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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火星人博物館到包浩斯藏品 

 

Lydia Yee  

倫敦巴比肯藝廊策展人 

 

巴比肯藝術中心 

OMA是家紮根鹿特丹的建築公司。在該公司眼中，巴比肯藝術中心的空間是「臭

名遠播地難以運用」。OMA全名為大都會建築公司，其中一位創辦人是 Rem 

Koolhaas。該公司是巴比肯藝術中心 2010年其中一個展覽的課題，他們對待該

展覽的方式，就是把主辦工作交給比利時團隊 Rotor。或者套用他們的說法，是

「把控制權放手」給 Rotor。當然這也讓 Rotor 得以會見巴比肯的員工和中心的

收藏。而 Rotor對待該展覽就好像發現某件物件一樣，運用前一次展覽《看我動：

動畫展》留下的設計，作為「我們開始介入的地方」。舉例說，他們巧妙地把之

前用作投影幕牆上的 OMA字母倒轉排列成 AMO，即 Roctor研究部門的名稱。 

 

巴比肯藝術中心並不是傳統的白盒子，因此策展人、藝術家、建築師、設計師需

要千方百計地善用中心的地方，主動介入那裡的裝置以創造讓人難忘的「陳列特

色」。這個詞由 Hans Ulrich Obrist提出，本來用於個展，如 OMA的展覽，但

這種陳列跟其他主題展覽亦不無關係。 

 

白盒子 

Chamberlain、 Powell、 Bonn三位建築師設計並目睹了巴比肯屋村與巴比肯藝

術中心分別在 50年代後期和 80年代落成。這些建築隨處可見 Le Corbuiser 對

三人的影響－粗野主義色彩的混凝土柱，以及運用高架天橋分隔行人和車輛、公

共空間與花園。三人把室外設計的母題運用在巴比肯藝術中心的室內設計中，而

主美術館最引人注目的，是人手雕鑿的巨型混凝土柱、大型樓梯、排滿方格的天

花版。在雙倍樓高的中庭裡，樓頂的天花板方格經過巧妙設計後，實際上是打開

的。在展品不怕受光線影響的情況下，打開的部份可將自然光透入會場。事實上，

三樓的美術館在 2003 年翻新後才從下層的圖書館分隔並密封起來。在這之前，

噪音、光線、氣味都會穿過這兩處。不難看出，建築師並沒有參照 Brian 

O’Doherty對博物館的看法。O’Doherty在 1976年寫過一篇論文 「Notes on the 

Gallery Space」，當中把理想的現代美術館描述為： 

 

美術館需要像中世紀的教堂一樣，根據嚴謹的法規來興建。館外的世界絕對

不能進入館內，因此窗門需經常關閉。牆壁應塗上白色，天花板提供光線來

源，木地板需擦得發亮，讓人經過時會聽到清脆的腳步聲，又或者鋪上地毯

來避免發出半點聲音，好讓人停下來欣賞展品。這樣藝術品就能夠像句套話

所說的……自由自在地活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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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berlain、Powell、Bonn沒有運用「中性」的白牆，反而把美術館室內設計

得像 20 世紀初的遠洋輪船，並融合了《2001太空漫遊》的未來主義色彩。 

 

火星人地球藝術博物館 

在這設計下，巴比肯美術館就像艘太空船——一艘(當然還配備氣壓式避震與氣

候控制)的星際貨船，把易碎的藝術品從地球運往遙遠的星球。這個理念啓發了

火星人地球藝術博物館的誕生。這個博物館由本人與 Francesco Manacorda 一同

策展，靈感部份來自 Thierry de Duve所寫的《杜尚之後的康德》。書中構想了

一位外太空的人類學家，他致力詳錄「所有人類稱為藝術的東西」。我們採取了

這個虛構的人類學立場，把展品以光怪離奇的方法分類和意想不到的方式排列。

火星人虛構而幽默的觀點，打開了對當代藝術的全新理解，並以外星人的觀點重

新檢視當代藝術，就好像歷史上西方人類學家以西方的觀點來詮釋非西方的文化。

這樣便能讓熟悉的東西變得新異，也能把以歐美藝術為主導的傳統化為「外來

的」。 

 

