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納里尼．馬拉尼：
視界流動 

2021年 12月 7日
		至 2022年 7月 31日



納里尼．馬拉尼：視界流動

 

 

2

納里尼．馬拉尼

以實驗動畫創作見證歷史五十年

下圖
《 烏托邦 》（ 1969–1976）

展演空間的首個展覽呈現納里尼．馬拉尼
數件內涵豐富、引人入勝的作品。跨領域藝術
家馬拉尼被譽為錄像藝術和實驗影片的先驅，
其作品之豐富在當今藝壇數一數二。馬拉尼 

1946 年生於卡拉奇，其家庭宗教信仰多元，
她出生之時，正值英屬印度經歷衝突與混亂後
分裂成印度、巴基斯坦兩國的前夕，而她在孟
買成長期間，親歷印度的轉變。「 視界流動 」
展出的三件流動影像作品不僅凸顯了馬拉尼藝
術實踐的重心，體現其開創先河的動畫不斷演
化的特質，也從中可見她的創作手法乃透過鋪
陳隱喻、援引歷史來探問普遍的社會議題，尤
其是種族和民族間的緊張關係、對女性和弱勢
社群施暴等現象。

自 1969 年開始創作，直至  1976 年完成
的雙頻道作品《烏托邦》，並列投影馬拉尼於

不同時期創作的錄像。其中一件錄像《 理想
居所 》（ 1969）是馬拉尼在駐留「視覺交流工
作坊」期間創作，該藝術空間由現代主義畫家
阿克巴．帕丹西創辦，受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
成立的獎助金資助。對馬拉尼來說，這是一個
振奮人心、兼容並蓄的項目，讓她得以探索新
媒體和新技術的無限可能。她在這裏接觸到印
度建築師查爾斯．柯里亞、美國思想家巴克敏
斯特．富勒以切合大眾需求為前提的社會和本
土建築新視野。正是這種以設計實現社會解放
的觀念，以及匈牙利包浩斯藝術家拉士羅．摩
荷里 – 納基的意念，啟發了馬拉尼創作《 理想
居所 》。這部定格動畫充滿色彩繽紛的抽象圖
形，似是某個烏托邦城市的鳥瞰景象。

這一視覺表達手法展現了馬拉尼對現代印
度的別樣構想──這個社會能為有需要的人提
供安全而可負擔的公共房屋。這件作品耗時兩
個月始完成，馬拉尼先以硬紙板製作城市的微
縮模型，並以 8 毫米菲林攝影機來拍攝，並從
不同角度打光，照亮這個「城市」。其後她把
這些影像轉至大幅的醋酸纖維素負片，並以彩
色濾鏡重新拍攝。她仔細地把攝影機中的底片
反轉和重新曝光，由此製作出色彩斑斕的層疊
效果。對馬拉尼來說，這種抽象實驗是從個人
角度檢視印度現代主義建築形態和國家建構的
策略。

馬拉尼曾獲奬學金於  1970 至 1972 年前
赴巴黎，其間對錄像製作的興趣日漸濃厚。她
把這段日子稱為「人生的大學時期」，曾與導
演尚盧．高達、多媒體藝術家馬凱等人會面，
又出席由眾多影響深遠的思想家和人物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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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狂的梅格體現了我對神話角色的一貫着迷，他們在今天仍具
意義。」

上圖
《 回憶瘋狂的梅格 》 

(2007–2019)

講課，包括西蒙．波伏娃、亞西爾．阿拉法
特、米歇爾．萊里斯、諾姆．喬姆斯基等，孕
育了她對政治哲學和當代思想的熱忱。她帶着
這些洞見返回印度，着手籌辦一個關注孟買北
部弱勢社群的項目，卻因國內政治局勢日趨緊
張、宗教衝突日趨激烈而無法繼續進行。馬拉
尼對家鄉遭受的此番衝擊感觸尤深，遂創作一
部黑白影片與《 理想居所 》並置，組成雙頻道
投影作品《 烏托邦 》（ 1976）。片中一個年輕女
子站在窗前，望向雜亂無章的城市，沉思《 理
想居所 》中的未竟之都。兩段影片的創作相距
七年，足見藝術家對印度社會狀況不斷變化的
深刻反思。

