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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鬆綁年齡上限
英國泰納獎的新里程

撰文／戴映萱．圖版提供／Tate

　英國泰納獎創立至今已超過卅

年，最初獎助對象包括藝評家、

策展人等藝術工作者，在1988年

改為僅頒予藝術家。不久，獎項

在1991年設立年齡限制，只有年

齡五十歲以下的藝術家能獲得提

名，以表揚新秀藝術家為主。自

該年起，許多藝術家皆因年齡因

素被排除在考慮名單之外，無法

獲得獎項的肯定。

　本屆突破先例，鬆綁幾十年來

的年齡限制，四位年齡分布在

四十三歲至六十二歲之間的藝術

家因而出線，一同角逐2017年泰

納獎，堪稱廿五年來的最大改

變。入圍藝術家分別為赫爾文．

安德森（Hurvin Anderson）、安德

莉．布特納（Andrea Büttner）、

盧貝娜．希米德（Lubaina Himid）

和羅莎琳德．納莎西比（Rosalind 

Nashashibi）。最後獎落希米德，

為泰納獎史上最年長得主，更是

第一位獲獎的非白人女藝術家，

為泰納獎翻開新的章節。

　2017年獎勵規則的調整，代表

泰納獎在數十年的發展中，持

續針對時代狀況進行檢討，如

泰德英國美術館館長暨泰納獎

評審艾力克斯．法克哈森（Alex 

Farquharson）表示，泰納獎發展至

今已至成熟階段，未來則以肯定

在任一階段做出創作突破的藝術

家為宗旨。同時，泰納獎也宣布

赫爾文．安德森的兩件風景畫於展場一景，左為創作於2013年的〈跨過軌道〉，右為2010年的〈北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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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改革：未來獎項除了評析

藝術家被提名的項目以外，也會

以藝術家為入圍展所作的創作為

評選依據。

　最後，多元性的展現亦是本屆

值得一提之處。做為全球當代藝

術風向球，泰納獎除了表揚年度

代表性藝術，亦宣示藝術界與世

界的走向。四位入圍藝術家皆具

英國境外的種族與背景，如牙買

加、巴勒斯坦、德國或東非坦尚

尼亞等血統，但都在英國成長、

生活或工作，就跟大多數的英國

居民一樣：來自不同地方，視腳

下這塊土地為家，但也從未放棄

尋找家的意義。這種背景、身分

和生活經驗的多樣性，不僅體現

英國當代藝術氛圍，也呈現在具

國際視野的作品中，內容涉及社

展場一景。赫爾文．安德森的「男士理髮店」系列為其近年最具代表性的創作主題，左為〈平頂〉，右為〈坐著的彼得之三〉。

會議題、國際動向和身分認同，

也算是替2016年獎項被批評「與

世界無關」的反對聲浪做回應。

赫爾文．安德森

　因年齡規則鬆綁而獲入圍殊榮

的赫爾文．安德森，是本屆唯一

的男性藝術家。他以英國諾丁漢

舉辦的個展「配音版本」和加拿

大安大略美術館的「背景」兩項

展覽受到提名，進入決選。安德

森在1956年出生於英國伯明罕，

父母來自加勒比地區的牙買加。

身為移民後代，他心中始終存在

某種拉鋸之戰：不知家為何處，

不知自己來自哪裡，又應該屬於

哪裡。這樣的心理戰可從他的風

景畫與理髮店的系列畫作看出端

倪。

　安德森的風景畫寂靜、悠然，

卻有股將人拉近的強烈力量，令

人屏息。每幅風景畫乍看之下似

乎僅是描繪城市或郊外的景色，

實則不然；那是一個世界，承載

記憶、想像以及他所經驗的一

切，而繪畫是唯一能將那個地方

塑形的方式。他曾表示，現實世

界中他所處的空間其實並不完

整，只有繪畫能引領他到完整的

世界，一個他能隨心所欲做任何

事的地方。為了呈現該處，安德

森嘗試在透明紙上做噴墨、滴流

或擦抹，許多軌跡因而消失，包

括顏料的走向、筆墨的痕跡，也

同時在畫面上製造出薄膜，隔絕

膜層之內與之外的世界。

　他畫中的男士理髮店也是如

此，即使靈感來自父親在他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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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經常出沒的店家，亦是英國路

