我們要完成一件作品，就要做一條生產

線，啟動成本是很高的。但政府部門不理解，我們就困難重

重了。文化局算是較為理解的了。想來在澳門如此的體制下

也能做出作品，真是萬幸。

李：除此以外，社會對不同風格藝術品的包容度又如

何？

黃：你怎能夠用「包容」這兩個字？從來只有一種風

格，就是不可以有投訴，一切以客人意見為上。有朋友說，

澳門藝術家跟港台的很不同。港台藝術家的作品都個性鮮

明，澳門的就分得很清楚，「揾食還揾食」，自己的風格會

保存在個人作品中。

李：市民對公共藝術的意識和接受程度又怎樣？

黃：曾經有個阿婆告訴我營地大街公園門像一把刀對著

她家，使得她從樓梯摔倒，要找主管投訴。這件事很經典，反

映出一些市民的公共意識。當然話說回來，我們也有美化垃圾

站，市民的反應是高興的。其實只要有人去作導賞介紹，市民

意識是可以慢慢提升的，反而官僚意志才難以扭轉。

李：你覺得澳門目前的藝術環境如何？

黃：比較喧譁。文創產業開始時，政府好像是要找一

批新人出來，然後我們就變成「老一輩」，被推到另一個位

置上。還有，澳門的文創政策是否等同會展政策？本地的文

創產品能否持續高質量、高產量，以滿足大量展會活動的需

求？數據是很漂亮的，數量有了，但質量呢？政府撥了一大

筆錢發展文創，會否到頭來去了會展業、廣告業上？手作的

朋友、藝術的朋友，又會否在食

物鏈的最底層？要扶持的產業是

否反而成為最弱勢？這都是需要

好好考慮的。

李：文化評論人李展鵬 黃：雕塑家黃家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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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設計師黃梓
維說：「時裝業的
創業成本高，港澳
的設計師單靠本地市
場難以維持，必須向
外發展。」

