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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雙年展（溫哥華雙年展（Vancouver BiennaleVancouver Biennale））

溫哥華雙年展為溫哥華非營利慈善組織，專門籌劃本地公溫哥華雙年展為溫哥華非營利慈善組織，專門籌劃本地公
共藝術展，早在共藝術展，早在19981998年就與溫哥華公園局合作，展出國際年就與溫哥華公園局合作，展出國際
以及本地藝術家的作品。以及本地藝術家的作品。20042004年溫哥華雙年展正式登記為年溫哥華雙年展正式登記為
非營利慈善組織，在非營利慈善組織，在20052005年至年至20072007年正式第一次公共展覽年正式第一次公共展覽
，在不同地點展出，在不同地點展出2222個不同的裝置藝術，個不同的裝置藝術，20092009年至年至20112011
年則擴大範圍，在溫哥華、列治文、滿地寶（年則擴大範圍，在溫哥華、列治文、滿地寶（Port MoodyPort Moody
）和西溫展出）和西溫展出3737件藝術品。展出作品有些在展期後撤掉，件藝術品。展出作品有些在展期後撤掉，
有些則保留，如岳敏君銅像雕塑作品《迷人的笑者》有些則保留，如岳敏君銅像雕塑作品《迷人的笑者》
（（A-maze-ing LaughterA-maze-ing Laughter），已成為英吉利灣地標之一。），已成為英吉利灣地標之一。

「「BiennaleBiennale」」 為意大利文轉換的為意大利文轉換的 「「兩年兩年」」 之意，泛指兩年之意，泛指兩年
一期的藝術展覽；溫哥華雙年展的展期皆為兩年一展，目前一期的藝術展覽；溫哥華雙年展的展期皆為兩年一展，目前
展期為展期為2018-20202018-2020年。年。

六月，走近基斯蘭奴（Kitsilano）的范尼亞公
園（Vanier Park），遠遠即可看見一個清真寺形
狀的鐵籠，底下鋪着花紋繁複的波斯地毯，頂
掛美麗的乳白吊燈，一群人在籠內，
仰望大溫的藍天白雲，吹着清冷
強勁的風。

Ajlan Gharem 在 2015 年於
沙國製作的作品《天堂有門
處 處 開 》 （Paradise Has
Many Gates），現在矗立在
范尼亞公園裏，為溫哥華雙
年 展 （Vancouver Biennale）
拉 開 序 幕 ， 今 年 的 主 題 為
「re-IMAGE-n」（重新想像）

，溫哥華雙年展創始人 Barrie Mowatt
（圓圖）表示，希望能藉着這個看似牢籠又非
牢籠、既封閉又全然開放的空間藝術，為大溫
民眾帶來一個重新思考的無限空間。

傳統與現代

這個由金屬柱和鐵絲網構成、長 10 米寬 6.5
米的公共藝術品，是Ajlan作為藝術家的第一個

作品，展出後有人認為是牢籠、甚至感覺信仰
受辱、有人認為呈現了透明自由的景象、成果
清新、還有人沒看出是個清真寺的形狀，直問

是不是一個籃球場。Ajlan笑稱，大家怎麼
看，取決於個人本身的生活環境和教

育背景，沒有對或錯的答案。
對他而言，觀眾對這樣藝術品

的評論愈多愈好，評論怎麼說，
他心胸開放， 「我自己並不認
為這是牢籠，也非關信仰，信
仰並不是限制，而是取決於你如
何 『實踐』信仰。」
他認為，限制來自於一個國家對

人民的束縛，目前沙特阿拉伯近七成
都是年輕人，而這幾年智能手機和電腦等

設備逐漸普及，透過網路和社交媒體等，讓沙
特的年輕人逐漸與外在接軌，能接觸新的思想
，也在新的思想和傳統思維之間不斷拉鋸。

而對他這樣青年藝術家來說，藝術重在表現
自我展現，但一個國家加諸於人民的種種條例
，感覺舉步維艱。但未來總是充滿希望，許多
信仰堅信死後的世界即是天堂，Ajlan不然，他

