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M+開幕啦開幕啦

位於西九文化區的亞洲首間全球性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M+今日正式

開幕，公眾在開放首年可免費入場，預計會有100萬人前往觀展。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隨着博物館開放，香港大有條件發展成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並將傳承千載的優秀中華文化帶向世界，展示國

家的軟實力。西九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強調，會致力維護藝術創作和表達自

由，並確保所有展覽及展品均符合香港所有法律，包括基本法及香港國安

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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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開來 迎接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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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博物館入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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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博物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逢星期二至四、周末及公眾假
期：早上10時至下午6時

星期五：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

星期一：休館

展廳最後入場時間為閉館前30分
鐘

從博物館開幕日起計12個月內，
所有訪客可免費參觀M+展廳。
專題展覽、活動及電影節目或需
額外購票

接受今日至本月28日（星期日）
的到訪預約，網址/https://www.
westkowloon.hk/tc。6歲及以下
小童毋須預約

M+博物館於2015年施工，去年進行裝
修工程，今日正式開幕。全館總面

積達6.5萬平方米，展覽空間佔地1.7萬平方
米，共有33個展廳，並設3間戲院、多媒體
中心、學舍及研究中心，以及多間餐廳、博
物館商店與天台花園等。市民在開幕首年可
免費入場。

藏品至今有逾5.8萬件
M+藏品庫早在2012年已建立，至今有各

類藏品逾5.8萬件，涵蓋繪畫、雕塑、水墨、
裝置、流動影像與數碼媒體等不同媒介的藝
術品。開幕初期將陳列約1,500件藏品，並設
有6個開幕展覽，包括展示香港自1960年代
起的視覺文化、有「九龍皇帝」曾灶財墨寶
的「香港：此地彼方」，以及追溯中國從
1970年至2012年藝術發展歷程的「M+希克
藏品：從大革命到全球化」等。
M+昨日下午舉行開幕典禮，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中聯辦秘書長王松苗、多名行會成員及
政府官員均有出席。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示，
M+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型文化建設的重要里
程碑，而她作為前後15年在不同崗位參與西九
發展的官員，其喜悅難以透過幾句說話形容。
她坦言，西九佔用珍貴臨海土地，涉龐大

公共開支，在過程中難免受質疑甚至批評，
但她一直相信香港的優勢不限於作為國際金
融、商貿、航運中心，「香港擁有中西文化
薈萃優勢和廣闊國際網絡，多年來匯聚海內
外和本地優秀人才，實大有條件發展成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她續說，國家在今年3
月通過《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
發展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對香港文
化藝術地位的最大肯定和鼓舞。
林鄭月娥期望，下屆特區政府可透過成立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提升頂層設計和領導，
善用香港優勢，推動中外文明對話和交流，
將香港發展為世界文化機構互動和合作平
台。

唐英年：助推動文藝產業發展
唐英年昨日在傳媒預覽前致辭時表示，M+

博物館可媲美紐約，倫敦及巴黎的著名博物
館，令香港由從前的「文化沙漠」發展成國
際文化藝術中心，亦有助推動香港文化藝術
產業發展。
他希望市民持多元、開放及包容的態度，

看待文化藝術創作，他們亦會以專業、客觀
和持平為原則，維護藝術創作和表達自由，
同時會確保所有展品均符合香港所有法律。

特首特首：：港可成中外文藝交流中心港可成中外文藝交流中心
首年免費入場

亮點藏品介紹
展區
地下大堂展
廳「香港：
此地彼方」

東展廳「物
件．空間．
互動」

西展廳「安
東尼．葛姆
雷：亞洲土
地」

南展廳「個
體．源流．
表現」
資料來源：M+博物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展品
曾灶財（又名「九
龍皇帝」）、無題
（九龍地圖局部）

陳幼堅、梅艷芳
《飛躍舞台》唱片
封套

安東尼．葛姆
雷、亞洲土地

李明維、魚雁計
劃

簡介
曾灶財直接在一張九龍地圖上揮毫，盡顯其獨特書寫布局。曾灶財的書法自1990年代
起被譽為重要本土藝術，集本地的印刷、符號文化與西方塗鴉、街頭藝術於一身，其
墨寶於公共空間已所餘無幾。
陳幼堅以鮮艷顏色和大膽圖案，將梅艷芳塑造成外太空的夢幻天后。封套上誇張的幾
何圖形，靈感來自孟菲斯設計運動；而黑白格子條紋等引人注目圖案，則取材自日本
插畫家Harumi Yamaguchi的作品；Yamaguchi的女性人物噴畫在1970年代日本廣告
界引起極大迴響，這是他首次在唱片封套設計中使用噴畫技巧，也是僅此一次。
英國藝術家安東尼．葛姆雷邀請象山村（現廣州市花東鎮）約300位老少居民，花了5
天時間製作約20萬個泥人。當時藝術家只提出3個簡單要求：泥人要如手掌大小、可
站立、要有兩隻眼睛。觀眾眺望這片如海泥人，彷彿同時被成千上萬雙眼睛注視，是
次展示的泥人有8萬個。展覽同時展出攝影師張海兒的作品，他在象山村記錄了亞洲
土地的製作過程，將每位創作者及其製作的泥人配對呈現。
李明維在外祖母離世後寫了逾百封信，表達他於外祖母在世時未說的心底話。此經驗
啟發他創作魚雁計劃，邀請觀眾進入3個亭子，分別以禪定時站、坐、跪的姿態寫
信，流露李明維一貫富有禪意的藝術思維。

▲陳幼堅作品、梅艷芳《飛躍舞台》唱片封
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墨寶於公共空間已所
餘無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