 本屆澳門
服 裝 節 的
時裝秀四地設計師

匯聚澳門
服裝節

文／楊嘉欣  圖／蔣誠邦

看展位介紹，設計師要在網上花多點功夫維持

曝光率。」

作為前輩，黃梓維深深明白新進設計師的

辛酸，要儲錢持續參加展覽，直到累積足夠買

家維持營運，還要時刻保持對時裝的熱誠才能

走過這漫漫長路。黃梓維稱，雖然澳門的時裝

發展未及其他地區成熟，但設計師要堅持自己

風格才能留住顧客，不能隨波逐流。

主打親子裝的本地品牌Jose Des ign成

立只有一年多，設計師張衛冰早在品牌成立前

拜師學做晚裝，活躍於時裝表演活動，近年才

開始接觸服裝生產。張衛冰說：「在澳門從事

服裝設計荊棘滿途，沒有廠商支援的設計師要

尋找廠商、用料、生產線管理、市場銷售、形

象推廣等，單靠設計師一人是獨力難支的。」

因此，她的品牌團隊主要由三位業餘設計師組

成，分擔不同崗位。

張衛冰現階段仍在揣摩目標消費群、品牌

風格、生產方式及訂價，雖然政府提供不同支

援幫助本地品牌尋找商機，但類似時裝週的活

動很少，涉及時裝設計的銷售平台零碎，她認

為本地設計師的商業銷售技巧未成熟，也許要

花點時間訓練自己同時成為一個生意人。

今屆服裝節上亦舉辦了「當下˙型匯–

第二屆時裝設計樣版製作補助計劃作品匯演暨

頒獎禮」，讓觀眾一睹2014年獲文化局補助的

澳門時裝設計師的作品，並且呈現本地時裝設

計界的創意和發展潛力。

在國際時裝界，出自澳門設計師手筆的霓

裳美衣並不多，但小城也有優勢，每年舉辦不

同的經貿展會就是本澳設計師尋找國際買家的

廣闊窗戶，每年一度的澳門服裝節匯聚兩岸四

地設計人才，在他們眼中，澳門發展時裝業機

遇處處。

在法國及內地均設有自己品牌門市的台灣

著名設計師許艷玲，觀察兩岸四地的時裝消費

者特點時稱，因應地域及氣候等因素差異，各

地區的時裝風格及喜好各有不同。她說：「內

地人對時裝的表現能力強，但較重視品牌知

名度；香港時裝市場凝聚了世界各地元素，品

味較高端；台灣的消費者重視個人風格，使當

地興起不少自家品牌；澳門則是走休閒路線為

主，可惜市場不具規模容納更多設計師，相信

未來仍有很大發展空間。」

國際時裝市場正面對的困境是知名品牌不

斷壯大，微小而獨特的年輕品牌生存空間愈

來愈狹窄，許艷玲稱，培養時裝設計人才需

要環境氛圍及營商智慧，人們對服裝的需求

不可只停留在「飲喜酒穿得很漂亮，平日出街

則無所謂」的態度。她指出：「年輕設計師最

難突破的是尋找自己品牌的受眾、銷售點太零

碎。因此，新進設計師不要只顧著創立自家品

牌，還要累積市場推廣、倉儲管理經驗。」她

建議，澳門當局除了為本地設計師提供區域合

作平台，亦要舉辦更多物料展覽，豐富本地服

裝元素。

主力設計男裝的香港設計師黃梓維，和港

澳眾多設計師一樣要克服舖租問題，幸好去年

香港當局推出優惠措施，以較便宜的租金聚集

本地設計師在同一地段開店，才吸引黃梓維開

設個人品牌專賣店，現時他的營業額一半來自

本地，一半是海外訂單。

黃梓維說：「時裝業的創業成本高，港澳

的設計師單靠本地市場難以維持，必須向外發

展。」黃梓維定期會參與不同地區的展覽會，

尋找海外買家，隨著互聯網發展，接觸買家的

形式和機會較以往增加，他說：「不少歐洲買

家已轉為網上物色新設計師，而非出席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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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長壽電視

喜劇《How I Met 

Y o u r  M o t h e r 》 播足

九年，每個角色都深入民心，

但最突出的是花花公子Barney。

他總是西裝筆挺泡女，經常玩一夜

情，翻雲覆雨後就忘了女伴名字。Neil 

Patrick Harris把這個賤男角色演繹得活

靈活現，在劇內雖然是配角，但搶眼程度

卻蓋過男主角，單憑這個角色贏得多個最

受歡迎電視喜劇演員獎項。

這位熒幕上的女人殺手在現實中是一

位同性戀者，而且從一而終，跟伴侶相

戀至今11年，五年前透過代母誕下一雙

龍鳳胎，一家四口的全家幅幸福得羡

煞旁人。Barney是直的，但性生活

亂七八糟；Neil是攣的，但對愛情

忠貞不二。

但Neil的故事卻反映

了美國電視電影業漠

視性小眾市場

的 問 題 。 根 據 美

國南加州大學的一項調

查，在2014年100大電影的

4,600多個角色中，只有19名是

同性戀或雙性戀者，當中以白人男

同志為主，而且全部電影中，都沒有

跨性別角色。

即使不提美國最近在全國實施同

性婚姻合法化，這個情況也有點脫離現

實。荷李活有很多才華橫溢的導演和演員

都是同性戀者，例如李˙丹尼爾斯（Lee 

Daniels）、茱迪科士打、馬特波莫等

等。他們有這樣的市場，有這樣的人

才，偏偏極少這類商品。

在《小眾，其實不小：中間市

場陷落，小眾消費崛起》一書寫

到，當全球產業都企圖爭取最

多的消費者時，那麼每個

品牌的產品或行銷策

略可能重覆，

反 而 無 法 脫 穎 而

出，而且很易被競爭者

取代。相反，如果能將顧客

對象劃分得仔細，而只集中

推銷某個小眾市場，這個利基

市場反而有無限的商機。

在這方面，英國人似乎比美

國人獨具慧眼。英國電影協會主辦的

倫敦性小眾電影節至今踏入29周年，

今年電影節歷時11天，閉幕一晚的觀

眾人數為23,500，比去年增加6.8%，是

電影節創辦至今的最高紀錄。而近年英

國文化協會也支持這個電影節，還有

120名電影人參與，可見所謂小眾也

會逐漸成為主流的一部分。

不單是電影業有這個潛在

市場，就連同性婚姻未合法

的中國，也有人開始注

視這個市場。

今 年 七

月，《Timeout上

海》雜誌探討中國內地

被忽視的性小眾市場，受訪

的奢侈品市場顧問指，假設中國

只有3%至5%的人口為性小眾，已

有4,000至7,000萬人口，這些人大多

是消費能力較高的一群，而且大多從

事文創產業如時裝、設計、廣告，更能

牽動社會潮流。

連淘寶也在二月時推出「We Do」

專頁，口號是「彩虹熱戀，真愛無限：

只 要 你 是 真 愛 ， 淘 寶 就 幫 你 實 現 夢

想」，比賽勝出的同性戀情侶獲得前

往美國結婚連蜜月的套票，這是內

地近年最大型針對性小眾的商業

推廣。

要推動文創憑藉的除了

是創意，還有開拓小眾

市場的膽色。

文／吳健玲
圖／Angela George、 Focus Features、安樂影片

 Neil Patrick Harris（右）與他的伴侶David Burtka

 改篇自同名小說的電影
《丹麥女孩》，是以已知
首位變性人莉莉•埃爾伯
的故事為藍本改篇。

 本月上映的《愛是最大權利》，是
改篇自真人真事的同志平權電影，
主角之一的Ellen Page於2014年出
櫃公開其女同志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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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期：早鳥（Early Bird）：
 即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

參展報名截止：2016年1月31日

展場：�台灣華山1914文創園區、松山文創
園區、花博公園

活動內容：文博會在去年起以展會為主體，
提供文創商品及服務交易平台，連結生產、
行銷、通路等環節，並串聯周邊文創活動、
場館設施、巷弄街區，讓台灣文博會不只是
商展，更是台灣品牌及台灣價值的展現，同
時帶動華人文化創意產業趨勢的願景，一起
擦亮華人文創品牌的國際招牌。