上常見的小店，觀者卻不會認為

那些作品只是理髮店的描繪。牆

面上貼的並非髮型樣式照片，而

是一塊塊導引所在的矩形，似乎

具有穿透性；看似可觸，然而一

旦伸手撫摸，便瞬間消逝。〈Is 

it OK To Be Black?〉即呈現安德森

身為非裔英國人的矛盾心理：坐

在理髮店中，眼前貼滿似乎專屬

於黑人形象的照片，無從選擇髮

型樣式，就像他們無從選擇自己

的命運一般。安德森表示，做為

一名黑人藝術家，他時常將自己

置身於矛盾的拉扯：有時希望身

在其中，有時卻想置身事外。

　他曾談及自己回到父母家鄉的

經驗：他到了加勒比海，同時感

覺自己既是也不是其中的一份

子。如一名內部間諜似的，試圖

入境隨俗卻顯得虛假；當他看著

一名牙買加男孩攀爬上一棵芒果

樹，心中湧現的卻是自己在伯明

罕的浮光掠影。事實上，他筆下

繪出的一切是存在於他心中的地

方——融合牙買加與伯明罕特色

的混合地帶。自創作以來，安德

森從未放棄藉由繪畫找尋他心中

所投射的家，不論那是加勒比海

還是英吉利海峽的一端。那股繪

畫中的拉扯，其實不單只是存

在與不存在，或畫面指涉之處而

已，而是在抽象與非抽象、空無

與填滿、完成與未完成、回家與

離走之間的掙扎。

羅莎琳德．納莎西比

　巴勒斯坦裔英國藝術家

羅莎琳德．納莎西比以她

在加州的個展「在這座島

上」和今年卡塞爾文件展

參展作品贏得泰納獎決選

的入場券。納莎西比近年

創作專注在孤立封閉的群

落，透過影像捕捉被忽略

的日常生活掠影，探索人

與人之間因政府與監禁管

控，產生的既親密又衝突

的關係。

　由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

（Imperial War Museum）委

託製作的〈通電的加薩〉

為此次泰納獎入圍展品之

一。該作關注加薩的邊界

問題，呈現當地居民身處

在與外界隔絕，同時又

被內部社會約制的狀況。

加薩在2007年被以色列宣

布為「敵對領土」後，受

以色列武力控制，並實施

經濟與斷電制裁，當地巴

勒斯坦人無法自由進出，

導致加薩經濟陷入長年癱

瘓，民不聊生。赫爾文．安德森　Is it OK To Be Black?　2016　油彩畫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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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莎琳德．納莎西比　通電的加薩　2015　16釐米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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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莎琳德．納莎西比　通電的加薩　2015　16釐米錄像