這樣我們多少算是回到了未來，把種種人類學的分類，如親屬與後代、魔法與信

念、宗教儀式等，強加在當代藝術上，從而提出種種關於藝術品分類和陳列的重

要問題。我們無拘無束地設計各種排列方式，並以此理解或曲解個別作品。因此，

Maurizio Cattelan的《無題 (畢加索/列支敦士登)》 (1999) 和 Sherrie Levine

的《噴泉》(1996) 被理解成敬拜先人的方式；Damien Hirst 的《爲了互相理解，

孤立的元素於是朝相同方向游泳》(1991) 以及 Mona Hatoum 的《無題 (柳籠)》

(2002) 是有儀式作用的陷阱；建築師 Jamie Fobert 的展覽會設計和 Sara de 

Bondt的圖像則強調物品的分類並以地上的銅線將之連結。此外，我們也跟作家

Tom McCarthy合作，為展覽創作了敘事架構，並製作聲音導賞以加強以這種方

法所建立的、非傳統的詮釋內容。是次展覽最終讓人明白到，藝術品的意思不是

固定的，而是根據不同因素而變化，包括環境、框架、陳列方式，而最重要的，

就是欣賞者的觀點。 

 

包浩斯 

現在，讓我們回到 1919 年。近一百年前，年輕的德國建築師 Walter Gropius，

把威瑪的美術學院和藝術與工藝學校合拼，從而創辦了包浩斯學校。還在一次世

界大戰服役時，Gropius 就開始建立一套藝術與工藝的訓練方法。這種方法是從

19世紀末 20世紀初工業化時期的藝術教育改革中建立而成的，「建議創辦學校，

來為工業、貿易與工藝提供藝術指引」。 

 

為紀念包浩斯 90週年，藝術界舉辦了兩場主要展覽：2009年柏林應用藝術博物

館的《包浩斯：概念上的模型》以及同年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MoMA) 的《包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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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1919-1933：現代性工作坊》。隨後的展覽有 2012 年的《包浩斯：藝術即生活》

(Bauhaus: Art as Life)，由本人與 Catherine Ince 策展，在巴比肯藝術中心

舉行。初時，巴比肯聯絡上柏林展覽的主辦單位－即德國三大包浩斯庫藏：威瑪

古典基金會、包浩斯基金會和包浩斯設計博物館－商討將展覽帶到倫敦的可能。

當時，該展覽即將移師 MoMA，但那裡的策展方向跟德國本土卻又大相逕庭，因

此剩下來能運往倫敦的主要展品已所餘無幾。於是，我們便藉此機會舉辦跟柏林

和紐約有不同議題的展覽。德國機構可算是包浩斯的直屬後代，而紐約現代藝術

博物館的創辦人 Alfred Barr 則在 1927年造訪包浩斯時深受那裡熏陶，在德紹

的短短數天塑造了他的思維。當他在 1929年出任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首位館長

時，便參照包浩斯的方式，按藝術範疇組織博物館的各部門，包括建築與設計、

繪畫、雕塑、攝影、印刷品/版畫等。 

 

雖然我們不用直接肩負在倫敦展現包浩斯歷史的重責，但是要想盡辦法，解決大

家對包浩斯本身缺乏認識這個問題。有好些人，包括所知較多的記者，都把包浩

斯看成是場運動。另外，多得零售商 Terence Conran 和 Ikea的影響，有更多人

認為包浩斯是種風格。早在 1930年，包浩斯雜誌的藝術品論家和編輯 Ernst 

Kállai 就把包浩斯簡化為風格一種： 

 

(包浩斯)的名聲快速地宣傳開去，甚至遠達國家最偏遠的角落，今天已成為

無人不曉的名字。安放大量玻璃和閃亮的金屬：包浩斯風格；同樣，家居衛

生但沒有家庭氣氛：包浩斯風格；銅管椅子扶手：包浩斯風格；鍍镍燈座和

磨砂燈罩：包浩斯風格；牆壁沒有半點油漆：包浩斯風格；牆壁上難以理解

的繪畫：包浩斯風格。以無襯線體和粗體印刷的文字：包浩斯風格。 

一切以小楷字母書寫的：包浩斯風格。 

一切以大楷字母書寫的：包浩斯風格 

 

跟柏林和紐約的展覽比較，《包浩斯：藝術即生活》規模不像柏林的那麼大、內

容沒那麼廣泛，而權威展品也沒有紐約的那麼多。德國展出了超過 900件物品。

值得一提的是，該盛事是三大包浩斯庫藏首次一同舉辦的大型展覽，更莫說是在

自己主場舉行了。三家庫藏機構都希望盡量發揮所長，突出藏品中的新發現和不

為人知的一面。展品的龐大數量和陳列方式，讓展覽看上來有點像展銷會。 

 

另一方面，筆者懷疑 MoMA 的展覽是對 1938年包浩斯展覽的迴應，並展現了包浩

斯原有傳統的自然發展。展覽的重點放在不同媒體與個別藝術家身上，根據博物

館的新聞稿，該展覽「把包浩斯看成一所革故立新的學校，與該校 1919至 1933

年的歷史性運動步伐一致……作為艱難環境中的文化智囊。在技術發展、工業製

造、全球交流的年代裡，包浩斯各式各樣的學院彙聚了頂尖的藝術家、設計師、

建築師，他們在 14年的光景中探討了藝術的本質」。雖然展覽以調皮的方式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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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在美術館入口擺放了 Edmund Collein 1928年的攝影拼貼作品《Prellerhaus