主辦單位：台灣文化部

網址：www.creativexpo.tw

2016年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
博覽會徵展

日期：2015年12月19日、20日、
 22日、23日

時間：8pm

地點：澳門南灣舊法院大樓黑盒劇場

票務：澳門幣120元

活動內容：《完美的一天》為導演莫倩婷啟
發自自閉症的系列實驗劇場創作計劃，以劇
場為載體，利用階段性創作探索主題的同
時，亦以身體夥拍不同的元素碰撞出系列的
實驗作品，她以三個星期的實驗工作坊，實
驗身體與聲音的純粹回應與掀扯，最後以創
作呈現形式發表成果。

主辦單位：石頭公社

網址：www.facebook.com/
 events/804954426304129

形體劇場《完美的一天》

日期：2015年12月26日

時間：2:30pm

地點：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中心A館
 （國際玩具遊戲博覽會2015場內）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港澳、台灣和內地的動漫界共聚
交流，包括中國四川著名漫畫家馮戈、台灣
著名漫畫家林政德、馬來西亞著名漫畫家 
ZINT、香港著名漫畫家小雲及澳門漫協顧
問雞毛，大會希望透過講座及交流給大家分
享經驗及交流心得的機會。同期還將舉辦「
首屆亞太動漫大獎」頒獎禮。

主辦單位：澳門漫畫從業員協會

網址：www.facebook.com/
 events/564551517041195

第四屆亞太區插畫及動漫論壇

日期：2015年12月4日至13日

地點：本澳多個地點，查看活動節目表。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2015年「ART MO藝術澳門」
推出「藝術澳門之旅」、「藝術澳門論
壇」、「藝術澳門之夜」、「藝術澳門展
覽」四大主題。其中主打的「藝術澳門之
旅」打造出涵蓋本地博物館、文化藝術空
間、畫廊等多處藝術機構的特色藝術旅遊路
線，並推出「藝術之友」卡，居民和遊客憑
此卡可於12月4日至13日期間免費參搭乘
「藝術澳門之旅」旅遊專巴，穿梭於極具
澳門特色街巷中並免費進入各類藝術機構，
深入瞭解澳門當地的藝術和人文環境。

主辦單位：澳門文化藝術行業商會

網址：www.art-mo.com

藝術澳門

日期：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1月3日

時間：晚間場次（每日7:45pm），
 日間場次（2016年1月2日2:30pm）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票務：港幣380元、280元、200元、120元

活動內容：加拿大幻光奇藝坊是現今頂尖的
當代馬戲團之一。《我世代》糅合馬戲及城
市舞蹈，b-boying、霹靂舞、嘻哈舞等，馬
戲方面共展示了十種不同技藝，將嶄新的多
媒體元素融合於馬戲演出中，眾演員在一個
有如萬花筒般的視像投影前演出，影像包括
科幻電影影像、漫畫及塗鴉，令人目不暇
給。

主辦單位：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網址：www.lcsd.gov.hk

《我世代》幻光奇藝坊（加拿大）

日期：2015年12月12日

時間：8pm

地點：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票務：澳門幣300元、250元、
 200元、150元

活動內容：韓國大熱樂團Winterplay帶來清
新流行爵士，甜美細膩又不失型格。一出
道便走Pop-Jazz的路線，Winterplay前衛百
變，亦喜愛大玩懷舊經典，迅速成為年青一
代追捧的新寵兒。12月，約上三五知己，
享受Winterplay帶來溫暖而型格的旋律，為
冬日帶來不一樣的味道。

主辦單位：澳門文化中心

網址：www.ccm.gov.mo/Event.aspx/
 Detail/6688

Winterplay�爵士音樂會

日期：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3日

時間：10am至7pm

地點：富葰藝術中心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我們曾經在黑沙環的大排檔掀起
衣袖和老朋友們一起吃喝玩樂，夜幕下只見
到寂靜的工廠大廈，在幾百尺的家中忙着各
自的「功課」，曾經在橋的一邊等待黎明，
這一切成為外地畫家筆下最美的風景，台灣
藝術家周瑞萍以我們久違了的角度看澳門。

主辦單位：富葰藝術中心

網址：�www.facebook.com/flugent/?fref=-
photo

夜的起跑點─
周瑞萍個人展

日期：2015年11月13日至12月13日

時間：10am至7pm（逢星期一休息）

地點：澳門藝術博物館

票務：成人澳門幣5元、學生澳門幣2元

活動內容：本地藝術家黃子珩畢業於台灣藝
術大學美術學系，主修油畫。今次他以鉛
筆、彩色鉛筆作媒材，參照中國傳統繪畫的
構圖及線條進行創作。內容取材於周遭事
物，如年輕人、上年紀的人在公園的活動，
日常使用或遇見的機械工具等，細看生活中
的小事與點滴。

主辦單位：澳門藝術博物館

網址：www.mam.gov.mo

澳門藝術櫥窗
�「芥豆之微─黃子珩繪畫作品」

日期：2015年12月10日至12月13日

時間：2015年12月10日至12日8pm；
 2015年12月12日、13日3pm

地點：澳門南灣舊法院大樓二樓

票務：澳門幣150元

活動內容：2013年《大世界娛樂場》在澳
門藝術節首演直擊賭城百態，大獲好評，今
年澳門、台灣、馬來西亞創作人再度合作，
拒絕重演，再創新局，《大世界娛樂場II》
勢必震撼，「再一次談賭，但不只是賭桌上
的賭。你如何看待你擁有的賭本，你擁有多
少，一旦離開賭桌，到職場、生活，從賭桌
延伸到人生賭局，每一步都是在賭。」劇目
並在12月18日至20日於台北牯嶺街小劇場一
樓實驗劇場演出。

