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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公共藝術？它的功能是什麼？

　是的，很多大馬人都對這門藝術一知半解，甚至忽略了它的存在。

　因此，大馬是否有公共藝術呢？

　德國藝術家蘇嫻來到在大馬，在吉隆坡看到獨立廣場噴泉，在

十五碑看到大象雕塑，說這些都是公共藝術，但這藝術不只限于

象征權力或代表宗教，更可介入民生社會，帶來面面的改變。

　“用藝術製造改變。”蘇嫻要求工作坊同學走入茨廠街、

蘇丹街……尋找能“改變”的藝術因子及創意！

藝術是
大家的

…

　蘇嫻的公共藝術“一文

錢”，讓公眾不自覺參與

其中，且有所領悟。

蘇嫻

藝術改變公眾思維報導♥D2〜3

http://www.facebook.com/milanclassic ( 提 供 全 國 保 家 郵 寄 服 務 )

更多詳情: www.milanclassic.net
  請瀏覽: www.milanclassic.com.my

Cheras 03-9282 0722
Kepong 03-6257 7703

7312878

Amcorp Mall(G層) 03-7957 5722
Times Square(6樓) 03-2145 0722

JW Luxury(名錶專賣店) Times Square(六樓) www.jwluxury.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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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生于德國韋塞爾（Wesel）小
鎮。11歲開始上“音樂與藝術學校”。學
校裡的奧地利藝術家是她藝術路上的啟蒙
老師，從那時起，她就認定自己長大后會
當藝術家。
　80年代的德國籠罩于冷戰氛圍，那年代
的德國人大多認為自己不會活很久。蘇嫻
就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大學她選讀“藝
術系”，畢業后自然而然成為藝術家。
　喜歡公共場域能夠激發更多的可能性，
因此1998年至今活躍于公共藝術領域，曾
受邀到拿坡里、馬德里、傑里科等地進行
公共藝術活動，同時發表著述，舉辦工作
坊與座談。
　 2 0 1 4 年 3 月 至 6 月 ， 蘇 嫻 駐 于 吉
隆 坡 ， 收 集 了 蘇 丹 街 及 茨 廠 街 的
居民心聲，跟Ann a  C h o n g聯合創作
了《龜馴服凌亂》（Tu r t l e  T a m e  
Chaos，http://www.youtube.com/
watch?v=iytbkdcgkUo）一曲，並舉辦了
座談、工作坊與“我們的信念”（What 
We Believe In）展覽。

　德國人有

句話：首先是麵包，然后

才是牛油。意思是人們必須先填飽肚子，

才能顧及其他事情，包括文化創造與傳承。曾獲歌德文學

獎的德國猶太裔作家馬塞爾（Marchel Reich-Ranicki）否定這句話。二

戰中，他跟許許多多的猶太人，都是憑著“牛油”掙扎存活下來。

　公共藝術就像一種牛油。在德國藝術家蘇嫻（Susanne Bosch）眼中，它甚

至能夠改善人類的生活。她過去的一些充滿實驗性質的作品也證實了這點。

　在吉隆坡駐市3個月，蘇嫻發現，我們也有公共藝術。只是它們多是權力與宗

教的象征，並不是藝術家經過深思熟慮后，置放于公共空間，引起民眾反思與迴

響，並且帶來改變的藝術作品。

看見路上躺著一分錢，你會撿起來嗎？相信
絕大多數人的答案是不會。一分錢對我們而

言，就像垃圾毫無用處，丟掉幾十個也不痛心。
但假如是一卡車、兩卡車的一分錢呢？
　1998年，德國藝術家蘇嫻（Susanne Bosch）
在德國進行一項“殘余的一文錢”活動（The 
Leftover Penny Campaign）。她在柏林、慕尼
黑和紐倫堡放置巨大的透明貨櫃，讓民眾投入不
要的“垃圾錢”，同時寫下他們對這城市或國家
的改進意見，結果是，在4年半的時間內，她成
功收集了13噸的一文錢，總值1萬7千歐元（約7
萬4千令吉），還有1600個意見。

