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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時發佈

致藝術文化版及專欄版編輯

《Slipping Transmission》
2011 年 7 月 16 日至 2011 年 8 月 14 日
開幕酒會：2011 年 7 月 15 日，下午 6 時正至 8 時正
藝術家： Felix Bacolor, 嚴善錞, Wah Nu, 白雙全, 謝淑妮
策展人： Arianna Gellini, 吳尚珩
透過 Felix Bacolor, 嚴善錞, Wah Nu, 白雙全和謝淑妮的作品，聯展《Slipping Transmission》嘗試追
蹤與放大日常生活中行為與靜止之間難以捉摸及不言明的界線。利用攝影、錄像、繪畫及雕塑的幫
助，展覽同時亦探索各媒介保存與記錄逝去時間中的漏弊。

攝影和其它媒介可被認為是一種記載生活演化成靜
止回憶過程的記錄。但在純記錄過程裡，它們並不
能夠完全保存經歷中的行為元素； 一段曾經悉心編
排的演出待變為一個被動和無聲的「圖像」。
《Slipping Transmission》裡的「圖像」不僅僅是攝
影、繪畫及錄像，它們同樣實驗性地代表著一個經
歷; 一個被捆綁的時間形態。
謝淑妮, 「在美洲移離歐亞之地等候著系列 no. 1393」, 2005,
彩色相片，手製相框, 35.5cm x 35.5cm

接近擾亂 「圖像 」中的慣性，《Slipping
Transmission》的作品暗示著無處不在的不完整性。從不同結構和題材來看，每件作品也各有它們
針對「圖像 」裡慣性的擾亂元素。像謝淑妮的作品「在美洲移離歐亞之地等候著系列 no. 1393」中
的椅子或嚴善錞的作品「蘇堤」的水平線， 它們體現了平靜畫面與行為之間的緊張和摩擦。它們不
單壓縮了從行為到思考，存在到不存在的傳達過程，同時亦提問當行為變成影像時，從流態至靜態
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不完整和不完美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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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Slipping Transmission 》
藝術家：
Felix Bacolor, 嚴善錞, Wah Nu, 白雙全, 謝淑妮
展覽地點：
奧沙蘇豪
地址：

香港中環蘇豪堅道 45 號地下

展期：

2011 年 7 月 16 日至 2011 年 8 月 14 日

開幕酒會：

2011 年 7 月 15 日，下午 6 時正至 8 時正

電話：

(852) 2537 0688

[附錄]
附錄一：藝術家簡介
附錄二：作品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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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藝術家簡介
Felix Bacolor （生於 1967 年，菲律賓)
Felix Bacolor 曾於菲律賓 本土和海外從事商業製作、電視台及設計範疇。他畢業於菲律賓大學藝術
系及於 1989 修畢碩士繪畫課程。他原藉菲律賓，並曾在當地舉辦多項展覽，如 《Stormy Weather》
(2010)、《Once Upon a Time & Other Stories》(2009) 、和《Interior Motives 》(2009) 。

嚴善錞 (生於 1957 年，中國)
嚴善錞 1983 年畢業於浙江美術學院(現為中國美術學院)，獲文學學士學位。同年，任職於湖北省美
術院。1993 年調入深圳畫院。現為深圳畫院副院長，一級美術師 及《深圳國際水墨畫雙年展》總策
劃。主要展覽有 《西湖夢尋•嚴善錞 2004 紙上作品》(2005，香港漢雅軒，香港)、《西湖系列》
(2006 ，《當代水墨方式》，天津，中國) 、《嚴善錞畫展》(2006，中國上海朱屺贍藝術館)、和《超
以象外: 梁銓，呂振光，嚴善錞》(2009，香港奥沙畫廊，香港)。
Wah Nu (生於 1977 年，緬甸)
Wah Nu 2002 年於仰光文化大學取得音樂學位後，已舉行了三次個展: 2004 年於仰光舉辦第一次個展
後，於 2005 及 2008 年於日本舉行兩次個展。 Wah Nu 與藝術家 Tun Win Aung 於第十一屆孟加拉國
亞洲雙年展（2004）、第三屆福岡亞洲藝術三年展（2005） 、以及第六屆澳洲亞太當代藝術三年展
（2009）參展。她的作品曾於緬甸、德國、日本、孟加拉國等地展出。她以多種媒體創作，並以是
繪畫和電影為主。

