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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rs & Shakers 

French Arts Scene
大畫家畢卡索這名字家傳戶曉，是藝術界極度響噹噹的名字。

很多人甚至會以畢卡索的名字作為名畫家的代名詞。今年適逢國立巴黎
畢卡索美術館 (Musée Picasso)創館30周年，

該館經過多年的關閉，終於在去年年尾重開，筆者遂專訪館長及
該館建築師，暢談重塑新貌的種種挑戰。

陳祖泳 (Joanne Chan)

of the

開幕禮上，博物館館長Laurent 
Le Bon (左一)和法國總統Francois 
Hollande (左二)在法國文化部長
Fleur Pellerin (左三)、畢加索之女
Maya Picasso (中)、和巴黎市長
Anne Hidalgo (右二)等人見證下
揭開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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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與館長 Laurent Le Bon ( 拿邦 ) 及建築師 Jean-François 

Bodin ( 布燈 ) 進行訪問，了解和認識到在法國從事藝術工作者的

苦與樂。館長在訪問期間更提及 M+。他將西九建築和梅斯龐畢度

中心 (Centre Pompidou Metz) 的工程作出比較，當他知悉西九工

程尚在進行中，便說工程拖延是意料中事，不足為奇。

建築師則與我們分享該館建築物的輝煌過去，及如何翻新一個

歷史建築物的過程，他亦談及他以建築師的身份創造了不同的藝

術創作。訪問當中，他對筆者提出的多個問題，多次使用反問來

作解答，目的是令人反思——甚麼是藝術。

與美術館一同走過的日子

國立巴黎畢卡索美術館坐落沙雷公館 (L'Hôtel Salé)，位於藝術

氣息濃厚的巴黎瑪黑區 (Marais)。該館建於 17 世紀，1985 年開館，

剛剛慶祝成立 30 周年。L'Hôtel Salé 中文直譯為鹹大宅。名字的

由來是因為該大宅原來的主人 Pierre Aubert 是一個收鹽稅的人。

L'Hôtel Salé 的建築設計在當時可說是一時無兩，是巴黎當時最非

凡、最宏偉的建築物。該建築在過去幾個世紀曾經有過多名住客。

300 年後，L'Hôtel Salé 因它的建築設計具貴族氣質，並與畢卡索

在生時曾居住及工作的地方有很多相似及和諧的共通點，便被選

為國立巴黎畢卡索美術館。

拿邦是國立巴黎畢卡索美術館館長。他和大部分在法國當藝術

行政工作人員一樣，都是公務員。拿邦年青有為，在短短 20 年的

藝術生涯已做過多個重要的職位。他跟我們分享了他的策展成就

和在法國美術館工作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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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邦在中學時期已很喜歡藝術，立志向這方面發展，年青時便已決定美術館

的工作是他的終身職業。在法國，除了非法國國籍的員工，所有美術館策展人

都先需要完成大學或同級課程，然後更必須到國家文物中心 (Institut National du 

Patrimoine) 深造。拿邦在完成羅浮宮學院 (Ecole du Louvre) 的課程後，便到國家文

物中心和到巴黎政治學院 (Sciences Po Paris) 進修。巴黎政治學院是法國政治家求

學時的必經之路，差不多所有法國總統都是這學院的畢業生。由於館長是公務員，

曾入讀巴黎政治學院，仕途自然一帆風順了。拿邦在文化局工作了 20 年，負責過

很多公共藝術，包括 2000 年於巴黎龐畢度中心 (Centre Pompidou) 、龐畢度中心梅

斯分館 (Centre Pompidou Metz) 以及策展 2000 年的巴黎不眠之夜等，而他在去年

更被委任為國立巴黎畢卡索美術館館長一職。

在法國，差不多每一家博物館的策展人，都各有一套與別不同的做事方法。不

過，規模較小的博物館，策展人有比較大的自由度；規模較大的博物館，策展人的

自由度就相對小很多。例如在巴黎龐畢度中心，共有逾千位員工，館內差不多事無

大小，所有決定都需要討論、溝通、研究，最後才由主管決定，掣肘之多，可想而

知。而預備一個展覽會的時間亦各有不同；若要替一批年輕藝術家舉辦一個展覽會，

可能短短 1 個月已經可以完成，但若是替一位古典藝術家舉辦個人展覽會，大約需

要 3 至 4 年的時間。除了要安排整個展覽的故事內容之外，亦需要有很多時間與世

界上各個國家的博物館及私人收藏家租借該藝術家的不同作品。局外人通常有一個

錯覺，以為一個展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可以安排出來。館長對此打了個比喻，

他說安排一個古典藝術家的展覽就好比拍攝一部大型電影，或是製作一齣經典歌劇：

時間非常之長，製作歷程、金錢、人手亦需要很多，此等展覽會和拍攝大製作的電

影一樣，同樣是一個集體努力的創作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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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館長負責過的項目，他承認每一個項目