說，作品取名《天堂有門處處開》，想表達的
是天堂即是當下，而且不僅僅只有一道門，
「生活」即是天堂，處處皆有門開。

自由和規範

「沙特一直到近期才正式撤銷女性駕駛禁令
，有些話，Ajlan 自己也無法說。」Barrie 認為
，這幾年在全球開始了劇烈的政治轉向，人們
必須再次審視自己的信仰，克服對未知的恐懼
，像是穆斯林信仰或是中東文化。

「我們如何重新歸類原本的認知，將自身提
升至全球化，也是目前重要的課題。」他笑說
，自己對於多元文化的大溫民眾如何看待這項
作品十分期待，也歡迎大家在展期中多來范尼
亞公園走走，多和他人分享心得，碰撞出不一
樣的火花。

《天堂有門處處開》的作品可拆解組裝，
Barrie表示，整個搬運、再組裝、鋪地毯等工程
花費約3.5萬，架設過程大約兩周，作品將展到
2020 年結束，接下來雙年展會陸續釋出不同的
公共藝術品，不定期還有不同活動，詳情可瀏
覽vancouverbiennale.com/查詢。

星座運程星座運程
白羊座 3/21-4/193/21-4/19 金牛座 4/20-5/204/20-5/20 雙子座 5/21-6/215/21-6/21 處女座 8/23-9/228/23-9/22獅子座 7/23-8/227/23-8/22

天秤座 9/23-10/229/23-10/22 天蠍座 10/23-11/2110/23-11/21 人馬座11/22-12/2111/22-12/21 水瓶座座 1/20-2/191/20-2/19 雙魚座 2/20-3/202/20-3/20山羊座 12/22-1/1912/22-1/19

巨蟹座 6/22-7/226/22-7/22

D1廣告：工商

與人交往
時懂得適時
吹捧，言辭
間又不失謹
慎；特別是
與異性間的
相處，溝通

會很愉快，對方會加深對你的
良好印象；在購物網購物能淘
到你喜歡的、價格又便宜的商
品，內心滿足。有時間多和長
輩們交流，他們會給你很多的
建議。

易因朋友
不太明顯或
是無意的告
白而感到困
擾，一個人
胡思亂想還
不如當面問

清楚對方的含意；學生族的思
維比較混亂，答題時有些想不
到問題重點上；財運比較旺，
如能膽子放大點，把握住時機
，今天收益會比較不錯。聽到
別人在耳邊閒言閒語。

學習易在
今天收到成
效，並受到
家長的肯定
，保持謙遜
便會有更明
顯的進步；

今天隨好友聚餐，很能表現自
己舉止得體、談吐風趣的一面
，讓你春風得意、滿面紅光，
不過也不可太張揚哦；會收到
意想不到的表白，小心因興奮
過頭而使自己失去判斷力。

想要退出
又好像陷得
更深，其實
你們的感情
從未轉淡，
約個時間說
清楚就是最

好的解決辦法；財運平平，今
天還是把投資的衝勁收斂收斂
的好哦！努力想要有所作為，
卻總被他人的想法所左右，感
覺有些無奈。想留住更多的財
富可裝裝窮、藏藏私房錢。

伴侶在某
件事情上表
現較愚蠢，
應克制自己
別搶白或嘲
笑，彼此尊
重可讓兩人

的關係更緊密；與人相處，哪
怕是自己不喜歡的人也應尊重
對方，嘲諷他人會讓周圍人懷
疑你的修養；營銷者不宜實行
降價策略，易給品牌帶來影響
。財運有利於高額現金交易。

狂熱的愛
情，喜悅幸
福無法掩飾
，但是不能
鬼迷心竅哦
；財運較好
，偏財豐厚

，因此更要避免貪慾的膨脹，
否則有散財的危險；家庭關係
不太和睦，逃避不是解決的辦
法，溝通才會讓關係融洽哦。
多利用人際關係，可從多方面
獲得賺錢渠道，進財豐厚。