主辦單位：足跡

網址：www.facebook.com/
 events/1474130472914112

�《大世界娛樂場�II》：
拒絕重演，再創新局

日期：2015年12月11日至12月14日

地點：深圳會展中心6、9號館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文博會薈萃全國工藝美術界和書
畫藝術界具實力和代表的展商和展品，重點
展示包括雕塑、玉器、織錦、刺繡、印染、
編織、漆器、工藝畫以及陶瓷等工藝品內
容，集合現代與傳統工藝。展會期間，配套
舉辦中國工藝美術百花獎頒獎典禮。

主辦單位：�中國（深圳）國際文博會組委會
辦公室、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網址：winter.cnicif.com

第11届冬季文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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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網絡時代，微電影或宣傳

短片，對任何產品的推廣都極其重要。

對不少出版社來說，視頻已成為出版行

銷的重要手段，文學、音樂、電影、劇

場，最終的宣傳又回到了文字和視覺媒

介。到底是要用硬推廣（產品廣告）還

是軟營銷（電影軟植入、微電影），則

關係到宣傳經費和宣傳理念了。

總而言之，一部電影的成功，意味

的往往比我們想像的要多。今天，看小

說和讀詩已經不是主流娛樂，可是小說

家和詩人的作品，還是有其價值，而且

好看的東西不少。要如何被別人看見，

吸引別人走進書本，影像化自然是不二

法門。從電影界獲得協助，自然是最直

接的方法。

另外，很多經紀人都會透過他們

的閱讀，把好作品推介給自己旗下的導

演，再開始文學改編電影的企劃，也有

導演是通過自己的閱讀，發掘出適合自

己拍攝的文本，繼而跟作者接觸。至於

複雜的改編過程，如何尋找適合或有經

驗的編劇人員來連接原著作者和導演之

間的理念，繼而把文本視覺化，那也是

相當值得討論的課題。

現時的澳門電影，編劇這種艱苦的

工種極缺乏專業人員，澳門的導演似乎

比較喜歡拍自己的故事，少有想過跟文

學界聯合和跨界創造更多雙贏局面。導

演寫出來的故事，經文學和編劇專業進

行修改或提供意見；文學作品生成後，

透過改編和編劇變成可供拍攝的影像文

本，這一關大概就是提高電影作品質量

一個急待處理的環節。當然，澳門也沒

有多少作家能勝任改編或編劇工作，也

是一個實際問題。如何以更好的方式，

把眾多藝術界別的人聯合起來，透過影

像化產生更大的影響力，繼而能為各自

的創作帶來更大的價值，相信還需要透

過更多的實踐和交流，慢慢讓跨界合作

變成一種習慣。

《幸福來電》拍成微電影，最初的

目的就是宣傳《澳門作家訪問錄2》。

訪問錄的出版，目的是給澳門文學留下

史料。而電影拍完，實際取得的成果就

是揭開了一批老作家

的神秘面紗，為澳門

文學史留下一些動人

的影像記錄，這跟我

們的初衷是一致的，

而且似乎參與其中的

作家，他們的忠實粉

絲都看得相當高興。

我想，將來在書展展

攤 、 在 進 行 文 學 推

廣及有其他新書出版

時，這部微電影估計仍可以長期利用。

當然，從文學史的角度，我會更

期待如《他們在島嶼寫作》和澳門導演

徐欣羨的紀錄片《荒蕪中栽花》之類的

影像作品，這些透過記錄作家的寫作與

生命歷程，能最終連繫到人生和城市，

人們往往能透過欣賞這樣的作品，刺激

到自己的創作。在文學和電影的跨界方

面，在此也鼓勵澳門的電影界和文學界

朋友，繼續互相關注，一起來發掘更多

合作項目，做出更多好作品吸引更多觀

眾。目前，周桐的短篇《楢山盟》、太

皮的中篇《愛比死更冷》，好像已進入

了澳門電影的創作企劃，我也會為大家

密切留意。

（當文學遇上電影，

當電影遇上文學‧下）

陸奧雷

電影的宣傳價值和歷史記錄藝術的推行

文 創
博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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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普及在每一個發展具有相