都有它的難度和挑戰性。他舉例說，在巴黎龐畢

度中心時，他及他的團隊用了超過 10 年的時間

去預備及興建龐畢度中心設於梅斯的分館。他憶

述，整個項目非常艱巨，又適逢當時法國經濟低

迷，經過 10 多年的努力，才終於等到中心開幕，

開幕那刻非常激動，而且很值得懷念。談到這

裏，他問及 M+ 的進展。得悉尚未完工後，他說

完全不足為奇，並指如此龐大的工程需要投放非

常多的金錢、人力及智力。所有大型項目都需要

很長時間和與不同持份者對話，所以到最後，能

夠完成整個工程時，那種滿足感及快慰是很難以

筆墨形容的。

說到推廣藝術，拿邦認為在每一個國家推廣

藝術也有它的挑戰。對於國立巴黎畢卡索美術館

來說，參觀者眾多，人流絕不成問題，美術館甚

至要擴充展覽廳和接待區館以應付需求。而他和

團隊所面對的挑戰，則是如何將畢卡索的作品引

起大眾的共鳴，而非產生遙不可及的距離感。

於 2000 年時，拿邦曾被委任為《巴黎不眠之

夜》(Nuit Blanche) 的藝術總監。這項巴黎一年一

度的藝術盛事，只舉行 1 天，時間是當天由晚上

6 時到隔天早上 7 時左右，差不多 13 個小時，在

巴黎所有的國家及私人博物館、文化景點及大街

上多個地方，均舉辦不同的表演及裝置藝術等等，

將整個巴黎變成一個活生生的藝術場所。

《巴黎不眠之夜》(Nuit Blanche) 這個項目的

委任，對於拿邦來說非常具挑戰性，但跟畢卡索

美術館一樣，挑戰並不在於吸引觀眾。因為只要

決定了日子及推出廣告宣傳，巴黎市這一晚將會

有免費的娛樂，自然便會吸引很多觀眾參加。實

際上的難度是怎樣用一年的時間來安排只舉行一

個晚上的活動。這項目除了可以說是曇花一現，

更重要是在那一晚上免費供給所有身在巴黎的人

參與，所以需要老少咸宜，無分國籍年齡限制。

與此同時，既要確保參加者的安全，又要保持藝

術的質量，不可以讓藝術淪為陪襯品，或單純的

娛樂節目。當然最容易的做法是辦一場燈光匯

演，不單止較容易安排，效果更是壯觀。

但是要做到這一個節目老少咸宜，無分國籍

年齡限制，又是免費參加，而更要趁這一個機會

給予藝術創作者一個平台，讓他們無拘無束地去

實現他們的夢想，去表現自己的創作和與市民分

享，可以說除了娛樂性外，也是富有政治性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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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 Jean-François Bo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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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的。最重要的就是在這一晚可以平衡藝術及娛樂，讓市民

一邊欣賞到一些娛樂成分高的節目，另一邊又可以啟發他們的思

考和擴闊對藝術的視野。館長說當他用心用力的安排、策劃和完

成了那一年的 Nuit Blanche 之後，滿以為大功告成，但卻想不到

人算不如天算，到演出那一天卻整晚下着大雨，即使解決了無數

的人為問題，最終卻不能控制天氣的變幻呢 !