的延伸》，但觀眾進場後就會發覺展覽焦點落在包浩斯大師身上(就連牆壁的顏

色也借鏡校園裡教師的房子)。 

 

《包浩斯：藝術即生活》的規模跟 MoMA的展覽相若，雙方都展出了超過 400件

物品。MoMA 的展覽有較多大師傑作，包括一眾包浩斯藝術家私人的畫室創作，

例如 Breuer、Kandinsky 、Klee、Moholy-Nagy、Schlemmer等等。巴比肯的展

覽則混合了各種各樣的藝術品、課堂習作、攝影、圖像材料、檔案、短期印刷品。

現代藝術博物館得到資助，展出了琳琅滿目的包浩斯作品。巴比肯本身並不是收

藏藝術品的機構，因此要租借主要藝術作品時，比有收藏藝術品的機構困難得多。

我們借用主要藝術品時，很多申請都被拒絕了，另外一些則需要支付難以承擔的

巨額費用。然而，我們還是能夠與德國的三大包浩斯庫藏合作，借來超過 300

件物品。跟 MoMA比較，這些庫藏的收藏品方向以教學與文獻為主，雖然當中也

有個別藝術家的作品，但這不是他們的強項。我們借到了不少精彩的物品，陶瓷、

紡織品以及其他早期包浩斯工作坊的物品、玩具、木偶、抽象幾何繪畫、受建構

主義和荷蘭風格派熏陶的設計品、不同課程的習作和試驗。此外，還有多不勝數

的個人與官方文獻、相片與短期印刷品。 

 

在評論現代藝術博物館時，建築評論家 Nicholai Ouroussoff 在《紐約時報》中

寫道：「較難展現的是淘氣頑皮的精神，這正正是包浩斯的根基。」在巴比肯裡，

我們竭力把包浩斯視作藝術學校並述說它的往事，當中有老師、學生、課程、課

外活動、節慶、儀式、還有內部爭議和財政困難。我們的首要目的是把包浩斯展

現為藝術學校，這所學校在社會、政治與經濟動盪中，重新思索藝術實踐與教學

的問題。因為這家學校的故事十分複雜，所以我們以鬆散的時序來組織是次展覽，

美術館的佈局也十分適合這個用途。數個較小的空間圍成圓形的大型開放場地，

組合不同材料以探討特定的題材。可能的話，我們都儘量突出個別的聲音和不同

的觀點，嘗試捕捉該校 14年來由三位校長帶領下課程發展的情況。 

 

展覽設計 

巴比肯並沒有自己的設計部門，也沒有 3D設計師，雖然內部有兩位平面設計師，

但他們主要處理市場推廣材料，因此舉辦大部份展覽時我們都會僱用外來的設計

公司。舉辦《包浩斯：藝術即生活》時，我們跟建築師 Carmody Groarke 和平面

設計公司 A Practice for Everyday Life 合作，希望設計能夠反映對包浩斯理

念的當代理解，而不是嚴格跟從這些理念。 

 

在樓高兩倍的空間內，Carmody Groarke運用兩層的牆壁製作一連串縱橫交錯的

平面。他沒有落入包浩斯只用原色的俗套，而是根據包浩斯牆畫工作坊的作品來

選取顏色。我們利用顏色來界定包括不同空間範圍、改變氣氛、為不同的作品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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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合適的背景。此外，我們運用大型的放大照片來營造氣氛與環境，把影像放在

各種表面上，調節影像比例，以吸引觀眾注意展覽館的上下各處。 

 

剛踏進展覽，訪客就會看到放大了的 1929年學生簡章的封面背頁，上面寫道：

「青年人，加入包浩斯吧！」這幅圖像的位置也經過安排，以引導觀眾從樓梯頂

層開始欣賞展覽。展覽囊括較包浩斯學校早年在威瑪較鮮為人知的一面，此外也

有經典的「包浩斯風格」設計品和個別包浩斯師生作品。 

 

然而，真正能讓這所學校活現人前的，是那些難以定位的展品：藝術試驗品、紀

念品、相片、文獻、短期印刷。這些物件與藝術品、工藝品和設計作品一同陳列，

兩者沒有清楚的分類，當中有些既是藝術又是文獻。下文會從展覽各部份提出幾

個例子加以說明。 

 

