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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藝術家「人形動物」陶塑

盼現代人反思異化 返璞歸真
◆「香港木庫」的木頭與陶土作品相得益
彰。
◆今次展出曹涵凱合共二十多件陶泥、銅
等雕塑作品以及「香港木庫」多間原木作
品。

◆藝術家認為手比面部更能呈現複雜姿態。

◆此次為曹氏近年較大規模的全面展覽。
藝潮畫廊現正進行「土木共
情——曹涵凱×香港木庫」展
覽，展出曹涵凱創作的二十多件陶
泥、銅等雕塑作品，配合「香港木
庫」多件原木作品展出。甫入畫廊，
撲面而來的木香營造出熱帶森林的氣
息，「香港木庫」提供的多個高低錯
落的流水線條形原木枱及木頭樹樁，
與藝術家色彩樸素、氣質原始的陶土
作品相得益彰。今次展覽最值得關注
的是曹涵凱從 2022 年開始創作的新
系列作品，從塑造形象的變化中，可
以看到藝術家對於現代人性的反思與
想像的延伸。

新
孟子有言：「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者，幾希。」意指人類與禽獸
的差別，只在於很微小的一部分。人之
所以成為人類，經歷了幾百萬年的進
化，而在現代社會之下，貪婪慾望、情
感壓抑、人格扭曲，令人又開始不那麼
似人，而是顯露出越來越複雜的「獸
性」。出生於馬來西亞的雕塑藝術家曹
涵凱，將這樣的觀察融入自己的創作，
他通過人與動物的結合，探討世間百態
與「何為人」的真理。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仲夏裏享受天然木香的大小精靈。

◆曹涵凱將手變
作動物的耳朵。

「手與獸」
打鬥現貪婪
曹涵凱介紹，新系列的創作主要是
圍繞「手」的意象展開：「手通常被
稱為人的第二張面，亦可以表達出比
臉部更加複雜的姿態。」早期的幾個
作品他將「手」擺在動物頭
頂，好像精靈耳一般；之
後他又在作品中引入了蟾
蜍形象，用三色陶泥，塑
造幾隻蟾蜍與人手互相捕
捉、互食，甚至打鬥的狀
態。風水擺件中，蟾蜍常
有聚財之意，與攫取姿
態的人手交織在一起，
背後意味不言而喻。曹涵
凱在多個作品中衍
生了對蟾蜍的想
像，他說：「不同
部分黏合對於技術
也是一個挑戰，所以無論
是主題還是技巧方面，

『蟾蜍』系列可以說是我創作中一個
新的突破。」
早期曹涵凱作品中最典型的意象是
小丑，他的小丑頭部長着牛角、牛
耳，身體卻與人沒有差異，手部擺着
好似中世紀宗教畫作中耶穌的手勢，
以安寧祥和的表情似笑非笑地望住觀
眾，一顆鮮紅的小丑鼻，卻有些滑稽
意味。曹涵凱大學畢業後曾參演舞台
劇，對小丑表演記憶深刻：「就像小
丑面具和化妝，現代社會許多人也有
許多自我不敢表露，會戴着面具做
人，直到回家時才把面具拿下，他們
也許也會困惑：面具是不是真正的
我？真正的我已經走去哪裏？」

反思人的異化
曹涵凱出生在馬來西亞，小時候他
與家人住在郊外的農場，養豬、狗和
兔子，種木瓜樹，雖物質並不富有，
但度過了快樂的童年。這樣與動物、
大自然親密相處的豐富回憶，是許多
城市中長大的小孩所不具備的。因此
到畢業之後偶然來到香港工作並定
居，在如此快速節奏的都市裏，他感
到了巨大衝擊，雖然努力適應了差
異，他仍不住地懷念起童年時光：
「那時與動物之間的關係，似乎比現
在人與人之間更加親密。」而他在香
港不間斷的工作中，亦感到有些迷
惘：「做 Freelancer，人哋要乜就畀
乜，但作品拿出去，交完租便什麼也
不留下，所以開始想做一些令自己開
心的創作。」
於是他將那些不會與人言的回憶與
煩惱融入了雕塑之中，開始只是發洩