馬拉尼的創作繼續發展。 1992 年，印度
阿約提亞的巴布爾清真寺遭摧毀，引發連串駭
人的宗教暴力事件和激烈的群眾騷亂，為馬拉
尼的創作帶來了轉捩點。她梳理國家創傷和印
度的宗教、政治衝突帶來的悲痛時，經常援引
此歷史事件。 1990 年代初，馬拉尼嘗試探尋

藝術創作的新方法，將自身與周遭的人和事連
繫起來，同時兼顧常被藝術空間拒諸門外的一
群，令他們可以接觸藝術。馬拉尼開始突破平
面圖像的限制，繪製橫跨展廳各個牆面的炭筆
壁畫。她以手指代筆，一邊繪畫一邊抹除，
創作出筆觸可尋的印記和痕跡，並由此萌生出
把繪畫轉化為定格動畫的意念。馬拉尼也以這
種技巧進行她稱之為「抹消表演」的創作，整
幅壁畫到了展覽最後一天會全被抹去，徒留失
落、消逝之感。

馬拉尼還尋思如何在傳統展覽空間以外展
出作品，其間她的作品愈見跨領域，廣涉劇場
和公共空間，也與演員和導演合作改編劇本，
由此發展出一系列定格動畫和 Mylar 聚酯薄膜
旋轉畫筒。它們後來成為馬拉尼獨樹一幟的裝
置形式，並開創出她稱之為「錄像∕皮影戲」
的作品。

錄像∕皮影戲把馬拉尼的動畫和劇場經驗
轉化為空間和感官體驗，她把錄像投影在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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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Instagram 上的數碼動畫是免費的。任何人
皆可轉發。這就是項目的原意，我創作這個類似
筆記的系列放在公共領域中。」

上圖
《 回憶瘋狂的梅格 》局部
（ 2007–2019）

繪有圖像的 Mylar 聚酯薄膜旋轉圓筒上，同時
以射燈照亮圓筒，並配上音效。這些非同步的
錄像和光影永不停歇地投影在牆壁上，恍如佛
家的祈願法輪，令作品佔據整個展場，使參觀
者湮沒於視聽環境之中。馬拉尼的第三件錄
像∕皮影戲作品《回憶瘋狂的梅格》（ 2007– 

2019）將佛蘭德畫家老彼得．布勒哲爾的作品
《 瘋狂的梅格 》（ 1563，現藏於安特衛普的邁

爾．范登伯博物館）中取材自佛蘭德民間故事
的人物，重塑為這個無畏無懼的女巨人帶領一
群婦女在地獄門前搶掠。她曾說：「瘋狂的梅
格體現了我對神話角色的一貫着迷，他們在今
天仍具意義。」這件裝置的主角是令人生畏的
瘋狂梅格，以及一群一無所有、在無盡的貧窮
和壓迫中不斷掙扎的女性，表達出我們對世界
各地的女性普遍遭受暴力的共同憤慨。整部動
畫不斷出現女孩被捲入戰爭中的情景，還有路
易斯．卡羅的《 愛麗絲夢遊仙境 》中象徵希望
與好奇心的女主角。像許多出現在馬拉尼作品
中人們耳熟能詳的角色一樣，這些女性形象為
觀者提供熟悉的切入點，讓人沉醉於萬花筒般
不斷展開的動畫敘事之中。 

2017 年，馬拉尼轉向社交平台與年輕一
代交流，這是其創作生涯的另一關鍵時刻。
她開始在 iPad 創作一分鐘動畫，並上載至個
人 的  Instagram 帳 戶（ @nalinimalani）。 這 種
數碼格式讓她可以迅速地以手指創作，並能

輕易繪畫和抹去圖像，製作成定格動畫。她在
談及這系列作品時指出：「這上面的數碼動畫
是免費的。任何人皆可轉發。這就是項目的原
意，我創作這個類似筆記的系列放在公共領域
中。」它們均是藝術家對日常新聞不加粉飾的
個人反思，有時也取材自文學和哲學。其後，
馬拉尼開始以橫跨多面牆壁的重疊投影方式展
出這些作品，並將稱之為「動畫之房」。這些
沉浸式影片，呼應着經常在她腦海中迴盪諸多
念頭，它們一閃而過、細小零碎。
《你能聽見我嗎？》（ 2018–2020）是馬

