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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vacki
探索抽象與具象

著名新加坡藝術家 Milenko Prvacki 於香港的首度個人展
覽 「憶記已逝的」正在誰先覺畫廊舉行，展出一系列創作於
二○○九至二○一一年間，運用包括丙稀彩、油彩，混合媒
介於畫布和麻布上完成的畫作，當中包括全新的兩組系列
《Now you see it...now you don't》及《Covered Up》。

Prvacki 一九五一年出生於南斯拉夫，在羅馬尼亞的布加勒
斯特美術學院完成藝術（繪畫）碩士學位。他由一九九四年起
出任新加坡拉薩爾藝術學院院長，現時為學院的資深院士。

Prvacki 的作品自從一九七一年已於歐洲各國廣泛展出，
九三年起在新加坡多個公共空間及畫廊展出作品。近年他又
獲邀於新加坡，吉隆坡，悉尼及雅加達等地舉辦個人展覽。

除了堅持創作外，Prvacki 亦熱心於藝術教育的工作，積
極參與世界各地的藝術研討會及工作坊，又曾出任日本東
京武藏野美術大學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薩班哲大學的客席

教授。
是次展覽展出藝術家包括二○○九年至二○一一年間的

近作。Prvacki 的畫作往往受個人經驗所導引，同時緊貼當今
社會種種現狀，構成一套獨特的視覺藝術語言。他的作品又
通過探索抽象與具象兩者間的關係，向繪畫媒介表象的特質
作出質疑。Pravcki 在其創作中所畫之 「物」往往顯得異常含
糊和難以歸類，以抗衡人們把事物分門別類的慣性。

Milenko Prvacki 畫展 「憶記已逝的」正舉行至四月七日
，地點在香港中
環康樂廣場一號
怡和大廈 LG1-3
誰先覺畫廊，查
詢可電：二五三
七八八六九。

香港演藝學院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建立，戲
劇學院首屆畢業生於一九八八年誕生。當年的畢業
生大多投身了戲劇表演行業，甚至自組劇團持續創
作和演出，各自發展出不同的道路。

《文字幽靈》質樸小巧
赫墾坊劇團（下稱赫墾坊）在演藝學院建

立前已經成立，該團藝術領導吳家禧其後於演
藝學院畢業並將赫墾坊轉型為職業劇團。不經
不覺，赫墾坊已經三十周年了。該團經歷了高
低起落的日子，最近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建
立了 「莫唏場」—小型黑盒劇場（吳家禧的
編劇筆名是莫唏），演出了新作《文字幽靈》
，於每場演出後並與觀眾交流感受，以此推動
小劇場的創作及實驗文化。

莫唏過往曾以創作人的角度，編撰了一系
列探索編劇的創作心路歷程的劇本。繼《騙子
的一夜》、《最佳編劇》、《紅粉》、《紅粉
之上集未結局》之後，《文字幽靈》是該系列
的第五齣作品。劇情講述一位編劇在撰寫一個
有關西部牛仔的英雄和美人故事。全劇營造了
三個戲劇時空，包括真實處境（編劇在編寫劇
本）、排戲場景（男角和女角在扮演英雄和美
人），以及劇本場面（英雄和美人在爾虞我詐
）。故事以單一主線發展，故此劇情並不複雜
，故事的骨幹在於男角和女角如何構思自己的

角色發展，好讓編劇能在規定情景之下能
將劇本完成。

男角和女角皆不想自己的 「虛擬」身
份無疾而終，故此互相推搪又互相協助之
下，千方百計為角色尋找合適的邏輯和行
事理由，好讓編劇能將劇本發展下去。過
程之中，爭議和衝突在所難免，但創作人
必須要按目標而完成既定的任務，顯然就
是莫唏所要提出的故事主旨，並延續了莫
唏一直以來的創作風格。

《文》劇雖然是小規模的演出，場地
的客觀條件並不完善，但是製作仍然認真
，燈光、音響、化妝和服裝都一絲不苟，
吳家禧兼飾演男角，與藍真珍飾演的女角
，不論形體動作和語言交流，都表現出高

度默契，提升了表演的可觀性。

《星夢塵緣》典雅堂皇
演藝學院畢業生組成的演戲家族，亦已有

二十年歷史，近期為香港大會堂金禧紀念而製
作了《星夢塵緣》。

《星》劇再一次顯示了演戲家族的音樂劇
實力。由莊梅岩與陸昕聯合編寫的劇本，講述
兩位流行樂壇女歌手Eva（陳潔靈飾演）和Ada
（劉雅麗飾演）的交誼、互助而至互相爭鬥的
故事。除了二人在友情和事業上互相競爭的主
線之外，劇本透過一批周邊人物，包括勢利的
酒吧老闆、善於栽培新人的經理人，以至報章
娛樂版記者、造型設計師及化妝師等，側面描
繪藝人所面對的工作困難和心理障礙。編劇一
方面表現兩位原本是好朋友的藝人，如何各走
不同的星途，另方面亦透過社會的眾生相，展
示紅塵上不同人等的人生際遇。

《星》劇的故事雖然老掉大牙，但結
構和細節卻有特色。文本強化了演出的內
容，令該音樂劇更有內涵。

此外，《星》劇的藝術合成圓融滿足
。倫永亮擔任音樂總監，雖然全新創作的
歌曲不多，反而採用了楊千嬅、關菊英、
容祖兒等多首流行曲作為角色 Eva 及 Ada
的劇中歌曲，但由於劇本背景為流行樂壇
，故此該等流行曲的感覺及歌詞內容都與
劇情互相呼應。另一方面，由於陳潔靈本
身亦是流行歌手，因此她演繹 Eva 的角色
而唱出《白金升降機》或《星夜星塵》等
紅極一時的名曲，彷彿將演員與角色融為
一體，真實與藝術相映成趣。