「溝通工具」以該校 1923 年 László Moholy-Nagy 上任後的圖像作品為重點，當

中不少物品，如信頭、小冊子、學校產品宣傳小冊和其他印刷品，統一了印刷與

字體的標準，並確立了包浩斯的圖像身份。這部份展出了好幾件為人熟悉的物件，

包括 Herbert Bayer 為展銷會設計的攤檔與支架。此外我們也藉此機會展出能

夠反映當時經濟不穩的展品，例如 Bayer在威瑪共和國經歷惡性通貨膨脹時，為

圖林根當地政府設計的緊急貨幣。其他文獻包括：加入「包浩斯之友」 邀請(由

理事會發出，成員包括 Peter Behrens、Albert Einstein、Oskar Kokoschka

和 Arnold Schönberg)、包浩斯傢俬展銷報價單、外部顧客的設計品等。以上種

種都點出了在國家資助減少下，包浩斯需要開拓收入來源的情況。 

 

「青年人，加入包浩斯吧！」記載包浩斯搬進由 Gropius設計、地處德紹的新院

校情況，以及該校舍如何改變包浩斯師生的生活與工作。跟圖林根越來越保守的

政府不和後，Gropius 把包浩斯由威瑪搬進德紹。當時德紹是個急速發展的工業

城市，當地的自由派市長為慫恿Gropius搬進那裡，便為他興建屬於他們的學校，

包括學生宿舍和教師居住的房子。這部份的展覽不但展出新建築的模型與圖像、

學校的顏色選擇與教師的房子、新設施的電影片段，還有該校學生為在學校天台

和露臺拍下的照片，還有兩個儲存短期印刷品的玻璃櫃，當中有學校開放日邀請

信、包浩斯的宣傳雜誌數份、課程概覽、數張學生證，當中有 Gunta Stölzl 的，

她在證上把學生一字刪去並改寫為「meister」，意即女教師。當時其他男學生，

包括 Herbert Bayer 和 Marcel Breuer已晉升為「初級教師」，紡織仍是由對紡

織無甚認識的畫家 Georg Muche 任教，她和一眾紡織學生逼校方把 Muche 辭退，

並由她升任教師。 

 

「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玩意、我們的派對」名字取自 1919年 Johannes Itten

為自己在包浩斯演講設計的一張海報，演講(之後很可能還有派對)的重點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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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交場合與互動。小小的壁橱裡放了不同的照片，記錄派對的情況、包浩斯樂

隊與白色派對或金屬派對等活動的告示。另一組展品則專注在禮品與社交，當中

重要展品有 「包浩斯第九年編年史」的數張攝影拼貼，這件作品是爲了送別

Gropius在 1928年春天離開包浩斯所製作的，內容包括 Edmund Collein 的攝影

拼貼《Prellerhaus 的延伸》(1928)，該作品早前也放在 MoMA入口。別的展品

有由 Stölzl 親手製造的榮譽文憑，頒贈給自己的紡織學生。一同展覽的，還有

Gertrud Arndt記錄校內節慶的照片。此外，這組展覽還有兩件慶祝生日的作品：

Paul Klee的《給 J的禮物》就是關於學生僱用飛機來為他慶祝 50歲生日時，

飛機從天空投下禮物的精彩一刻。旁邊牆上則掛上 Bayer 為慶祝 Gropius 44歲

生日而設計的生日卡。這張生日卡幽默風趣，內容是「44種德國工業標準格式

的感情表露」，由包浩斯眾人的唇印和簽名拼貼而成。 

 

「新的視野」是接近尾聲的展覽部份，重點是包浩斯的攝影。雖然自創校以來，

攝影一直是創作和商業上的重要工具，但到了 1929 年 Hannes Meyer委任 Walter 

Peterhans並由他帶領新成立的攝影工作坊後，攝影才成為該校廣告部門的一環。

1929年之前，攝影主要用作藝術、記錄、行政、推廣和個人用途，這些在是次

展覽的展品中隨處可見，如告示卡、報價單、課程概覽、學生證、攝影拼貼、實

驗作品、個人攝影作等。這部份的展覽展出不同種類的照片：Moholy-Nagy 的《包

浩斯大樓工作室翼》(1927) 是中途曝光的蟲視仰望的藝術實驗，他可能是

Herbert與 Irene Bayer 設計宣傳物品 (德紹包浩斯學校的課程概覽) 的靈感來

源－抑或後者啟發了前者也不得而知。Florence Henri 的攝影作品是靜物、「新

視野」實驗、廣告，抑或三者皆是？ 

 

這些展品和其他難以定位的物品有甚麼地位？是藝術、商業、教學習作、實驗、

禮品還是委託製作？展覽淡化了類別與階層的分野，讓人能夠為每件展品想像不

同的可能。它們彷彿是充滿熱誠的青年藝術家、在朝氣勃勃的課室裡所創作的作

品，而不是從漆黑且令人窒息的倉庫裡拖出來的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