拉尼的首個「動畫之房」。 2018 年，印度喀什
米爾谷地發生八歲穆斯林女童慘遭姦殺的事
件，這片在歷史上紛爭角力不斷的土地，暴
露出印度的宗教分歧和政治隱憂。馬拉尼在慘
劇發生後創作了這件九頻道裝置，由一系列動
畫及被反覆引用的短句妙語組成。作品不僅展
現了馬拉尼對慘案的萬端思緒，也反映出當下
紛亂無序的世態。當中可見哥雅版畫系列《 戰
爭的災難 》（  1810–1820）的場景，以及以穆
斯林女孩的形象呈現《 愛麗絲夢遊仙境 》的圖
像。它們橫跨多個牆面閃爍躍動，結合出自馬
塞爾．普魯斯特、喬治．奧威爾和艾德麗安．
里奇等不同時期作家的片言隻語。每部動畫均
簡短有力，並且快速放映，快得幾乎令觀眾無
法完全弄清眼前所見。這些動畫共同揭示當下
充斥新聞報導的種種不公和苦難，其實並非全
是新事或單一事件；事實上，這些令人悲痛、
似曾相識的故事，一直循環不息地上演。

馬拉尼在其流動影像作品中發揮故事敘說
的力量，並相信藝術可以改變我們看待世界的
方式。在這方面，她與摩荷里  – 納基的看法
一致，追求以跨領域創作手法，把藝術和技術
與生活結合起來，即他口中的「視界流動」，
讓人可從全新角度觀看、感受和思考。在超過
半世紀以來，馬拉尼渴望透過藝術促成社會轉
變，其作品既述說個人經歷，同時反思我們共
同面對的挑戰。藉着重述瘋狂的梅格、愛麗絲
夢遊仙境，以至數之不盡被邊緣化的無名小眾
的故事，馬拉尼提醒觀眾要看穿表象，仔細聆
聽，尤其那被噤聲的一群。

鄭道鍊
副總監及總策展人

周宛昀
視覺藝術助理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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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聽見我嗎？》 

(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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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簡介

納里尼．馬拉尼（生於 1946 年）是錄像藝
術的先驅，在過去五十年間以實驗動畫開拓者
的身影在國際藝壇上卓然特立。她的作品融匯
電影、攝影、繪畫、戲劇、錄像。她喜歡採用
新科技和新手法，創作不斷推陳出新，但卻始
終堅持探究戰爭、暴力和女性壓迫等議題。馬
拉尼在作品中鋪陳取材自民間故事、文學經典
的主題，以及印巴分治後一度淪為難民的個人
早期經歷，藉此凸顯權利被剝奪以及受壓迫的
體驗。

馬拉尼於 1964 至 1969 年在孟買的吉吉
博伊爵士藝術學院就讀，其間在布拉巴伊紀念
學院設立工作室。 1969 年，她獲邀參加「 視
覺交流工作坊 」，並創作了首件定格動畫作
品。 1970 至 1972 年，她取得由法國政府頒發

的獎學金，前赴巴黎進修； 2010 年獲三藩市
藝術學院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馬拉尼曾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舉行回顧
展和個人展覽，參與過多個群體展覽和雙年
展，並曾獲多個崇高獎項，包括福岡亞洲文
化獎（ 2013）、聖莫里茲藝術大師終身成就獎

（ 2014）、香港亞洲藝術創變者大獎（ 2016）、
巴塞羅那胡安．米羅獎（ 2019），以及首屆倫
敦國家美術館當代創作研究獎（ 2020）。馬拉
尼的作品為超過三十家公共機構所收藏，包括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阿
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
巴黎龐比度中心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香港 

M+ 博物館、新德里克蘭納達美術館，以及悉
尼新南威爾斯美術館。

右圖
納里尼．馬拉尼在她於
孟買的工作室中
照片由藝術家提供，攝影： 

Johan Pijnappel



納里尼．馬拉尼：視界流動

 