今天有時
間陪伴另一
半，公園、
遊樂場都是
約會的不錯
選擇，彼此
都會有快樂

之感。傍晚有機會經朋友介紹
而結識一些新朋友。晚上可收
集一些報刊雜誌上的新聞，增
加茶餘飯後的談資。財運平穩
，如果到銀行貸到一些款項，
能得到合理的利用。

財運暢通
，有機會收
到親友的饋
贈，讓你既
興奮又感激
。有機會參
加派對，單

身者需主動接近目標，優雅的
舉止是你的魅力所在，但還是
需要積極行動才能讓愛情開出
艷麗的花。運勢普通，宜靜不
宜動，閒暇之時多閱讀易有收
穫，少到人多的地方湊熱鬧。

如果你有
一技之長或
是有什麼特
別的才藝，
不妨乘機好
好表現一番
，會讓周圍

的人刮目相看，還會因此而獲
得意外的驚喜喔！比如：獲得
心儀異性的真情告白、得伯樂
相中、獲得一筆獎金等。諸事
平順，只要內心沒有太多的慾
望，今天會過得很平穩。

戀情有些
沉悶，色彩
鮮艷、搭配
合理的服裝
能讓人眼前
一亮，有助
增強異性緣

；把家裏徹徹底底的打掃一遍
有助於增強運勢；和老同學聚
聚，既聯絡感情，又可在聊天
中獲取不同行業信息，對你將
來求職或跳槽有一定幫助。偏
財運不錯。

積極性大
大加強，個
人能力也在
一定的基礎
上得到提高
，因而獲得
長輩的照顧

。具備賺錢的本領還得有守錢
的本事，合理支配錢財就是理
財的關鍵，家人在這方面給予
的幫助不容小視。收穫頗多，
有機會接手更有挑戰性的任務
，正是發揮才能的時候！

此日狀態
會不錯，顯
得鬥志昂揚
，能很好調
節心情，在
公眾場合也
懂得適度地

表現自己；牌桌上，易因錢財
輸贏之事而與牌友發生口舌之
爭，還是不去為妙。今天也很
適合決策，你的情緒會贏得身
邊人的支持。會有新的任務要
擔當，正是表現的時候。

沙國禁忌藝術品沙國禁忌藝術品
大溫雙年展大溫雙年展

「在我的國家，這是一項被禁止擺設的
藝術作品。」
藝術家Ajlan Gharem說，這項公共藝術

在英國倫敦、美國三藩市等地展出，獲得
許多好評，只有在沙特阿拉伯，擺放了一
天時間就撤離，就怕被攻擊報復！

文/攝影：葉曉蓉

▶▶沙國藝術家沙國藝術家 Ajlan GharemAjlan Gharem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討論自己的希望大家能夠多多討論自己的
作品《天堂有門處處開》。作品《天堂有門處處開》。

▲▼《天堂有門處處開》架設在范尼亞公園，由▲▼《天堂有門處處開》架設在范尼亞公園，由
金屬柱和鐵絲網組成，內有華美的吊燈，底層鋪金屬柱和鐵絲網組成，內有華美的吊燈，底層鋪
上波斯地毯。上波斯地毯。

《天堂有門處處開》為溫哥華雙年展拉開序幕，《天堂有門處處開》為溫哥華雙年展拉開序幕，
想表達的是天堂即是當下，而且不僅僅只有一道想表達的是天堂即是當下，而且不僅僅只有一道
門，門， 「「生活生活」」 即是天堂，處處皆有門開。即是天堂，處處皆有門開。

開展當天藝術家開展當天藝術家Ajlan GharemAjlan Gharem、雙年展創始人、雙年展創始人Barrie MowattBarrie Mowatt（圖中）、溫（圖中）、溫
室議員室議員Heather DealHeather Deal、、Elizabeth BallElizabeth Ball等人以及活動義工一起合影。等人以及活動義工一起合影。

掀議題掀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