此去何往？
——疫情下的香港「通關」和我
在香港呆了快一個月，我也要思考如
何回北京了。只是，香港因疫情同內地
「封關」，之前建成沒多久的西九龍高
鐵不再載客，回內地的航班更是被一砍
再砍少得可憐——就是這些稀少的航
班，還要照顧日益增加的經香港中轉回
內地旅客。機票太難買了，我便考慮經
陸路從深圳過關，但眾所周知，內地更
嚴格的防疫政策使港人往返內地的過程
變成了每天抽取名額的「搶座大戰」，
我也是在一周的不懈奮鬥下，抽中了陸
路隔離的配額，打算在過關後經「7+
3」的隔離政策回北京。
從 2020 年中央政府因疫情下令「封
關」限制人員流動以來，關於香港何時
同內地「開關」，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
問題。對比一海之隔的澳門，香港在地
位和形勢上更加複雜，要考慮的東西自
然也更多。如今兩年過去，港府最近的
新政策雖然沒有對內地通關給出答覆，
但卻似乎提供了另一種回答問題的思
路：從 8 月 12 日起，香港的入境隔離正
式改為「3+4」，配合內地近日航班熔
斷政策的調整，實質上是越來越把香港
視為內地同國外的中繼站。根據我的了
解，許多在國外留學的中國學生考慮到
隔離政策的變動，如今都考慮經香港和
韓國中轉往返；得益於地理上的便利，
香港的優勢顯然比韓國大。在新時代的
發展框架下，「一國兩制」的香港有獨

特的優勢，勢必也要承擔更重要的職
責。我想，這其中也一定蘊含着香港專
屬的更多機遇與挑戰。
內地同香港的開關，似乎依然是還沒
落地的靴子——這靴子落不落地當然有
諸多現實的考慮，但換個角度來看，把
如今既有的事情做好其實已經頗為不
易。最近，深圳同香港聯合開啟了打擊
「黃牛」的活動，針對部分人在線上哄
搶、倒賣港人入境隔離酒店的行為進行
了打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深圳甚至
把「健康驛站」的名額由「先到先得」
改為了抽籤制，雖然增加了不確定性，
但也確實公平了些。惟不同人員出行，
各有輕重緩急，怎麼調配都難免「僧多
粥少」，加上很多香港市民並不習慣網
上抽籤，從根本上講，要打破現在的窘
境，還是要多增加通關的名額。而要增
加名額，實際上是中央政府同特區政府
間的管理和協調問題。我當然希望能即
刻解決香港的通關問題，但具體怎麼
◆作者由陸路經深圳灣回內地的搖
走，還是要打好兩地的「組合拳」。
號親身經歷。
受惠於今日的「回港易」，我們從內
我也同樣想把我在香港見到的這麼多優
地回到香港還比較順利；可如果不更好
秀的學生和各行各業的人才一起帶走。
解決港人北上的問題，無論出於什麼考
政策的調整是有漸進性的，我希望兩地
慮，大家對北上求學創業的熱情依然會
順利來往的那天早點到來。
消減不少。我當然是要回去的：回去迎
接新學期的到來，回去迎接新
◆作者/圖片：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秘書長
一批充滿朝氣的學生；但從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王柏榮
「德不孤必有鄰」的角度看，

主辦方提供
一樣的表達，之後才變得越來越清
晰：「我慢慢意識到異化是社會很大
的問題，資本主義開始扭曲人的本
身，對物質的需求、渴望開始變作貪
婪。雖然藝術並不能解決到社會問
題，但至少可以給人一點提示、反
思。」除了諷刺人的異化，曹涵凱亦
有不少純粹表現嬌憨純真、快樂美好
的作品如小禪師系列，他希望觀眾可
以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去看待他的作
品：「現實有很多局限，想像力是比
知識更重要的。」