收集民意 探討人心

　民眾駐足街頭凝望這些貨櫃，表情像是在說，
“我的天，我們該拿這些錢怎么辦？”
　“進行這項活動，我有幾個用意，一，收集意
見。二，我想探討，是不是每個人都錢不夠用？
這裡我要的是‘垃圾錢’，就是那些連乞丐也不

要的，當你打掃房子，你會用吸塵機
把它一併吸走的那種。”蘇嫻俏皮地比
了比吸塵的動作。
　“如果錢不是問題，民眾希望改變什
么事情？對于很多事情，其實我們本身
都有很多解決方案，但我們都等待政治人
物。所以我辦了這樣的藝術活動，希望人
們重新認識群眾合作的意義。”
　點算完畢后，“殘余的一文錢”進行公
開抽籤，挑選了12位自願者，從1600個意
見中精選4個，在2001年到2007年之間把它
們分頭落實。這些人們不稀罕的垃圾錢，最
后反而成了推動改革的基金。
　活動讓蘇嫻聲名大噪，意大利、西班牙也
先后邀請她去進行，結果如出一轍——誰都預
想不到，市場上剩余的垃圾錢，加上民眾的意
見，竟可以發揮如此大的經世作用，而它的構
想，僅僅是由一位藝術家提出的。

一文錢的千萬影響力

←聚沙成塔。平時在地上看到也不會撿起來的“垃圾錢”，堆積起來卻是一筆驚人的數目。←聚沙成塔。平時在地上看到也不會撿起來的“垃圾錢”，堆積起來卻是一筆驚人的數目。

　蘇嫻簡介：
　1967年生于德國韋塞爾（Wesel）小

←聚沙成塔。平時在地上看到也不會撿起來的“垃圾錢”，堆積起來卻是一筆驚人的數目。←聚沙成塔。平時在地上看到也不會撿起來的“垃圾錢”，堆積起來卻是一筆驚人的數目。

We Believe In）展覽。

不起眼的一文錢，發揮神奇力量！

↑裝著無數一文錢的貨櫃，就置放于人來人往的街頭。

←自願者們從1600個改善國家或城市的建議中投選出4項，從2001年進行到2007年，工程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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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至6月，在藝術家自主空間（Lostgens'）
和馬來西亞歌德研究院（Goethe Institut 

Malaysia）合作下，蘇嫻前來吉隆坡作短期駐市藝術
家。
　受訪前，她已在Lostgens'辦了好幾場有關公共藝術
的講座和工作坊，也已在茨廠街、蘇丹街一帶走透透，
收集了很多當地民眾對該區的看法。雖然MH370事件，
讓她身邊的人對她此趟馬來西亞行感到擔憂不已，但
她卻似乎十分享受這趟多元文化的衝擊，談起半山芭一
帶，雙眼迸發著光芒。
　“吉隆坡是有公共藝術的，只是可能大家沒意識到。
公共藝術是很古老的藝術了，至少也有一百年的歷史，
在獨立廣場的旁邊，就有個稀奇的噴泉；在十五碑，也
有很多大象雕塑。隨處可見的宗教場所又是另一例。
　在這裡，可見的公共藝術多數是象征權力與宗教的物
質，它不同于另一種公共藝術，一種經藝術家深思后，
介入社會，以期為社會帶來改變的東西。”
　5月25日，蘇嫻舉辦了一場工作坊，要求同學走訪茨
廠街、蘇丹街和敦李孝式路一帶，把自己投入該環境
中，分析當地情況，思考並行動：如果讓你在當中增加
一件事物，你會增加什么，以帶來一些改變？
　結果，有一組同學竟然把人鏡慈善白話劇設裡正在練
習的合唱團邀到蘇丹街上，在捷運工程進行的地點前進
行大合唱。雜亂無章的機器聲中，有一組和諧的歌聲潛
伏。路人往來，投射不解的眼光，有人舉起相機拍照。
誰的聲音先來到這塊地上？誰的聲音讓人感到困擾？很
多時候我們是否留意到了另一種微弱的聲音？
　“這就是我說的。用藝術，製造改變。”

