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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權人物】描繪抗爭者背影

周俊輝超現實地記錄現實

最Hit

更新時間 (HKT): 2020.03.11 02:20

1小時前

【武漢肺炎】世衞宣佈武漢肺炎疫情屬
全球大流行 譚德塞對多國無所作為感憂
慮

3小時前

【武漢肺炎】許樹昌指本港爆發第二波
疫情 外地輸入個案冇即時隔離恐社區播
毒

最大幅作品《和理飛》繪畫去年8月市民在機場的集會活動；畫越大，場面越平靜。
A

A

A

【逆權人 物 】

9小時前

「我不需 考 慮怎 樣轉 換或編 排，打 開畫布直接 、忠實地記 錄便已有很大威力， 因為
我每天所 見 已非 常戲 劇性、 非常荒 謬。」─ ─當代藝 術家周俊 輝

為櫃員機排隊問題起衝突 戴帽男觀塘鬧
市揮軍刀斬人

時代的一 粒 灰， 落在 個人的 頭上， 就是一座山 。
疫境嘆詠 生 命中 不能 承受的 重，一 粒灰有幾両 ？八十後香 港藝術家周俊輝大概 會答
你重如獅 子 山， 重量 大抵來 自時局 的荒謬。過 去大半年， 他被無力與創傷感壓 得透
5小時前

不過氣， 決 意變 身「 社會觀 察家」 ，用畫筆記 錄我城的風 譎雲詭。
「最初純 粹 不想 讓自 己與外 在環境 脫節，於是 執起最細最 細的畫布、拿出油彩 ，小

【全球冧市】特朗普減稅措施未見影 道
指又瀉1000點 跌破二萬四

幅的為每 天 所見 所聞 作原始 、基礎 的記錄。」 6 .1 2當 日他在衝突現 場拍照記錄，卻
意外扭傷 腳 被迫 閉關 ，於是 洋洋灑 灑的畫了幾 十幅抗爭影 像日記，月前有畫廊 總監
發現並主 動 邀請 ，周 俊輝索 性畫夠 一百幅，開 個展「背影 」。
「這些畫 是 畫給 我自 己的， 原沒計 劃被看見， 甚至想過把 它們全部密封起來。 因為
不知何時 何 刻、 相隔 多久才 能回溯 這時期所發 生的事。」 命名「背影」，皆因 各大

4小時前

型遊行、 武 力衝 突， 整場運 動每個 人都不想被 認出，抓畫 背影形成一種默契和 精

【Fact Check】警謊停不了 過去9月最
少四度發表失實言論拒收回

神。
周俊輝坦 言 ，用 藝術 回應社 會事件 是無用、矯 情的，他最 初很抗拒。「何必刻 意做
一些作品 出 來， 難道 藝術家 需要用 創作當藉口 應付事件？ 你要去幫忙或回應， 便直
接身體力 行 走出 去！ 」
2小時前

每個畫面 都 熟口 熟面 ，你甚 至可以 說得出場景 的日期和地 點。色彩斑斕背後， 格外
映襯出人 間 的蒼 白。

【港產口罩】本地「口罩工廠」開賣1
蚊個 化學博士K Kwong驗收：一般市民
夠用 醫護就難講

第一張畫 的 是6 月 1 2日幾 個年輕 人的背影 ，他們在示威 活動現場收拾 物資。
「新聞畫 面 多數 捕捉 放催淚 彈或衝 突場面，但 我描繪時集 中畫戒備中的市民， 我想
捕捉非主 流 新聞 所見 。」周 俊輝回 憶，當天抑 鬱地將暴力 畫面壓縮到畫作去。 他一
路畫一路 對 照歐 洲包 括羅浮 宮一系 列歷史繪畫 ，包括文藝 復興巨匠Hie r o n y mu s