盼再做公共雕塑

◆藝術家透過人與動物結合的作品，探
討人生百態。
◆《烏托邦》結合
了動物、人獸的不
同形態，呈現出更
加複雜的作品。

◆曹涵凱希望觀眾
可以發揮自己的想
像力來理解作品。
像力來理解作品
。

黃竹坑港鐵站大堂及天橋，懸掛着
曹涵凱數年前與香港青年藝術協會合
作完成的社區藝術浮雕裝置作品《簇
聚同林》。他坦言做公共雕塑幾乎是
所有雕塑家的願望，但機會比較少：
「和政府合作，他們會比較重視用什
麼材料及後續保養問題，有種種限
制。且藝術審美是主觀的，我的作品
雖也不是非主流，但有點怪誕，並非
人人鍾意。」他仍是希望可以不斷產
出，總有一天可以將自己的雕塑做
大，帶給路人觀眾更加震撼的視覺效
果。
曹涵凱自己比較心儀的作品是《烏
托邦》，這個作品像是一個小型社
區，結合了人獸、狗、蛇、蟾蜍、生
命樹等不同形象，展現出不同物種共
存的複雜生態。他很希望這一作品可
以公共雕塑的形式在社區呈現：「如
果可以做到兩層樓高，觀眾可以路過
時 360 度 環 繞 着 看 ， 應 該 會 很 有
趣。」

◆手與蟾蜍
形成互捕、
互 食 的 姿
態，引觀眾
反思利益至
上的社會。

「土木共情
——曹涵凱×香港木庫」
展期：即日起至 8 月 19 日
（逢星期一至五）
時間：下午2:30 至 6:30
地點：新藝潮畫廊

招商局與仁愛堂合作
為逾 2000 學生提供正向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 「招商局．仁愛堂
YES 青 年 快 樂 人 生 資 助 計 劃
2021-2022」（下稱「計劃」）早前舉
行計劃分享會，場面非常熱鬧。仁愛堂
董事局主席鄭慧賢、中聯辦青年工作部
處長余升高、招商局慈善基金會代表葉
美鳳和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徐小龍等人
擔任主禮嘉賓。一眾參與計劃的師生在
現場分享計劃成果和心得，期望可以鼓
勵一眾學生在困境時以正面方法面對，
從困難中發揮堅毅不屈的意志，真正快
樂成長。
鄭慧賢表示，可以見證計劃幫助到老
師和學生化逆為順十分感觸。她設身處
地感受到年輕人沉重的壓力，並透過自
身經歷勉勵學生要勇於面對挑戰，即使
遇到難題亦要樂觀面對，因為成長是由
種種失敗和挑戰累積而成，鼓勵學生不
要灰心洩氣。另外，招商局對計劃的支

◆仁愛堂董事局主席鄭慧賢（左三）
會後與一眾學生共同參觀計劃中的學
生作品。

持，令生命有正向的發展。
有參與計劃的聖保祿學校學生表示計
劃的 PERMA（幸福五元素）課堂增加
了同學對自己性格強項的認識，更好去
發展和運用個人才能，幫助人生規劃。
基督書院副校長庾國雄亦指出老師也能
在計劃中積極學習和實踐建構式的教學
模式，透過正向教育的互動，更深入了
解學生情緒變化，幫助學生應對壓力。
仁愛堂YES培訓學院代表黃愛稀指，
為了紓緩學生所面對的學業及情緒壓
力，培養青少年面對壓力積極的態度，
計劃藉一系列入校活動和網上平台，以
PERMA 正向心理學為主要教授課題，
向 12 間中學逾 2,230 名學生提供正向教
育，以生動有趣的遊戲活動讓他們建立
正面情緒和品格，發掘年輕人的潛能和
提升他們的抗逆力，以面對日後的成長
挑戰。

◆計劃可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性格強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