　藝術是高不可攀的。藝術是衣食
無缺后，有閒有錢才會做的事。藝術
需要市場才能存在。對于這些，蘇嫻
一一否定：“完全不認同。”
　“有一位德國猶太裔作者，叫馬塞
爾，二戰時期，他被囚于波蘭的猶太
集中營裡，他曾說過他們在集中營裡
的日子。‘有人有一本書，大家就
背誦記憶那本書的內容。有人有一把
吉他，每個下午，在飢餓與疾病交迫
下，大家還是會去聽他演奏。有人繪
畫，我們就偷偷辦起了畫展。’
　德國人有一句話，‘首先是麵包，
然后才是牛油’，意思就是先滿足了
基本需求，才有藝術，但是馬塞爾說
‘是牛油讓我們活了下來。如果沒有
文化的鼓舞，我們早死了。音樂、一
同歌唱、記憶一本書，是這些讓我們
活了下來，反正，我們已沒有任何可

吃的了。’”
　不管在哪種領域，猶太裔
的表現都讓人側目。難道我們
一直停滯不前，是跟“文化沙
漠”這稱號有關係嗎？
　炎熱的天氣讓蘇嫻不停冒
汗，她拭去額上的汗珠：“每
個地方都有屬于他們的民間文
化，比如本土的舞蹈、歌唱、食
物、宗教儀式、紡織品等，藝術
不是放進博物館或美術館裡。藝
術是人們表達自己的需求。
　馬來西亞擁有進行公共藝術的絕
佳氣氛。這裡的人好玩、開放，問
他們問題，他們會大方參與。加上
這裡的天氣，使得人們樂于走到戶
外，喜歡跟別人相聚，而且渴望學
習。”

　蘇嫻深深相信藝術能改善人類的生活。
“否則的話，我就會選擇另一份工作了。
每天清晨起來，我希望我自己的一天是有
意義的。就像我到仙四師爺廟，看見那裡
有很多老人家，有的在掃地，有的在做別
的事情——他們都想辦法讓自己的生活有
意義。我希望我服務的，是一件我真正相
信的事情。
　現在我們都上學，但正是學校，讓我
們遺忘了我們與生俱來的創意。藝術家羅
賓遜（Ken Robinson）說，這就是學校如
何使我們變笨的地方，它謀殺了我們的創

意。我們把學校學回來的知識用
來製造了很多自己所不喜歡的東
西，過得不快樂。
　我相信可以不是這樣的。我相信
透過藝術這美妙的途徑，我們可以
把人間打造成更好的天堂。創意智能
並非藝術家獨有。”
　蘇嫻終于停下來，頓了頓，“關鍵在
于，如何把它解鎖。”

在發展噪音中唱出我的歌

沒有麵包，靠牛油活下去！

藝術通往天堂，等人開鎖！

馬來西亞與德國置放于公共空間的裝置藝術作
品，是公共藝術的一種。

　1982年，德國藝術家約瑟（Joseph Beuys）在德國黑森州（Hesse）北部卡塞爾市
（Kassel），進行的公共藝術活動是種植7000棵樹，每棵由人領養。如今市內綠樹成
蔭，7000棵樹成為該市的活藝術。

↑公共藝術不只美化環境，觸動人心，也讓民眾↑公共藝術不只美化環境，觸動人心，也讓民眾
情不自禁，參與其中，樂在其中。

　藝術是高不可攀的。藝術是衣食
無缺后，有閒有錢才會做的事。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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