以修復為己任

布 燈 先 生 (Jean-François Bodin)40 多 年 前 在 法 國 美 術 學 院

(l'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 建築系畢業。打從

1968 年開始，要在法國就讀建築，是需要在法國 20 多間專設建

築系的學府的其中一間進修的。布燈先生的專長是活化建築物和

博物館設計，由 30 年前創館以來，畢卡索國立博物館從來沒有做

過大維修，正因為布燈的專長，更新這座 17 世紀建築物，就非他

莫屬了。從訪問中，可以感覺到他是一個思考型的人，在他的工

作生涯中做了很多的反思。與他的談話中，可以對藝術這領域得

到一些新的領會，令人對欣賞藝術持有一個更開放的態度。

法國美術學院是一所傳奇的學院。除了學院的建築物是一座有

350 年歷史的建築物外，它也擁有自己的藝術收藏品。舊生全是

法國藝術界的巨星，包括 Degas、Monet、Delacroix、Renoir 等等。

這所學府原本是有建築系的，但法國 1968 年「五月革命」後，建

築系便分拆出來了。布燈很懷念當年未被分拆出來的建築系，他

說在法國美術學院修讀建築是十分浪漫的，其實這也很容易理解。

法國美術學院當時除了建築系的學科外，還包括不同藝術學科的

學生。藝術家往往都是追夢者，學生們除了可從不同學系的同學

之間得到靈感及啟發，學校內的建築、歷史及相關藝術的故事，

都令整個讀書氣氛被強烈的藝術氣息所籠罩 。

開館 30 年至今是美術館第一次大維修。除了致力於將建築物

回復以往的光輝，其實 30 年的銳變需要很多技術上及保安上的更

新。再者由於國立巴黎畢卡索美術館每年吸引的公眾人數成千上

萬，美術館因利乘便，運用這次大維修的機會擴充及提高接待公

眾的地方及展覽廳，使之可以更完善及多元化地展現畢卡索的不

朽傑作。

對於這個歷時 5 年的大維修過程當中的挑戰，布燈表示每項

工程都可能有很多突如其來的事情發生。他形容每一個大型文化

項目都是一項馬拉松賽事，而非一個短途賽跑。從美術館乃至堡

壘維修，都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來完成，十多年以至廿多年不等，

當中的挑戰，實不足為外人道。

布燈認為一個人的職業生涯可說是由一連串的好奇心開始，之

後，機緣巧合加上一些運氣和努力而成就出來的。毋庸置疑布燈

先生絕對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建築師。他一向對環境很有興趣，除

了建築工作，亦參與不同的設計工作，包括室內設計、家具、工業、

品牌包裝及一系列的文化項目。80 年代初，他和法國著名室內及

產品設計師Andrée Putman創立了ECART，設計一系列傢俬產品。

當被問到他是否一個藝術收藏家時，他回答不是，但又補充，他

和太太都很有興趣購買一些他們喜歡的藝術品擺放在家中作為裝

飾陳設。

經過多年在藝術界打滾，布燈對藝術建立一套獨立的見解。

全民藝術 (Art for all) 是經常被討論的問題，無人會反對全民藝

術，但是大部分人都會懷疑它的可行性。每個人都需要藝術嗎？

布燈表示，全民藝術可以從兩方面去看：一，親身接觸 (physical 

access)。法國就有這樣的優勢，藝術地點非常之多，市民很容易

接觸得到，不會因為年齡、金錢所限而欣賞不到藝術。二，精神

接觸 (mental access)，所指的是藝術是否可以容易理解。藝術本

無國界之分，他認為每一個國家的人民對藝術的認受和敏感度都

不一樣，縱使各人對藝術的欣賞和理解不同，對於藝術抱有不同

的見解，「這又有甚麼問題呢？」布燈反問。.

後記
與拿邦和布燈的交談令筆者聯想到平衡及創意的重要性：很多成年人認為只要讓家中小
朋友學習彈琴或一種樂器，每個月參觀博物館1次，那麼潛移默化下我們下一代便會喜
歡藝術。這可能是可行的，但除了小孩子外，成年人又怎樣呢？很多人都喜歡藝術，卻
慨嘆沒有時間。其實藝術可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開始呢？在設計西九藝術大樓時，很
多人討論過藝術大樓應否要有特色，但若擴闊思維，從另一角度看，可否提倡藝術大樓
旁邊的商業及住宅大廈也可以有其特色？又或者，在香港每一區都可否要求有小部分的
特色建設 (像西班牙巴塞隆拿的高迪建築Gaudi)？而那小部分的細節可以是當地居民決定
的。又或者，我們的日常交通滙聚地點可否加上一點藝術成分 ( 如巴黎某些地鐵站和巴
士站)？現在在巴士、電車、小巴、地鐵車身外面也有廣告，可否給予藝術家設計公共交
通工具的外形呢 (如菲律賓的小巴Jeepney)？我們每天的路牌可否搞搞新意思，加上一點
藝術元素呢？ 
以上都是筆者對藝術發展的一些天馬行空的思考和分享，可行與否當然要看政府和決策
者的決心。但是筆者想指出的是，如果要營造藝術氣氛，可從市民的日常生活做起，以
最容易直接的方法令他們接觸藝術，並且慢慢地將藝術自然地、健康地發展下去，做到
所謂的「有機生長」(organic growth)，才可以生生不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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