7

創作生平 

1946 

生於英屬印度卡拉奇。

1969 

畢業於孟買的吉吉博伊爵士藝術學院畢業，獲
邀參加「視覺交流工作坊」，其間創作了定格
動畫《理想居所》，錄像《 靜物 》、《 自慰 》、

《 禁忌 》，以及一系列不需相機的實物投影
照片。

1976 

完成《烏托邦》（ 1969–1976），此作品是包括
《理想居所》在內的雙頻道錄像投影。

1992 

創作首件沉浸式「壁畫∕抹消表演」作品《 慾
望之城 》，在孟買一家畫廊展出二十五日。

1996 

與劇場導演亞努拉達．卡普爾合作，把貝托
爾特．布萊希特的作品《 工作 》改編成印度語
劇作《 努卡尼 》。馬拉尼為此劇創作的一系列
藝術作品，包括定格動畫《 記憶：記錄∕刪
除 》，旋轉畫筒，以及她首個以內繪技法創作
的 Mylar 聚酯薄膜旋轉圓筒。

2007 

完成第三件錄像∕皮影戲作品《回憶瘋狂的梅
格》於都柏林基爾馬納姆皇家醫院展出，這家
軍事醫院於 1990 年改建成為愛爾蘭現代藝術
博物館，也是此作的靈感來源。

2020 

創作出《你能聽見我嗎？》，這是由八十八段
動畫組成的「動畫之房」，於前身是帕斯莫爾．
愛德華茲圖書館的白教堂藝廊中首次展出。

1947 

印巴分治期間離開卡拉奇，定居加爾各答。

1970–1972

獲 法 國 政 府 頒 發 獎 學 金 到 巴 黎 進 修， 並 於  

1972 年返回印度，參與一項關注孟買北部貧
民窟弱勢穆斯林的計劃，拍攝相關紀錄片。

1991 

創 作 首 件 互 動 皮 影 戲 作 品《 洛 哈 爾 查 爾 小
巷 》，由五幅繪於 Mylar 聚酯薄膜的繪畫組成。

1993 

與演員阿拉克南達．薩瑪什合作，演繹海納．
穆勒的劇作《 美狄亞素材 》，並創作一系列作
品，包括多屏繪畫《 被掠奪的海岸 》以及霓虹
雕塑《 侵佔 》。

2001 

創作出首件「錄像∕皮影戲」作品《 踰矩 》於
「剖析歐洲」展覽中展出。該展覽藉非洲和亞

洲藝術家的作品，以批判的觀點審視歐洲的身
分認同。

2017 

開始以  iPad 創作動畫，並在其  Instagram 賬
戶（ @nalinimalani）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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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里尼．馬拉尼：視界流動」於 2021 年 12

月 7 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在香港 M+ 展出。

除非特別註明，全部圖片均攝於「納里尼．馬
拉尼：視界流動」展覽現場，版權屬 M+ 所有。

展出作品

《烏托邦》 

1969 至 1976 年
雙頻道有聲錄像裝置： 16 毫米菲林轉數碼錄像

（黑白、無聲）， 8 毫米定格動畫菲林轉數碼錄
像（彩色、無聲） 

3 分 49 秒 

M+ 館藏

《回憶瘋狂的梅格》 

2007 至 2019 年
四頻道有聲錄像裝置、十六組光影投射、八個
內壁繪有圖像的 Mylar 聚酯薄膜圓筒
循環播放 

M+ 館藏

《你能聽見我嗎？》 

2018 至 2020 年
九頻道有聲數碼錄像裝置
循環播放
由藝術家借出

www.mplus.org.hk 

關於 M+ 

M+ 是嶄新的博物館，致力於收藏、展示與詮
釋二十及二十一世紀的視覺藝術、設計及建
築、流動影像，以及香港視覺文化。位於香港
西九文化區的 M+ 規模可媲美世界知名的現當
代視覺文化博物館，矢志於躋身世界頂尖文化
機構之列。 M+ 冀以香港中西薈萃的歷史特色
為基礎，從身處的此時此地出發，為二十一世
紀亞洲創立一座別樹一幟的新型博物館。

關於西九文化區

西九文化區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文化項目之一，
願景是為香港在濱臨維多利亞港、佔地四十公
頃的填海土地上，創造一個多姿多彩的新文化
地帶。文化區內設有製作及舉辦世界級展覽、
表演節目和文化藝術活動的各類劇場、演出
空間和博物館；並將提供二十三公頃的公共空
間，包括長達兩公里的海濱長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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