白雙全 (生於 1977 年，中國)
白雙全 2002 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他是一位概念及行為藝術家， 亦是星期日《明報》「單
身看」專欄創作人。他曾於 2005 獲澳門藝術博物館(中國行為藝術)予海外交流獎學金，於 2006 獲得
由亞洲文化協會舉辦的利希慎研究基金支持他往纽约。他於 2009 年代表香港往威尼斯雙年展。 近期
展覽包括 《Points of Ellipsis…》 ( 2011， 香港奧沙畫廊)、 《日(日)夜(夜) 》(2009， 廣州維他命空
間)、《尋樂‧經驗》 (2009，香港藝術館) 和《Artysta z Hong Kong》 (2006，波蘭華沙 WAA Art
Space).

謝淑妮 (生於 1968 年，香港)
謝淑妮在香港中文大學修畢藝術學士課程，任教於美國加州藝術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
School of Art)，現駐美國加州。她的作品曾參與多個國際展覽，其中包括《Rebus》(2009，Museo
Archeologico di Amelia，意大利)、《Hiking Arte》(2009，香港)、《Material Intelligence》(2009，
劍橋)、《A Thousand Years of Separation》(2009，柏林)、《Styrofoam》(2008，美國羅德島學校
設計學院藝術館)、《Systems Theory》(2008，托倫斯藝術博物館)、《From My Fingers: Liv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2003，台灣高雄市立美術館)、悉尼雙年展(2002)。她亦曾擔任不同團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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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留藝術家，包括 America Art Foundation Project (2005， 越南)。她曾獲多個獎項，包括古根漢獎
學金 (2009) 及洛杉磯市個人藝術家獎學金 (2009)。

附錄二：作品圖像

Felix Bacolor, 《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但很高興終於做完了》, 2010, 装置

嚴善錞, 《蘇堤》, 2008, 布面丙烯, 3 panels 179cmx119cm

白雙全, 《兩個水氹》, 2006, C-Print, 4 panels 90cm X 120cm, 90cm X 120cm, 40cm X 60cm, 40cm X 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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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h Nu, 《Lives look like Light》, 2004, 單頻錄像:, 27 分 10 秒

關於奧沙畫廊
奧沙畫廊為國際性的藝術機構，致力推廣國際及亞洲的當代視覺藝術。奧沙畫廊的展覽網絡遍及亞
洲多個地區，有助探索在亞洲以至亞洲以外不同地區的多元化而又複雜的藝術關係。畫廊所代理的
包括區內一些最具代表性及最有趣的藝術家，而各地的展覽空間則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跨越亞洲的創
作平台。奧沙亦與多位備受推崇的國際藝評家和策展人緊密合作，籌劃及推廣探討當代議題相關的
展覽和項目。

除舉辦大型群展和專題展覽外，奧沙畫廊亦為一些最具代表性的亞洲藝術家舉辦個展，當中包括來
自 中 國 的 孫 原 和 彭 禹 、 沈 少 民 、 蔣 志 ， 以 及 其 他 亞 洲 藝 術 家 ， 如 石 家 豪 （ 香 港 ） ， Nipan
Oranniwesna（泰國）和蔡佳葳（台灣）。

奧沙畫廊屬於奧沙集團 www.osageartideas.com ，其內包括奧沙藝術基金，奧沙藝術顧問， 和奧沙設
計。
更多詳情請瀏覽 www.osagegallery.com

傳媒查詢
Jade Enge
市場營銷總監
電話:
傳真:
電郵:

(852) 2793 4817
(852) 3007 2988
jadeenge@osageartideas.com

Alex Fung
客戶關係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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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傳真:
電郵:

(852) 2793 4817
(852) 3007 2988
alexfung@osage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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