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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與藝術

他和她和他和她 —— 洋小漫個人作品展

文　洋小漫

今年六月我在澳門後牛房實驗場舉辦了個人

作 品 展「 他 和 她 和 他 和 她 Everywhere and 
Anywhere」，是次展覽我運用了拼貼、畫作和文

字等媒介來探討人際關係的距離。這次作品分為兩

件，〈Mr. Nowhere Man Series〉（迷茫者系列）和 

〈To the moon and back〉（駐月無限遠）。在〈Mr. 
Nowhere Man 〉這一系列裏，我把收集到的物料做

出不同質感的材料，用拼貼方法做出一堆大大小小

的角色。這些人物中，有的匆匆移動，從一個點到

另一個點，有的緩緩地行走，有的停下來思考去向，

有的靜靜地坐在一旁。角色們沒有臉，卻有著不同

的性格，像站在一定距離之外所觀察出來的人。所

呈現的是一種城市人通有的疏離、孤獨的狀態。

The Beatles 有一首歌叫〈Nowhere Man〉，當中歌

詞唱到 :

He’s a real nowhere man
Sitting in his nowhere land
Making all his nowhere plans for nobody

Doesn’t have a point of view
Knows not where he’s going to
Isn’t he a bit like you and me? 

The Beatles 口中的 Nowhere Man 正是我所做

的拼貼角色們。他們零丁，他們聚集在一起，他

們又各自上路。而另一件作品〈To the moon and 
back〉以繪本形式來敘事。作品名顧名思義，到了

又走了。在英文裏，這一句可被理解為：很多，很遠；

因為去了一趟月球又回來是一段很遠的距離。故事

透過月圓月缺的概念去講述一個人在月亮上生活的

故事。作品主要以單刷版畫和拼貼完成，用的紙也

是非常普通的草稿畫紙，希望以這種粗糙質感帶出

通常在親密關係裏有點笨拙和真實的感覺。

身邊的人、事和對日常的消化是我創作主要的

靈感來源。這次展覽猶如把我平日收集到的各種感

受攤開。在經過一番審視、重新整理，我以拼貼為

主的手法呈現，瑣碎依然，甚至有一種「半完成」

的狀態，是我勉強拼湊出生活的模樣。 V

策展人 : 梁飛燕

展期：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四日

展覽地點：後牛房實驗場二樓（和隆街十五號）

主辦：牛房倉庫

贊助：澳門文化局、澳門基金會獨家媒體支持 

電郵：oxwarehouse@gmail.com
網址：http://www.oxwarehouse.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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