當程度的地區或城市，總是會被提及。

其原因在於經濟能力強盛時，人類對生

活的追求遠超於只是單純對食物追求口

腹之慾的層面。由此，不難理解社會上

對物質以外的追求漸趨改變，當中，對

藝術的追求便不難看見。近年來的澳門

國際音樂節演出便明顯可見，其出票率

在售票第一天便已經超過六成，不少場

次甚至售罄、加場等。若與過去相比，

參與者基本上只是一些本土喜愛藝術

的人。現時，有更多不同的人亦參與其

中，包括來自兩岸四地、慕名而來的音

樂愛好者。作為一個帶動藝術普及的節

目，明顯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對於藝術的發展，參與者的普及

必然有重要的影響，不但增加參與的

群眾，而且亦能夠為藝術從業者提供

更多機會（不論技藝的提升或是工作

機會）。在市民對生活從以往只單純

追求生存轉而對生活質素的追求可見，

藝術在當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以往，

或許對於產品的追求在其實用性，現時

社會大眾對於其設計的外形、質感、其

創作物所連帶的精神及其聲譽等亦有要

求。奢侈品的使用變得普遍，由此，對

於事物的追求從美國在二十世紀初的大

規模生產所針對的一體適用（One size 

fit all），轉而為《經濟學人》所說的第

三次工業革命，個人化產品追求的回歸

年代。基於經濟狀況的明顯改善，人類

對於生活的追求變得更注重自身價值。

藝術受惠於經濟發展，亦同時背負更大

的使命。品味的培養反倒成為了藝術政

策推行需要考量的方面。經濟帶來的增

長，簡而言之，就是暴發戶突然多了不

少。人類追求的不同在於其品味及教育

水平的不同，因此，資源或會走入不少

的娛樂項目，良性嗜好有益於個人生活

品質及社會發展；不良嗜好卻造就社會

價值觀的扭曲，產生不少有違社會期

望的個人行為及助長不少邊緣行業（色

情、毒品等），對社會的穩定有一定的

影響。

在藝術政策施行之中，平衡邊緣性

需求與社會總體發展是一重要課題，其

需求與整體發展之間產生衝突的磨擦如

何制衡，將會有助於社會的健康發展。

亦由於此，藝術政策的發展其一重點更

在於培養出具有符合期望的行為規範，

能夠讓社會上的群眾更能夠從中獲得生

活品質的同時亦不違背普世價值的原

則，其慾望的擴張能夠讓社會所接受，

且有助於整體社會良性的發展。在於

藝術政策，只要具有適當的藝術意識培

養，而且多利用實例及感受，配合家庭

的了解（尤其對家庭條件不足夠者多加

投放），藝術的品味必然能夠培養。常

規的教育政策中，亦對藝術教育所佔的

課時，學生能夠觸及的藝術創作多加提

升。現時，社會有關文化產業多元的發

展，必依賴長遠藝術政策的制定。

專職大學工作，工餘藝術評論。前期留學德國，現在回到
澳門。興趣古典音樂，近來研究繪畫藝術。雖學無止境，
仍喜愛閱讀。

張少鵬

文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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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學創作多面手，出版短篇小說集《板樟堂的倒數
聲》、詩與散文合集《摩天輪的幻象生活》，與詩人賀綾
聲合作推出文學宣傳短片《片段．遇見》、《出走》、《澳
門文學地圖系列》及《幸福來電》。