　作品拍攝於2014年6月，期間加

薩一度受到嚴重轟炸，納莎西比

不得不暫停工作，提前離開。隨

後，她將當時所拍攝的影像與後

製動畫結合，完成一部介於現實

與虛幻的加薩生活側影。觀眾可

從影像中看到極為日常的景致，

如孩童嬉戲、居民逛市場或午後

茶敘等，這些都是不同於新聞媒

體上所報導，在動盪歲月下仍堅

毅活著的加薩。如藝術家所言：

「我意識到我能通過兒童的語言

和眼睛，將加薩變成一個令人嚮

往的地方，因為它存在於現實的

不同層面上⋯⋯。」

　納莎希比的影像暗藏柔性的衝

突，看似平淡的對白與運鏡，實

則透露某種不安，似乎什麼事

都有可能馬上發生，但人們早已

習以為常，甚或淡然。作品標題

〈通電的加薩〉，除了帶有譴責

以色列對加薩進行斷電制裁的意

味，同時亦間接暗示，加薩是一

個受到高度警示、帶有不安全感

的地方，與安定生活相去甚遠。

實際上，在那種氛圍之下生活，

不可能永遠不受到傷害，也不

可能永遠不感到疲憊。納莎希比

在整部影像所傳達的即是這種氣

氛：無力地面對，但也同時知道

自己要努力活下去。

安德莉．布特納

　德國藝術家安德莉．布特納於

1972年出生在斯圖加特，在倫敦

居住、創作多年，因在德國和美

國洛杉磯舉辦的兩項個展受評審

團青睞。布特納的創作利用木版

畫、反轉玻璃畫、織品、雕塑、

影像與文獻等媒材，在哲學性的

思考下，討論宗教、道德倫理與

藝術的關係，特別關注貧窮、羞

恥、脆弱和尊嚴等支撐信仰體系

的概念。

　其中，「乞討者」系列是最

能代表布特納近年創作突破的

作品。乞討者為常見的宗教圖

象，典故來自天主教聖方濟亞西

西的人生：少年時期輕浮度日，

追求世間極樂，後從軍被俘，

獲釋又大病一場後，放棄物質享

受，熱心於賙濟窮人。除了此

典故，「乞討者」靈感亦來自德

國藝術家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的雕塑〈裹布的乞討女

子〉。然而，布特納運用木刻版

畫重新詮釋包裹與遮掩的動作，

不同於巴拉赫，畫中人物伸出雙

臂乞討，意味著自身感到羞恥，

以此做為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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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一景，布特納將「乞討者」系列、標語版畫〈是的，我相信每句你說的話〉及多張織品畫一併展出。

安德莉．布特納　「乞討者」系列　2016　木刻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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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九幅木刻版畫旁，一同展出

的是八件「乞討者」的繪畫檔

案。這些是布特納從倫敦大學瓦

堡研究中心蒐集來的文獻，源自

拍賣畫冊，圖象旁標註典藏者、

拍出價格與日期，被並置於矮桌

上，觀眾必須蹲下或彎腰閱讀圖

象資料。如此的設計，彷彿將觀

眾拉進一場儀式，除了觀看，更

以身體感受乞討者的心境。藝術

家以傳統木刻版畫再現乞討者，

配上飽和色彩框住的拍賣文獻，

兩者的並置是她對倫理與藝術的

疑問：想像人們拿著牌子叫喊價

錢，為的是那疾苦的乞討者，這

何嘗不是一種荒謬？

　展示「乞討者」的展間內，布

特納同時將標語版畫〈是的，我

相信每句你說的話〉、多張織品

畫與長椅雕塑一併展出，創造了

一個沉思與救贖的場所，寧靜如

教堂般，卻帶給人們內心無限的

迴響。其作品以傳統媒材搭配歷

史文獻，將道德倫理概念放大成

為焦點，邀請觀眾在藝術殿堂上

反思自身，巧妙地連結藝術與宗

教兩個世界。

盧貝娜．希米德

　從過去文本中挖鑿，盧貝娜．

希米德的藝術帶領我們進入歷史

顯微鏡的玻璃鑿面，回頭凝視

所處的當下。身為本屆得主，希

米德以三項在英國的展覽獲得殊

榮：牛津現代美術館的「無形的

策略」、布里斯托Spike Island藝術

空間的「導航圖」，以及她參與

諾丁漢當代藝術館的群展「在此

一方」，三者的加總可說是希米

德過去數十年藝術創作的總述。

　希米德於1954年出生於坦尚尼

亞的城市桑吉巴，不久即移居英

國，於此成長並受教育。身為本

屆最年長的入圍者，她在四十年

前就已在藝術界嶄露頭角，更是

黑人藝術運動的關鍵人物，曾於

1980年代策畫多項展覽，致力於

推廣與她同世代的非裔女性藝術

家。希米德自身的創作主題同樣

圍繞在黑人族群，從藝術史中取

樣，討論殖民主義、種族歧視和

隱形的權力機制。

　受過去舞台藝術與文化歷史的

學術背景影響，希米德的作品極

具劇場感，如一冊冊故事書，

書中人物穿梭於現實與想像間，

不僅說歷史，也道時事。創作於

2007年的瓷器系列「吞嚥困難：

蘭卡斯特晚餐服務」取材自大英

帝國的殖民歷史：18世紀前，幾

乎所有西歐航海國家皆參與過販

售奴隸的勾當，鉅額利潤所帶

來的經濟奇蹟，使這項「黑金事

業」持續了將近三個世紀。為慶

祝英國廢除奴隸貿易兩百週年，

蘭卡斯特博物館邀請希米德針對

該城的奴隸貿易歷史以及至今的

影響進行創作。她從西北部兩

座城市蒐集多達一百個二手瓷

安德莉．布特納　是的，我相信每句你說的話　2007　木刻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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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瓷壺，並直接以壓克力顏料

