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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 新闻 正文

【雅昌专访】姚金昌玲：成立35周年的艺倡画廊仍将着重
推广中国水墨艺术
水墨系列专访

摘要：导语：近年，姚金昌玲女承母业，正式接手母亲金董建平的艺倡画廊。自1981年起，艺倡画廊一直推广

当代中国艺术，是香港最早的专业画廊之一，经营初期主推居住在海外及台湾、香港的华人艺术家，是首家为

赵无极举办个展的香港画廊，并与朱德群、丁雄泉、赵春翔等学贯中西的华人艺术家合作密切。其实在早期，

艺倡画廊“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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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金昌玲近照

　　导语：近年，姚金昌玲女承母业，正式接手母亲金董建平的艺倡画廊。自1981年起，艺倡画

廊一直推广当代中国艺术，是香港最早的专业画廊之一，经营初期主推居住在海外及香港、台湾

的华人艺术家，是首家为赵无极举办个展的香港画廊，并与朱德群、丁雄泉、赵春翔等学贯中西

的华人艺术家合作密切。其实在早期，艺倡画廊“并没有把水墨艺术视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项目，

因为当年大家讲到国画，自然就意会到是用水墨创作。”从创立至今，画廊致力推广水墨艺术，

为的是把中国现代艺术家引入西方，近年来水墨艺术开始在国际艺坛上受到注目和认可，姚金昌

玲觉得“令人欣喜不已，证明艺倡画廊的努力没有白费”。今年正值画廊成立35周年，她表

示“这将是非常忙碌的一年”，除了定期的展览和艺博会外，还将出版一本回顾艺倡画廊35年历

程的书，举办相关展览，并在筹备将画廊空间搬回香港中环。

　　雅昌艺术网：艺倡画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推广中国当代艺术及新水墨，您看到这30年

来当代水墨的艺术家群体和藏家群体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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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金昌玲：艺倡画廊成立初期，主要推广居住在海外及台湾、香港的华人艺术家。80年代中

国对外开放后，我们也介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1987年，我们曾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内地画家联

展“上海绘画-蜕变中的中国艺术”，那是香港最早推广内地画家的当代中国艺术展览之一。当时

我们并没有把水墨艺术视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项目，因为当年大家讲到国画，自然就意会到是用水

墨创作。之后的1992年，我们举办了香港新水墨运动的开拓者吕寿琨的师生联展，吕寿琨的抽象

水墨和禅画，在艺坛中引起极大的回响，对水墨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而2008年为香港艺术馆策

划的展览“香港艺术：开放对话系列II——新水墨艺术：创造·超越·翱翔”，不仅展示了多位

香港水墨大师的杰作，还有强调水墨精神的雕塑、装置、油画等新一代艺术家的作品，呈现了新

水墨艺术发展的多元化和无限可能性。

　　我的母亲金董建平女士是香港水墨会2003年创会会员之一，2007年至今为水墨会主席，以推

广水墨艺术及与此有关的现当代艺术创作为宗旨，促进水墨艺术的发展，培养欣赏能力。近年举

行多次重要的艺术活动，包括2014年与香港艺术馆合办王冬龄书法表演、去年邀请波士顿美术馆

的吴同馆长演讲。在去年底的“水墨艺博”中，水墨会是学术伙伴，策划了一系列高质量受欢迎

的讲座活动。而且，水墨会一直致力在香港倡建水墨馆，以配合当代文化发展，开展保存、研

究、展示及推广水墨艺术的工作。

　　近几年，香港的艺术市场日益茁壮，发展迅速。与三十年前艺倡画廊刚开业时相比，现今已

有许多国际级画廊入驻香港市场。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及国际大都会的城市，对于国际和本地

的收藏家来说，自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2015年12月香港首届“水墨艺博”上，艺倡画廊带来王冬龄的新作《乱书》

　　雅昌艺术网：目前艺倡画廊是否专注于推广当代水墨艺术?为何选择这一定位?

　　姚金昌玲：水墨在中国各种艺术形态中，属于最古老的一种艺术，而且在中国已传承了几千

年。我们的画廊已经营超过三十年，在我母亲金董建平的领导之下，从开始至今，我们就一直致

力推广水墨艺术，例如2007年我们曾参加在朱屺瞻艺术馆举行的“上海新水墨艺术大展”，展出

赵无极、朱德群、赵春翔、丁雄泉的水墨作品，他们都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华人画家，

致力把传统艺术引进当代艺坛。他们的水墨画讲求意境和墨韵，亦表现了西方艺术的创新，具备

当代中国艺术的特色。另外，2008年我母亲获香港艺术馆邀请策展 “新水墨艺术——创造·超越

·翱翔”，为的是把中国现代艺术家推荐给世界各地的收藏家。近年水墨艺术开始在国际艺坛上

受到注目和认可，实在令人欣喜不已，证明艺倡画廊的努力没有白费。

　　雅昌艺术网：您觉得最近当代水墨开始走红的原因是什么?您对目前当代水墨市场有何评价?