說完自己、讀者，該是時候把眼

光拉闊，談談讀書雜誌與一個城市的

關係，特別是，與文創的關係。之所

以會挑選文創作為連結城市與讀書雜

誌的媒介，主要是因為各種相關的迷

思：我們不會否認一座城市必然有其

獨特的文化，同時，讀書雜誌也一定

會跟文化扯上關係，但以上這些究竟

能夠如何體現？我認為，透過觀察這

城市裏的文創，就能找到答案。

文創之於一座城市，有如這城市

內文化狀況的顯影劑，既顯示出這城

裡的文化生態，亦反映出這座城市裡

的人對文化之想像 —— 對自身本土文

化的重視程度以及對外來文化的包容

程度 —— 所以，文化土壤中的養分多

少，某程度上決定了一座城市的文創

產業能走多遠。至於要如何開墾出一

片適合文創產業發展的文化土壤，則

需先弄清文創的本質。

每 當 想 起 文 創 ， 我 們 腦 海 裏 浮

現的會是電影、戲劇、電視、音樂、

繪畫、設計、時裝等，面相萬千，但

究其根本，我認為維基百科所下的定

義也有參考價值︰「文化創意產業，

顧名思義，為結合了文化及創意的產

業。」也就是說，所謂文創，說穿了

就是文化和創意，而這兩大元素的特

點，在於它們需要吸收、沉澱和轉

化，當中最為重要的，是吸收的過

程。

誠然，有關「吸收」，不論方法

或來源都不少，但閱讀過程中所為我

們累積種種關於想像、觀察、批判和

思考的能力，令我們能夠穿越時空、

地域的阻隔，站在聖賢先哲的肩膊上

繼續遠眺，必然是眾多路線中一條省

時省力的捷徑。這大概亦是一本讀書

雜誌與城市，與文創相遇的時

刻。

假如以上的推論都沒有出

錯的話，接下來我們要問的，

就是最實在，也是最殘酷的問

題︰究竟一本讀書雜誌在推廣

閱讀的層面可以有多大的影響

力，能成功引領讀者前往書海

中練就一身好武功，再在文創的世界

展現絕活呢？特別是在今天人人都在

一窩蜂地去「搞」文創，但閱讀氛圍

卻一日比一日薄弱的時刻，這問題尤

其有它的迫切性。而作為一個讀書雜

誌編輯，我不會自賣自誇，迷信讀書

雜誌是推廣閱讀的重要推手、讀書雜

誌是一個城市的閱讀指標等等；我只

知道，要讀完一本讀書雜誌所需要投

資的時間和心力，遠比讀完一本書為

低，同時，一本讀書雜誌中能載有的

資訊豐富度，也理應比一本書為高，

果真如此，我們不妨將讀書雜誌理解

成游泳池中的淺水區，能讓人在其中

找出適合自己的泳式和節奏，熟習以

後，就能在更廣闊的水域中暢泳，退

一萬步來說，就算沒有「過塘」，起

碼會有了游泳的習慣，也懂得在水中

自在的活動。

一座城市沒有文化，不是問題，

問題是在於裡面的人會否輕視文化；

同樣，一座城市裡的人可以不閱讀，

但卻不可以輕易否定書本的力量。只

有理解到文化需要循環不息的呼吸，

這城市的文化與創意才能有源源不絕

的生命力，不斷成長；這城市的文創

才能抓住根基，不會是紙上談兵。

近年來亞洲藝術風潮席捲全球，

許多歐美地區的重要城市如紐約、巴

黎和布魯塞爾，都持續籌劃大型的相

關博覽會和文物展覽，以便吸引各界

人士前往參與。在這些類型的藝文展

銷活動裡，藝術週的舉辦形式可以說

是最受到大家的關注所在。特別是倫

敦亞洲藝術週 （Asian Art in London，

簡稱AAL），其從1998年開始籌辦

至今，已經堂堂邁入第18個年頭，

無論於招商宣傳或是企劃執行方面，

都獲得業界的一致好評與觀眾的熱烈

回響。作為亞洲藝術週的先驅領導

者，AAL的成功範例或許可以成為日後

有心人的參考目標。

藝術週的舉辦運作
一 般 來 說 ， 籌 辦 藝 術 週 的 幕 後

關鍵人物包括組委會、主席和計畫經

理。若以AAL為例，其組委會的成員是

以倫敦地區經營亞洲藝術的畫廊和古

董商之負責人為主，奠定了該活動基

本的商業導向目的。之後在每年的10

月底至11月初之間，適逢英倫秋高氣

爽的舒適天氣，也正是舉辦活動的大

好日子。經年累月下來，AAL每年固定

的展覽時間，都已成為藝文愛好者日

曆上的必訪行程。此外由於倫敦市中

的業者店面，都散佈於肯辛頓教堂街

區（Kensington Church Street）、聖

詹姆士區（St. James's） 和梅菲爾區

（Mayfair）。因此為了結合城區宣傳

規劃和聚集人潮買氣之便利，在活動

舉辦期間，主辦單位也分別在各區店

家裡進行延長夜間展示和迎賓酒會。

商務之外的合作
細觀AAL的參與對象，並非只限於

業界人士，更是擴及至文化團體、大專

院校、公立博物館和私人藝文機構。

以今年（2015）來說，正值中英文化

交流年（UK-China Year of Cultural 

Exchange），主辦單位便與政府密切

合作，加上皇室人員的積極參與，更讓

活動的能見度與新聞性大增。另外像大

英圖書館、大英博物館與V&A博物館等

機關，也都是每年參與AAL盛事的固定

夥伴。在推廣教育方面，倫敦大學的亞

非學院、佳士得與蘇富比拍賣公司的

藝術學院，亦經常與之同時推出短期

的藝術鑑賞課程，讓參與活動的民眾，

能夠在學識上更添豐富。於短短一週

內，AAL的豐富活動與多元選擇，讓藝

術展銷買賣變得深度有趣，去除傳統的

刻板印象，重塑當代的文創新意。

澳門的可能性
從2001年開始，澳門藝術博物館

與中國大陸的數家文博機構，像北京故

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等相繼合作，固

定於每年10月間，引進一檔檔大型出

眾的中國傳統藝術展覽，並舉辦相關學

術研討會。就在館方多年來的精心籌辦

之下，其已在海內外培養出一批忠誠觀

眾，每年皆會定時前往參觀展覽。這個

大好契機，或許可以成為催生澳門藝術

週的重要助力之一。若由當地的私人藝

廊與古董商為主導，邀請公立文博單位

與學校參與其中，配合著其他的藝文團

體組織（電影、戲劇、音樂、設計或文

學），澳門藝術週的開創前景，絕對值

得來日的眾人期待!

書中自有文創路？——
關於做讀書雜誌的二三事（下） 亞洲藝術週的先驅者: Asian Art in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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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後澳門人，現於香港從事傳媒工作，著有《戀殖世
紀︰港澳殖民印記》一書。

