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報導

凝聚本地藝術力量 記錄時代文化足印

澳門藝術家推廣計劃
系統呈現本地美術面貌
◆ 文：
悅心

圖：澳門基金會、
受訪者提供

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重鎮，形成多元共融
文化格局，
為本土藝術創作提供肥沃的土壤。上
世紀八十年代澳門文化產業尚在起步，本地不少
資深藝術家從學於師、刻苦鍛鍊，在創作路上傾
注半輩子的心血，提煉出獨特的藝術視野。回歸
後特區政府逐步推進文化事業的發展，打造文化
城市氛圍，近年不少青年藝術家在內地、外國藝
術院校學成歸來，他們的作品駐足當下，表現出
新時代的態度。澳門藝術的創作種類和題材在多
元文化格局中愈見廣闊，澳門基金會由 2011 年
起開展“澳門藝術家推廣計劃”，為 100 位澳門藝
壇代表舉辦展覽或出版作品集，記錄本地藝壇發
展足印。
藝術創作的脈絡從不受限於點線面之間，靈
感隨心而行，創作媒材天馬行空，水墨畫、西方繪
畫、
中國書法、攝影、雕塑等不同藝術領域在澳門
邁出自己的步伐，發展日趨活躍。澳門基金會 畫家廖文暢認為，澳門有不少實力青年藝術家需要更多推廣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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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推出“澳門藝術家推廣計劃”(下稱“藝推
計劃”) 為本地藝壇傑出代表舉辦個人展覽，透
過藝術愛好者或觀衆的點評，鼓勵藝術家創新
求變，同時提高市民的藝術鑑賞能力。“藝推計
劃”
將百位藝術家的作品收錄成冊─《澳門藝術
家叢書》，當中有學院派，
也有自學成才者，他們
用藝術發掘澳門人文風貌，以豐富創
紮根澳門，
造力訴說澳門文化故事。

以平台推廣藝才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冒起的畫家廖文暢，是
當代水彩畫壇的實力派畫家，因年青時從事電
影院繪畫工作三十年，畫面布局帶有電影蒙太
奇手法，人物和景色交錯穿梭流暢而豐富，構圖
技巧高超，人像寫生更是栩栩如生。“作畫是很
開心的事，我不知如何形容，有時畫到一幅很滿
一邊看一邊自
意的作品，
可以凝望著它一整天，
感滿足。”
在藝術教育尚未普及之時，在澳門眾
多前輩藝術家與民間團體的共同推動下，讓本
地藝術氛圍持續活躍。廖文暢年青時加入澳門
美術協會，
從戲院下班後就到會址練習畫畫，那
時收入微薄的他不因生活條件有限而止步探
索，勤奮自學，
“美協會址有很多作畫工具和參
考書，年青人一起自習，有時前輩們來指導，讓
我們畫功進步更快。”
廖文暢有感回歸後政府對文化藝術的資源
投放愈來愈大，把藝術引進市民生活中，
“藝推

廖文暢作品：
聆聽歌聲

計劃”的平台作用明顯，
“藝術家只懂埋首創作，

即使作品有多出色也沒有人知道，
要爭取展示機會才
有進步空間，這個計劃為其籌備展覽事務，能讓藝術
家有一個平台宣傳自己。”
廖文暢年青時刻苦自學的
藝術路，對比如今藝術人才大多是學院派出身，他勉
勵年青藝術家要保持自信，
時刻追求進步，
“要有自信
和個人特色才可與別人競爭，澳門很多年青藝術家很
有實力，
他們的構思很好，只是不夠平台去推廣。”他
樂見近年有青年藝術家在國際比賽中獲獎，他建議政
府開拓更多展覽場地和交流平台，鼓勵藝術家走出去
累積經驗。

以項目鼓勵創新
“澳門書畫界現在是百花齊放，每個人都有各自
的追求，真、
行、篆、隸各有表現方式。”縱橫澳門書畫
界超過五十載的蘇鑑良稱。2012 年，
蘇鑑良赴北京中
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篆刻藝術院修讀為期 1 年的篆刻
藝術研究生課程，耳順之年仍然潛心習藝，希望更上
書法家蘇鑑良稱，
澳門藝術家敢於創新求變，
精益求精。
E-mail：amyk3388@sina.com

“藝推計劃”
一層樓。2013 年蘇鑑良參與
“人們大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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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擅長行草，其實我寫小楷最出色，
但我老師（著名書法篆刻家林近）叫我
嘗試更大的創作，釋放出更多元化的創
作力量。”蘇鑑良於是在展覽中特意安
排木刻師傅把一幅 3 米高的書法作品
雕刻成大型牌匾，
以展現其揮灑淋漓的
大器之作，
“ 我希望嘗試一些其他藝術
家未試過的創作，呈現一個與別不同的
展覽。”
蘇鑑良認為，每位參加者都使出渾
身解數“做足 100 分”
，精益求精，各自
在其領域追求走在最前，呈現最滿意的
《澳門藝術家叢書》記錄了這時代
作品，
的藝術發展，影響深遠。他稱，特區政府
多年來提供不同文化流機會，又邀請名
家來澳舉辦展覽，市民的藝術素質不斷

蘇鑑良與其作品合影。

提高，
“詩詞歌賦作品，他們十分細心雕
琢內容，
舉辦展覽亦要充分解說作品的
創作緣由、歷史資料引用等，使得我們
藝術家有很大進步。”