作畫，圖象包括船隻、商人、奴

隸與交易貨物。每件看似獨立分

離，實則交織成一條故事線，講

述那段慘絕人寰的歷史，緬懷那

些被歷史遺忘的無名奴隸。

　〈負面的正面：衛報檔案〉是

盧貝娜．希米德　「吞嚥困難：蘭卡斯特晚餐服務」系列　2007　彩繪瓷器

盧貝娜．希米德的「吞嚥困難：蘭卡斯特晚餐服務」系列於泰納獎入圍展展場一景

希米德另一件靈感來自奴隸交易

歷史的作品。她從解禁兩百週年

那年（2007）開始，每天收集英

國《衛報》上與黑人相關的新

聞，指出具歧視意味的頭條與照

片，邀請觀眾思考他們每日讀的

報，即使是最具公信力的左派報

紙，仍然無意識地替有色人種貼

上標籤。〈一場浮華的婚禮〉則

從藝術史中找出黑人的蹤跡，質

疑過去圖象敘事所暗藏的不公不

義。這件作品挪用自英國畫家霍

加斯（Williams Hogarth）系列畫作

「流行婚姻」的第四張，描繪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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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孕的伯爵夫人受邀至律師朋

友的化裝舞會。希米德將之「翻

拍」，以等身人形看板重新創造

畫中角色，各由不同元素組裝而

成，如報章雜誌、海關印章、照

片、錫箔紙、紙鈔、保險套、抽

屜櫃等現成媒材。

　原先一場描述伯爵夫人的功利

婚姻，變成諷刺1980年代英國首

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前總統雷根

的舞台，攜手為新自由主義拉開

布幔的十年，宛如一場婚姻鬧

劇。原先畫作主角的伯爵夫人在

此由無數張柴契爾夫人的照片拼

湊而成，右方身著美利堅合眾國

盧貝娜．希米德　負面的正面：衛報檔案　2007-2015　壓克力、報紙

盧貝娜．希米德　一場浮華的婚禮　1978　木材、丙烯酸漆、報紙、橡膠手套、膠水、塑料（餐盤）、紙板、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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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旗的男子與梳著髮髻的女性則

影射冷戰時期的英美同盟。畫面

中央原先奉茶的黑人奴隸變成身

著華服的黑人女性，她面帶嚴肅

之情凝視周遭的一切。這名女性

可說是1980年代希米德的化身，

以其堅毅之情，相信革命可帶來

的改變。

　背景所懸掛的塗鴉寫著「停止

撒謊！」（Cut out the bill！）其

實說盡了一切。即使創作於1987

年，這件作品仍能指涉所有當

代社會為人詬病之處：白人至上

主義者對黑人族群的歧視、女性

被有色眼光對待，異口同聲的

「＃MeToo」、漠視人權的移民

管控、資本主義愈形猖狂的社會

⋯⋯希米德帶觀眾進入的是一個

時空劇場，挖掘過去的殘餘碎

片，卻發現手中緊握的其實是現

在發生的每件事。我們恍然，不

禁試問：四十餘載過去，世界沒

有變得更好嗎？

　回顧希米德的藝術生涯，她未

曾放棄藉由藝術抵制種族歧視，

從古典繪畫、殖民歷史與當代媒

體中尋找黑人的蹤跡，將這些證

據翻譯成視覺語言，為非裔族群

發聲。希米德將〈一場浮華的婚

禮〉、「吞嚥困難：蘭卡斯特晚

餐服務」、〈負面的正面：衛報

檔案〉與2016年新作〈遊俠：交

易所〉並置。從1987至2016年，

希米德的作品仍與我們周遭一

切緊密連結。這是希米德的創作

魅力，冷靜、沉著卻犀利地指出

社會的千瘡百孔，不論是四十年

前，還是當下。

　回到泰納獎本身來看，泰納獎

鬆綁年齡上限是件好事，評斷藝

術創作的好壞本不應受年齡侷

限。然而，比照泰德英國美術館

館長所謂「肯定在任何階段獲得

創作突破的藝術家」，希米德應

是今年獲得此項殊榮的人嗎？確

實，藝術往往需耗盡一生心力，

方能尋得某個答案。希米德向我

們證明了藝術家在創作上的努力

與堅持，但其創作在幾十年前就

已成熟，若要說她近期有所突

破，則有幾分牽強。希米德的獲

獎，代表評審團希望獎勵年長資

深卻長期被低估的藝術家，但這

樣優秀而被主流藝術圈忽視的藝

術家多不勝數，之後幾年的泰納

獎將會走向什麼方向？是否會看

到熟悉的面孔？這或許是許多

人所期待的，但泰納獎必須再

次自問：獎項最希望獎勵的是

什麼？

盧貝娜．希米德　遊俠：交易所　2016　壓克力畫布


	230-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