導演彭鎮南將歌曲與劇情、主要角色
與輔助角色，都安排得恰到好處。另外五位演
員（譚偉權、趙浩然、宋本浩、何敏儀、林可
嘉）分飾了各個不同人物，既以生動的形象呈
現了人生百態，他們亦充當歌詠隊為Eva及Ada
和唱，提升了演出的整體藝術形象。

總括而言，《星》劇是一齣典雅堂皇，戲
劇和音樂俱有極高水準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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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齣本地新劇各有千秋各有千秋

▲《星夢塵緣》以流行樂壇為背景帶出友誼與爭鬥 李國威攝

▲陳潔靈（左）與
劉雅麗主演《星夢
塵緣》，演技歌藝
互相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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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幽靈》裡，情人《文字幽靈》裡，情人
的影像揮之不去的影像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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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夢 中 情 人 是
《文字幽靈》中編
劇一角的靈感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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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幽靈》的女
角不惜露出真面目
─逼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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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港插畫師林皮為迎接復
活節創作的 「蘇飛夢幻復活樂園」展覽，
把筆下超可愛角色大眼妹蘇飛，以多款個
性獨特的造型帶領人們走進奇幻有趣的復
活節世界。展覽現場布置成復活彩蛋畫室
，還裝置了一座八呎高的蘇飛甜蜜咖啡座
，讓參觀者與蘇飛一起遊走夢幻樂園。

林皮創作的大眼妹蘇飛，是由一個尋
找鑰匙的夢開始，她成功登堂入室，偷偷
進入了被別人遺棄的一幅風景畫中，故事
亦由此開始。她把拾來的過去片段，這些
都是別人已遺忘的美好事物及回憶，如同
珍寶地收藏在她的秘密空間內。她喜歡走
進別人的畫內看風景，偷取別人內心的鑰
匙去打開一個秘密，希望帶給所有人新的
希望及歡樂。

林皮生於香港，為本地畫壇冒起的新
星，有港版奈良美智之稱。喜歡獨處讓頭
腦清醒，畫面是思想過程中的一種情感記
錄。經歷無法以說話來表達，對事物產生
繁複的構想，自我反省系統成就了創作動
力。她以女性的個體出發去表達人在群居
、獨處以及環境的感受。

搗蛋蘇飛戲弄鳥兒搗蛋蘇飛戲弄鳥兒
林皮這次展覽的靈感來自最近一直留

意到的一些插畫，當中有很漂亮的雀鳥們
，她想像蘇飛又想跟雀鳥們來一場搗蛋。

林皮在創作蘇飛的過程中，發覺她的
內容越來越豐富了， 「本來她是偶然出現
在一幅我拾回來的舊風景畫中，走進別人
的畫內看風景，偷取別人內心的鑰匙去打
開一個秘密。她的性格愛搗蛋，好像這次
要戲弄雀鳥們，以為是想偷牠們的蛋來吃

，其實是想為牠們的蛋釉上色彩吧了。這
次與過往最不同的，就是蘇飛穿起了很多
漂亮衣服，及因為在家中煮食，所以除下
了面罩，露出了真面目。」

她會否希望蘇飛成為流行又長青的商
標？林皮說，希望蘇飛會受大家歡迎，
「首先我要把故事努力地畫出來。我心裡

一直為她的故事加入人物及情節。」

紙糊紙紮有些相似紙糊紙紮有些相似
展覽也包括一些林皮愛製作的紙糊公

仔，她笑言紙糊的做法，可能跟紙紮有種
很相似的地方： 「我其實最喜歡紙糊的做
法。是因為過程簡單、環保，以鐵線或一
些硬身的廢料成為模型，再在上面貼上有
漿糊的廢紙碎，一層層貼成心目中的形象

。紙糊比紙紮較堅硬、較耐放，而在歐洲
等地有很多很出色的作品，在小朋友的勞
作堂裡也常有出現的一種手工堂。」

但論到會否避免令人想像成紙紮品，
林皮就沒有想過，反而想了解多一點紙紮
的做法，這些都是傳統工藝，她又覺得中
秋節燈籠，也屬紙紮工藝。除了漫畫、紙
糊，她還收藏舊木如櫃門、抽屜等，成為
作品的一部分。

這次的展覽在商場舉行，林皮覺得畫
廊裡的展覽很多時都是以個人的觀點來出
發，表達當時自己對某時某物的體會及感
想，反之，於商場的展覽對象是大眾，也
圍繞一定的主題，還有涉及一點商場的形
象等。

「蘇飛夢幻復活樂園」展覽即日至四
月九日在 apm 大堂層舉行，四月六日至九
日下午三時，觀眾捐款十元予香港聖公會
福利協會，可參與復活蛋藝術工作坊。

林皮畫中人林皮畫中人偷取美好片段偷取美好片段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演藝青少年課程音樂會」 下午五時三十分在演藝學
院音樂廳舉行。

■欣暉曲藝苑主辦的 「欣暉粵韻會知音」 ，晚上七時十
五分在上環文娛中心舉行。

■龍駒琴弦閣主辦的粵劇《艷陽丹鳳》，晚上七時三十
分在紅磡高山劇場演出。

■香港中樂團主辦的 「羅晶與香港中樂團Ⅱ」 ，晚上八
時在沙田大會堂演奏廳演出。

■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主辦的 「影人影事」 系列之《電
影史話（二）》，早上十時三十分在香港藝術中心電
影院放映。

■香港大學主辦的 「陽春堂說物談情」 系列之 「中國美
容」 ，下午三時至五時在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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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隻瓷碟描繪鬼馬的蘇飛作弄鳥兒們

▲林皮用環保廢紙製成的紙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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