以藝術記錄時代
藝術創作的起點源於生活，立足當
下，歷經時代的琢磨，肩負著文化傳承
與轉化的功能。
“我好像有份使命感，記
錄下見過的事物，慢慢欣賞它的變化。”
攝影家盧錦盈表示，每次拿起相機按下
快門，都是隨心而發，他強調自己是
“玩”攝影，即使攝影藝術被視為是“燒
他也從沒想過以攝影謀生，而
錢”玩意，
是享受“玩”的過程。盧錦盈擅用相機記

攝影家盧錦盈享受攝影過程，透過紀實攝影記錄澳門時代變遷。

錄澳門歷史、環境的變遷、獨特風情等，
具有 40 多年的攝影經驗。2000 年，由
盧錦盈擔任會長的澳門綜藝攝影會出
版了《千禧濠鏡話今昔》攝影集，參考資
深攝影家李玉田曾拍下的澳門風景舊
照，用近乎相似的同一角度，於千禧交
替的時刻進行二次拍攝，讓讀者在同一
攝影集中來一個新舊對比，
該書並收錄
了千禧年間澳門重要盛事相片，例如第
一屆澳門美食節、回歸前最後一次百萬
行籌款活動等。
2016 年“藝推計劃”為盧錦盈舉辦
他首次個人攝影展，展出 89 幅作品，題
材涵蓋西藏風景、人物、生活、動態及自
然等，當中每幅作品都搭配了作家卓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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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錦盈作品：
神山崗仁波齊

的詩作，
豐富了觀眾的視野與氛圍。為
何首 次個人 攝 影展 不 是 以澳 門 為主
題？
“我在西藏的攝影感很強。”盧錦盈
在澳門所作的環境記錄，於西藏亦然，
並希望把西藏美好的風光、民生人情
的影像帶給澳門，促進兩地文化交流。
盧錦盈稱，從沒想過能舉辦個人攝影
展和出版作品集，參與“藝推計劃”機
會難得，
“籌備展覽時，我重新檢視了
由 1994 年至 2016 年的作品，是一個
很棒的記憶回顧。”科技日新月異讓攝
影藝術迅速普及，盧錦盈相信，數碼化
技術的進步有助吸引市民認識攝影藝
術及培養審美，並勉勵年青藝術家要
不怕吃苦，迎難而上，堅實好技術基
礎，尋找自己的發展路向。

以信念構建文化

雕塑家張澤珣認為，
“藝推計劃”不僅展示本地藝術家的活躍
發展，
並帶動起青年藝術家、以至整個社會有正面文化薰陶。

“過去藝術家都是在自己的圈子
中自我欣賞，澳基會打造的平台，透過
資助策展推廣宣傳，使藝術家慢慢走
出自己的圈子，與社會以及更廣泛的
藝術門類接觸。”雕塑家張澤珣認為，
“藝推計劃”讓藝術家對自己有更高的
追求，政府有系統地為本地藝術人才
提供推廣平台，又鼓勵與內地及國際
藝術界交流，提升本澳藝術工作者視
野，踏上更高的台階。張澤珣是中國天
津“泥人張”彩塑藝術第五代嫡系傳
人，具有上幾輩豐厚的藝術積澱，以及
扎實的藝術史知識，2004 年起任教於
澳門大學，2013 年參與“藝推計劃”舉
辦“塑說歷史－張澤珣澳津歷史人物
雕塑展”
。

張澤珣作品：
利瑪竇與徐光啟

近 20 年在澳任教經驗，張澤珣對

地藝術家在同一高度交流，
“讓我們的藝術家重新審視自己，對自己有更高

澳門藝術生態以及藝術教育發展頗有

要求，
有更寬廣的社會影響力，成為真正的藝術家。”她認為，這些推廣項目

體會，
“我認為這些年澳門高等教育發

具有重要價值，不僅展示本地藝術家的活躍發展，並帶動起青年藝術家、以

展已跟國際接軌了，不論是經濟、人文

至整個社會有正面文化薰陶。

研究、藝術、科技等領域人才輩出。”除

特區政府投入文化建設、
藝術普及的資源豐富、推廣力度積極，澳門藝

了“藝推計劃”
，澳基會亦舉辦澳門社

《澳門藝術
術家推廣計劃輯錄 100 位藝術創作者的豐碩成果，張澤珣表示，

科界研修班、
“藝海流金”系列內地與

家叢書》有助世界認識澳門藝術家，是藝術發展研究的寶貴資料庫。2019

港澳文化界交流活動、與中國文聯合

的基礎上推出“澳
年，澳門基金會得到國家藝術基金的支持，
在“藝推計劃”

辦內地與澳門藝術人才交流活動等，

門青年藝術家推廣計劃”，選拔出 20 位 45 歲或以下視覺藝術範疇的優秀

讓澳門藝術工作者體驗當代中國藝術

藝術青年，為其舉行展覽及出版《澳門青年藝術家叢書》系列作品集，冀推

文化產業的潛力和生機。張澤珣認為，

動澳門藝術走向多元化及專業化發展，培育出更加優秀的新一代年輕藝術

交流的價值體現於澳門藝術家能與內

百家爭鳴，
家，使澳門藝術百花齊放，
展現澳門文化藝術的新面貌。

E-mail：amyk3388@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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