蕭家怡

文 創
博 客

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現為文字工作者，旅居英倫
地區。

林逸欣

文 創
博 客



在飛鴻天地裡，展售著佛山人引

以為傲的民藝品：石灣陶、粵繡、扎

作、香雲紗。逛的人多，買的人少，

剪紙的舖位「黏」性比較高，爸媽帶

著孩子，圍著一張小桌。我詢問完粵

繡課程的資訊後，便湊過去剪紙舖

位，看看是否能買到合適的紀念品。

價位很不親切。裱了框的易碎而

沉重，背包帶不了；沒裱框的尺寸都

太大。

最後，店員介紹我「小幅的」：

十元人民幣一張，十二生肖，給孩子

們體驗紙刻用的。我尷尬笑笑，問：

「我相信佛山剪紙千年來應該累積了

不少經典紋樣，有沒有想過將這些紋

樣重新設計，用雷射雕刻做成適合現

代使用的裝飾？像是卡片貼紙之類的

東西？」

我只差沒說紙膠帶，這年頭最狂

銷熱賣的典藏型文具。

她一開始沒聽懂，我反覆解釋了

幾遍，她終於搞懂我的意思，卻大驚

失色，彷彿自身價值受到嚴重衝擊，

說：「我們的東西全部都是手工的，

不是機器做的！而且所有圖案都是師

傅親手畫的。所以我們弄了這個剪紙

體驗，只要自己來刻過，就明白為甚

麼要賣那麼貴了。」

在台灣，1980年代的小學生大概

都上過剪紙課，而且學校教得非常認

真。文具店裡有賣各種繁複的圖紋，

除了中國傳統紋樣，還有許多緊扣流

行的主題，從漫畫人物到偶像明星，

甚麼都有。整個學期可以刻完一張就

算功德圓滿了，有些手工厲害的同學

可以刻上好幾張，裱了框拿到學校秀

給大家看，頓時成了被崇拜的風雲人

物。

時代變遷得太快，現在幾乎

看不到剪紙了。剪紙的原意是窗

花，而今沒有人在貼窗花了，倒

是有另外一種功能非常近似時尚

產品席捲而來：壁貼。

第一次看到壁貼，我就想

起剪紙。如果能將傳統剪紙的紋

樣設計成適合現代居家的壁貼，

部分採用機械生產，讓它成為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不是更能

延續這門藝術的生命？只要有了基礎

產品，就會有人想要追求好東西、追

求精緻典藏，這些人自然會去購買名

家的手工剪紙作品，整個市場才養得

住。

民 藝 的 養 分 必 須 來 自 日 常 ， 當

一般人在生活中看不到它時，就會覺

得這種東西和自己不相干，也不會樂

意去購買，遑論持續購買。文創的基

本原則，應該是將過往傳統中曾經存

在的美好事物，藉由現代的手法重新

詮釋，讓它在時代變遷中仍能符合需

求，而不是逐漸失去生命，成為博物

館中的標本。

這麼說並不是否定技藝傳承人的

手工技術。然而，隨著消費與物價水

平的持續提升，手工成本只會愈來愈

昂貴。一幅大型剪紙可能需要專心致

志、耗時經年才能完成，這漫長歲月

的生活開銷總是要維持，有多少消費

者願意付出相應的價格？在需求日漸

減少的過程中，專業人才失去收入，

技藝便會隨之消失，這才是最可惜

的。將之開發成製造成本低廉的周邊

商品，用它來維持高端藝術作品的創

作，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方法。

期待春聯、年畫、剪紙，以及所

有美好的傳統技藝，都能在時代的快

速變遷中，薪火相傳。

機 會 是 留 給 有 準 備 的 人 。 這 句

話，你不一定知道出處，但當中的微

言大義，很少有人存疑。除了機會這

回事，近年我們從中發酵出另一種叫

做危機的東西來，有人把它解說成一

幅對聯似的順口溜：有機就有危，有

危就有機。十足十古人所謂的「禍兮

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此語出

自《老子．五十八章》，意思是說

禍與福互相依存，可以互相轉化。禍

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禍的因

素。也就是說，好事和壞事是可以互

相轉化的，在一定的條件下，福就會

變成禍，禍也能變成福。

好 事 壞 事 ， 互 相 轉 化 ， 確 是 老

生常談，但大家都很明白，如果你過

去15年來一直住在澳門，對不起，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人性，一

定很有體會。政府庫房由回歸前百億

不到的收益，到幾年前三千億的天文

數字，再演變成如今水瓜打狗失了一

大截，無疑是一場很富教育意義的示

範。很多朋友覺得政府要在澳門推廣

文創事業，是很對的政策，但富可敵

國的時候，大家都好整以暇虛度了大

好辰光，到賭稅連年下降，很多對產

業多元化表示支持的人，到最後，也

是止於表示支持，而鮮有實質行動。

政府當然希望透過資助來培養幾隻

領頭羊，幾年下來，如果真要衡工量

值，毫無疑問，能成事的，絕對鳳毛

麟角。此無它，習慣了倚賴，人自然

缺少開創的謀略。終於，你今日走在

澳門人流最旺的地段，放眼一望，最

多的，仍是買賣金銀珠寶的金行，賣

牛肉乾杏仁餅的當然也很成行成市，

之後，就是賣藥賣奶粉的藥房了，再

下來，才是人人都要去解決口腹之慾

的大小食肆，至於你關心的文創事

業，究竟如何的一片興旺，老實說，

他們的影踪在鬧市也不易得見，生意

云云，又從何說起呢？究其原因，不

外乎是舖租高昂入不敷支，入不敷支

是因為你的東西不好賣，東西好賣，

羊毛出在羊身上，多貴的租金也不

怕。你不信，去看一下新馬路的市況

就明白了。

但你會去開金舖嗎？你不會吧。

賣牛肉乾杏仁餅如何？對於喜歡坐在

電腦前面幻想前程的人，更不會有興

趣了。文創事業如果也是一盤生意的

話，又如何脫得出運作成本的控制?