　　姚金昌玲：我认为当代水墨和水墨艺术越来越受到关注，是由于这几十年来出现了很多不同

的因素。在中国举行过很多当代水墨展览，包括2001年在广东美术馆举行的“中国水墨实验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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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05年深圳画院的“实验水墨回顾”，参展的水墨艺术家的作品各呈其式，别具个人风

格，当时已受到外界的关注。我相信这些展览对培养杰出水墨艺术家非常重要，并帮助国际引起

对水墨艺术的讨论。正如刚才我已提到，2007年我们画廊亦参加了上海的“水墨在途－上海新水

墨艺术大展”，展出赵无极、朱德群、赵春翔、丁雄泉、蔡逸溪和其它几位渐渐在内地为人熟悉

的海外华人大师的水墨作品。2008年我母亲策展的香港展览“新水墨艺术:创造•超越•翱翔”，帮

助推广香港水墨艺术，得到国际广泛报导。到了2013年，M+于香港成立，曾举行题为“水墨艺术

与视觉文化的交错：当代文化机构中的收藏与展示”研讨会，再进一步展示水墨艺术的重要性和

它与艺术馆的关系。M+收藏了很多当代水墨作品，而水墨收藏家和艺术馆都纷纷建议，水墨应被

视为一项有社会价值的文化类别。当然水墨艺术在现时的市场走红，与中国在20、21世纪的经济

崛起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强大起来，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亦大感兴趣。近年，海外的艺术馆越来越多举行以水墨

为主题的展览，包括2015年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初见-亚洲当代收藏”、2013年纽约大都会

艺术博物馆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 过去是现在”、2012年伦敦大英博物馆的“现代中国水墨

画”。

　　至于各大拍卖行亦纷纷开设专门研究当代水墨的独立部门，令水墨艺术在这几年间的受关注

程度大大提高。很多年轻艺术家重新对水墨感兴趣，亦引起年轻收藏家对水墨艺术品的极大兴

趣，可能这是因为他们有着相近的语言。去年12月于香港举行的“水墨艺博”就是专门展示水墨

艺术的博览会，我们画廊设展位其中，展出当代书法艺术家的作品，包括王冬龄、王天德、魏立

刚、杨诘苍、冯明秋、古干、洛齐、储楚、法比恩·维迪尔。

2009年从中环搬至香港仔的艺倡画廊将在不久的将来回归中环

　　雅昌艺术网：2009年艺倡画廊从中环搬到香港仔，地址的搬迁对画廊的运营有何影响?

　　姚金昌玲：搬迁至香港仔的初期，我们更注重向收藏家推介艺术品，和帮助收藏家找到他们

心目中正找寻的作品，相比以前较少着重宣传和推广方面。因为多年来我们与不少收藏家建立了

良好的关系，收藏家们都知道他们寻找的是什么艺术品，所以搬到香港仔后我们曾以预约形式经

营画廊。不过，在经过这几年运作后，我领悟到，我想寻回画廊的根，以推广艺术家为主，而不

是单单只为交易。我发觉看着年轻艺术家的成长与发展会有更大的回报，因此近年我们又恢复了

举办展览的频率，一年内大约有六至八个展览，并参加多个艺术博览会。

　　雅昌艺术网：能否总结一下艺倡画廊2015年的经营状况?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展览吗？

　　姚金昌玲：2015年我们举行了8个展览，参加了3个艺博会，包括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从商业

角度来说，所有活动都十分成功，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公众对水墨艺术的认识。特别是两个重要

的展览：一个是6月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办的“香港早晨：杨诘苍”展览，杨诘苍是居住在巴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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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这亦是法国五月节活动之一，展出了七件前卫的水墨艺术，包括1980年代的抽象水墨、

1990年代著名的 “千层墨”系列、二十米长的巨幅绢上水墨画、录像、雕塑、素描等新作。展出

的作品混合了中国传统和当代艺术，表达了杨诘苍如何在现今的时代发挥和运用中国传统美学和

思想，富有哲学意味。另一个展览是9月于香港艺术中心举行的“吕寿琨水墨传奇四十年”，吕寿

琨是香港1950年新水墨艺术的奠基者和领航人,  那次展览包括吕先生的代表作——抽象禅画、

半抽象的香港风景、海景画,  概括了他一生的艺术精粹。同时，展览亦把吕寿琨逝世后多年来

在各种范畴的影响整理并集合一起，展出吕大师百多位学生中12位的作品，特别是深受吕寿琨影

响的一批今日香港艺坛的中坚份子，连同第三代新水墨接班人的画作、摄影、录像、雕塑等，记

录了水墨画在香港当代艺术中的改变和创新。去年年底，我们参加了香港首届的水墨艺博，这是

第一个以水墨为主题的博览会，展出了9位现代书法家。我很高兴M+在部份展览中都有收藏作品，

多件艺术品已成为永久馆藏，等馆建成后，能看到这些作品展出，将令人十分振奋。

　　雅昌艺术网：2016年艺倡画廊将有何新举动?

　　姚金昌玲：今年三月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举行期间，我们会在画廊举办名为 “是否水墨”的

双人展，展出艺术家刘坚和张羽的作品。刘坚1961年出生于上海，1989年移居加拿大至今，他的

作品一直强调水墨画讲求的意境，早年以抽象油画为主，近年回归中国水墨，这次展出他的抽象

水墨新作;至于张羽，是国际著名的北京装置及行为艺术家，1959年出生于天津，十年前开始创作

的”指印系列”在美国、欧洲、中国及台湾引起极大的回响，而他近年获法国马爹利干邑邀请而

创作的以水为主题的装置及行为艺术，借着把茶水倒满瓷碗，利用生活细节的行为，表达中国哲

学思想，意念前卫，在国际艺坛备受关注。

　　今年的香港“法国五月节”期间，我们会为重要海外华裔画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举

行近作个展，展出他从2002年至今创作的水墨画。

　　2016年是艺倡画廊推广当代中国艺术的三十五周年，因此今年除了举行定期的展览和博览会

外，还有很多计划。在年底，我们将出版一本书，收录35年来我们代理的重要艺术家和举行过的

重要展览。这本书出版的同时，还会举办展览展出这些重要艺术家的作品。另外，我们亦筹备在

不久的将来搬回香港中环。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忙碌的一年！

（责任编辑：顾盼）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立场，也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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