9小時前

【武漢肺炎】超級「隱形病人」潛伏期
達21日 將軍澳患者女兒出隔離營後一周
病發

Bo sch 荒 誕 的俗世 樂土畫 ，猶如 一 場跨時空對話 。

2小時前

【口罩供應●不斷更新】保信慈善基金
手機App派籌 每人送10個口罩（附連
結）

2小時前

【港產口罩】被指「舐共」「拖糧」
「賣港賊」 創辦人唐先生逐一回應

這次展覽作品中的第一張畫緣於6.12當日，他畫了參與示威的年輕人背影，一落筆便不可收
拾。

20小時前

【疫情焦點】單日新增9宗病例 埃及團
群組全確診（附全港隔離大廈搜尋器）

去年10月，警察向清真寺發射藍色水炮事件，超現實的場面躍然畫布。

與昔日《電影電視繪畫系列》比較，周俊輝的新作多了一份瀟灑即興。

畫越細場面越激烈

「抑鬱加劇」

最大的作 品 都是 看似 平靜的 畫面， 記錄去年八 月機場「和 理飛」那張闊兩米的 畫最
大，畫了 千 人在 機場 靜坐； 反而越 細小的畫越 見場面激烈 ，火光熊熊的理大和 中大
衝突，躍 然 於手 掌般 大小的 畫中， 超現實地「 拷貝」現實 ，觀眾能代入畫中切 身感
受不安全 感 。
「為何會 有 一點 火在 馬路出 現？為 何在學校建 築物旁邊會 有黑雲？全部都是很 超現
實的畫面 。 就算 退一 萬步我 們不在 現場，只看 畫的內容， 它也有自己力量。」 周俊
輝夫子自 道 ，這 批作 品中， 火成為 並不含蓄的 象徵。
「火在細 小 的畫 中經 常出現 ，我把 比較暴力、 震撼的畫面 刻意畫在小畫幅中， 一來
是一個對 比 ，二 來我 想很快 速地記 錄，所以便 畫在很細的 畫面內。把事件濃縮 、或
壓抑地放 在 袖珍 畫作 中，我 不認為 有治療作用 ，反而把我 的抑鬱加劇了。」
根據呂大 樂 的《 世代 論》， 踏入不 惑之年的周 俊輝是成長 於缺乏自決空間的第 四代
香港人。 兒 時經 歷六 四、成 長期見 證回歸、遇 過沙士，如 今在傘運與反送中社 會運
動中覺醒 。 他也 比較 關心社 會，2 0 0 9 年與 業界成立「工 廈藝術家關注 組」；2 0 1 2
年參選立 法 會「 體育 、演藝 、文化 及出版界」 功能組別選 舉，卻敗給馬逢國。
在周俊輝 的 作品 中， 「身份 認同＋ 黑色幽默」 從來是關鍵 詞。
他擅長挪 用 經典 藝術 作品來 作重塑 或二次創作 ，這位全職 藝術家有著名的《電 影繪
畫系列》 ， 從港 產片 和西片 擷取場 景和字幕， 流露對前英 國殖民地在回歸後的 迷茫
與不知所 措 ，還 有香 港的身 份認同 議題。他一 直有抽離的 能力，但這次實在無 法不
直視整個 社 會現 場。
「我不算 是 個有 情緒 的人， 回顧我 以前作品， 會覺得很理 性，甚至有藝術家朋 友覺
得我過份 冷 靜。 這次 算是我 投放較 多個人情緒 ，但仍不會 十分激動。」他強調 ，不
相信作畫 是 一種 精神 治療， 只是審 視自己的情 緒。

周俊輝以旁觀者角度從後觀看每個衝突場景，記錄抗爭者、前線記者和警察的劍拔弩張。

中大迴旋處最震撼

「無法畫出來」

「事實上 在 這大 半年 ，我一 樣有發 惡夢、有自 己也不察覺 的轉變、有對着直播 畫面
熱淚盈眶 ， 對我 而言 這事（ 表達情 緒）已很過 份，這是我 一向不會有的反應。 」老
實的記錄 ， 事情 濃度 已很高 ，情節 比電影更荒 誕，周俊輝 悻悻然說：「每天所 見已
非常戲劇 性 、十 分荒 謬，（ 畫作） 不需要我作 任何編排已 有很大威力，我只需 忠實
地把我每 天 所看 到的 畫在畫 布上。 」
數運動中 最 震撼 周俊 輝的畫 面，他 毫不思索就 選母校中大 衝突。大家都記得夏 鼎基
運動場燒 着 的墊 褥升 起的黑 煙，或 二號橋每幾 秒便發射的 槍聲，但周俊輝永世 不忘
是校園的 迴 旋處 。「 中間放 滿物質 ，第一個圈 停滿電單車 和車手；第二個圈停 滿私
家車，基 本 上開 私家 車塞到 無可能 往前走，人 人無懼地幫 得一點得一點，這些 我無
法描繪或 畫 出來 的畫 面，在 腦裏永 遠揮之不去 。」
香港，已 回 不去 了。 在運動 中，仍 覺畫畫無用 ？「我用繪 畫來記錄，它即時不 會發
揮任何作 用 。但 我畫 的這百 張畫， 可能在若干 年後，有其 中兩幅突然被從來沒 接觸
過的觀眾 、 年紀 有距 離的觀 眾，重 看這些畫面 突然有一絲 觸動，它已經發揮作
用。」
由抗爭到 抗 疫， 周俊 輝把現 實轉化 為視覺語言 ，但強調這 種轉化，香港人包括 他自
己未必可 以 即時 能消 化。對 於香港 的未來，周 俊輝無奈地 嘆無奈。
「我不知 道 事態 向好 還是向 壞，或 許我們有朝 一日可以除 罩煲底相見，坦然地 告訴
他人我們 的 身份 、政 治立場 ；也可 能我們受的 政治打壓會 越來越強，以致我們 這段
時間發生 的 事會 被抹 走，被 迫遺忘 。」至少現 在還能記下 ，就別讓自己忘記， 臨走
時我也特 意 瞄了 一下 他的背 影。
周俊輝個 展 ：背 影
日期：3 月 1 4 日至5 月1 6日
地點：G a ll e r y Ex it 香港仔田灣 興和街2 5 號大生工業大廈 3 樓
採訪：鄭 天 儀
攝影：余 日 一@T h e C u lt u r i st
部份圖片 由 受訪 者提 供

過去大半年香港巨變，藝術家周俊輝首次畫如此直接切身的社會議題，從來理性抽離的他強
調首次滲進了許多個人情緒，甚至畫了6.12戴着豬嘴、眼眶泛紅的自己。

藝術家

周俊輝

一格照片，一個故事，Follow蘋果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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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ah Yan
做得好

謝謝你

讚好 · 回覆 · 15小時

Cheung Kam
名符其實的藝術家！我很鐘意睇寫實和素描，最鄙視抽象畫。等如新詩一樣，我都識作。但寫實，素描畫，我
唔識
讚好 · 回覆 · 14小時
Facebook 回應附加程式

台灣

北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