要控制成本就不得不顧市場的現實。

再者，甚麼才稱得上是文創事業呢？

老實說，當你生意做成，客戶覺得你

賣的東西，或者所提供的服務很有創

意，有用之餘亦有值得細味的意趣，

甚且充滿一個城市文化風尚的意涵，

如此種種，大概就是所謂的文創產品

了。但大家真的毋須緊張於自己幹的

是否一定是甚麼絕世好橋的產品，如

果你連甚麼買賣都未接觸過，更無謂

強求一鳴驚人的文創業績，先從簡單

的買賣做起最好。細想一下自己上一

次瘋狂地買文創手信的環境是怎麼樣

的，你就可以有個概念，甚麼土壤種

甚麼果子，不會枉費心機來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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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剪紙：民間工藝的生存困境 危與機 

自由文字工作者，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將旅行視為一種修行，在
每一處陌生的異地，學習用不同的角度重新認識天、

人、物、我的關係。著有：《澳洲不思議》、《吳哥深
度導覽》、《孤獨星球LonelyPlanet"IN"系列：台

灣》。

張蘊之

文 創
博 客

資深藝術教育家及專欄作者，1980至1990年代分別旅居
東京及倫敦，對現代文創事業頗有感悟。

王禎寶

文 創
博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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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已經到了12月，實在覺得

這年過得特別快，香港的live scene更

是精彩，很多當紅的、經典的、新晉的

名字都來過香港，反而是擔心沒有時間

看演出。趁著12月，希望藉此回顧和推

薦一些值得繼續留意的名字。

極速成長的唱作人Michael�Lai
首 次 聽 年 輕 唱 作 人 M i c h a e l 

Lai（黎曉陽）的歌，感覺沒有甚麼特

別，以為還不是「另一個」自彈自唱

的年輕歌手罷了。半年後再聽《香港

傑出廢青》、《真偽文青》等歌曲，

卻覺得他完全脫胎換骨，有能量、有

想法，在強大的幕後班底支持下，首

張專輯《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 A Start》

曲風多樣，主題卻統一，頓時覺得

Michael可以成為年輕一代的代言人。

他的團隊希望以「主流以外」的方式孕

育一位有才華有潛質的音樂人，期待下

年的Michael在音樂上會更加成熟。

城市民謠樂隊Stranded�Whale�
或許香港很多樂隊還是以熱血、

夢想作口號招徠，實在令人吃不消。

城市民謠樂隊S t r a n d e d  W h a l e 的

樸實、細膩，像是一道清泉。專心造

音樂，大家在他們的唱片《Northern 

Tower》或是live session聽到的，都

是一絲不苟的編排與演奏。主音Jabin

譜寫的歌詞，富詩意而言之有物，也

是令Stranded Whale比一眾樂隊與別

不同的原因。或許不會「爆紅」，但

是總會耐聽的樂隊，希望他們會繼續

玩下去。

音樂會搞手House�of�Mercury
今年其中一場較難忘的演出，要

數澳洲neo soul樂隊Hiatus Kaiyote的音

樂會，但不禁想主辦方真的非常大膽，

把這個沒有太多人認識的新名字帶來香

港。主辦單位House of Mercury就是喜

歡這樣：「獨具慧眼」，在音樂人冒起

之時便引進香港，冒險但有型。本身非

常喜歡藍調音樂的主腦Jake相信香港其

實有不少喜歡blues/soul/funk音樂的年

輕樂迷，除了Hiatus Kaiyote，今年已

經辦了Mr. Sipp、Harts及Roy Ayers

的音樂會。聽Jake說來年希望把更多

新名字引進香港，信得過他們眼光的朋

友，多多留意他們未來的動向。

多元曲風
這 個 純 粹 是 個 人 感 覺– 香 港

年輕人，聽POP聽到很悶了吧？在

外國，blues/funk/soul等音樂類型復

興，很多年輕art ist都以「年輕老靈

魂」姿態上陣，香港來說，其實每次

有較為獨特的曲風的音樂出現，無論

是Sensi Lion /  Mouse FX的雷鬼，

黑鬼/阿初等的民族音樂，還是玩gypsy 

jazz、blues等音樂人出現，現場觀眾

總是非常好奇那是甚麼音樂，更會喜歡

上，問我們那裡可以聽到更多類似的音

樂。香港流行音樂「死亡」，已經討論

了很久，但無論如何，我相信香港人還

是需要音樂的。隨著busking文化不斷

普及、網上發表音樂愈來愈容易，我相

信香港人會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類型的

音樂。在主流媒體無甚真正影響力的時

代，倒不如多點上街上網，發現不同的

聲音。

 

土生土長香港人，中學時代愛上達明一派與Britpop，自
始對流行文化產生濃厚興趣。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
聞系畢業後，開始為香港多份中英文刊物寫作，現在為

網上音樂平台Bitetone總編輯及Cuetone工作室項目總
監。最愛旅遊、熱浪薯片與橙色；最討厭等巴士。

莫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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