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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深藏不露——它就是Volkswagen最新力
作Passat CC 3.6 V6 4Motion，它具備的高

2.0T後，一直也念念不忘這日耳曼瀟灑

化藝術之旅》中，國學大師饒宗頤這樣說。
出身富裕之家的饒宗頤，在父親遺留下來的龐大財產與大批書籍之間，選

哥，它出眾的外表，加上出色的表現，實

擇了書籍，造就了後來聞名於世的國學大師，是當代中國文化藝術的高峰。

在是令人迷。數日前，筆者接到代理商
來電，有關另一次為期5日的長期測試，

最新作品，是與池田大作從人生談起，談文化，說藝術，引佛學，

而這次主角正是很多車迷期待已久的

從古今聊到未來的《文化藝術之旅》
。書籍於書展期間印行刊發，饒

規格表

Passat CC 3.6 V6 4Motion。

宗頤接受本報獨家專訪，談新書種種。

車型：AWD四門轎跑車
引擎款式：V型六汽缸FSI
容積：3,597c.c.
燃油供應： 電子燃油噴注
峰值馬力： 300ps/6,600rpm
峰值扭力： 36.0kgm/2,400-5,300rpm
傳動系統： 六前速DSG加減自動波箱
懸掛系統：（前）電子避震系統；
（後）電子避震系統
制動系統：（前）通風碟；（後）通風碟
輪圈：18吋鋁合金輪圈
輪胎：235/40R18
車身長/闊/高：4,799/1,855/1,417mm
輪軸距：2,711mm
售價：HK$469,000
查詢電話： 3698 9688
（Volkswagen Hong Kong）

文、攝：何全益

文：武俠 圖：李卓賢、天地圖書提供

天人互益

孫立川：
《文化藝術之旅》源起
在書展期間刊發的《文化藝術之旅》是今年天
地圖書的其中一部重量級作品，由國際創價學會
會長池田大作與饒宗頤對談，天地圖書副總編輯
孫立川則從中主持、參與討論。
「這本書由三地出版社共同去做，日本潮出
版社已經出了日文版，天地圖書出繁體字版，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簡體字版。」孫立川
說。
孫立川表示早於2005年就開始有這次對談的
構思。池田先生與饒公作為日本與中國文化的
兩個高峰，如能對談是極具文化意義。池田大
作與饒宗頤均對此提議大感興趣，於是孫立川
從中擔任聯絡與翻譯，以筆談的形式進行。

■饒教授在澳洲寓所花
園中創作巨幅山水。

「我們談了很多，大約有一年半的時間，先
在日本的《潮》雜誌連載，然後再在《香港文
學》上連載了大約一年半時間。這本書很有意
義，饒先生近年雖然仍有一些研究會出來，但
是像這樣有規模地談文化跟藝術，其實是提綱
挈領，在漫談中構建文化體系，比較中外異
同，其中一個原因是所談的問題，都是文化界
跟藝術界需要面對的重大問題。」
「而且這次是池田大作繼與金庸先生的對談
後，另一次與我們香港的文化高峰的對談，會
有很大影響。」
對談本來想談學問與藝術，但為了讓普通讀
者都能看懂，就確定主題為文化與藝術，由池
田大作提出問題，孫立川譯成
中文給饒宗頤，饒老旁徵博
引，加以回應，再由池田大作
回應。
「最後的作業是一章一章地
編，按主題來編，然後給饒先
生看，有時他看完之後說某個
主題還不夠，於是再改。」
作品在書展期間推出，形成
內地、日本與香港三地的跨時
空合作。「中日兩個大家的對
談。他們的知名度、對問題觀察
的敏銳，他們的經驗，我覺得對
我們這些後學對我們社會，都是
很正面的。」孫立川說。

■橫切式中控台把各部分分割成上下區塊。
■橫切式中控台把各部分分割成上下區塊。

奧迪A6慶典現貨優惠限量發售

■六前速DSG加減自動波箱反應非常敏捷。 ■電子避震系統可選擇軟硬度。

輪廓分明 形象出眾

■饒宗頤贈池田大作的其中一副
對聯，典出《易經》
。

■饒老出席日本神戶「川
流不息——饒宗頤展」
。

■饒老筆下的日
本琵琶湖。

《文化藝術之旅》新書分享會
池田大作 賀詞
■1997年2
月，池田大
作與饒宗頤
在香港重
逢。

對談者：池田大作

《文化藝術之旅》一書中，與饒宗頤對談的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池田大作，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池田大作1928年出生於東京一個以紫菜業為生的貧窮家庭，自
幼體弱多病，一度因患重病而被醫生診斷為活不過三十歲。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大哥應召入伍，在緬甸喪生，失去長兄的
悲痛及目睹戰爭帶來的種種悲慘，使他對戰爭極度憎惡，日後亦
極力推動和平。
1947年，19歲的池田參加一個由創價學會第二代會長戶田城聖
主持的座談會，使他後來決定加入創價學會，追隨戶田城聖，更
於1960年接任戶田的位置成為創價學會會長。
池田為推動國際間的和平及交流，足跡遍及全球，與國際問
題、文化、教育等不同界別的傑出人物對談，推出多本對談集，
如湯恩比（《展望廿一世紀》）、威爾遜（《社會變遷下的宗教角
色》
）
、金庸（
《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
）等。
池田長期致力增進中日友好關係。1961年首度來港，1974年5
月從香港經深圳進入中國，同年12月獲周恩來總理及鄧小平副總
理接見，至今訪問中國十次，屢獲鄧小平、胡耀邦、李鵬、江澤
民等國家領導接見。
2008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他在廣州辦「與自然對話—
池田大作攝影展」
，更寫詩贈國家主席胡錦濤。

為慶祝奧迪（Audi）100周年，以及上半年銷量逆
市上升逾20%，香港代理商合迪汽車推出A6新車
限量發售現貨優惠。A6豪華行政級房車設2.0
TFSI、2.8 FSI、2.8 FSI quattro及3.0 TFSI
quattro 4款型號，以銳目LED頭尾燈組合，彰顯
個人品味。貫徹奧迪的嶄新科技，採用源於賽車技術的
FSI及Turbo FSI引擎，減少耗能並同時發揮更強的動力及
扭力。超卓裝備包括Paddle Shift 環轉檔系統、新一代7
吋彩色MMI多媒體資訊系統、奧迪精密免匙啟動系統及
按鈕式電子手掣等。慶典優惠期有限，詳情請親臨奧迪
金鐘旗艦陳列室查詢及參觀。
奧迪香港旗艦陳列室
地址：香港金鐘夏愨道18號海富中心第1座地下
查詢電話：2528 1862

車情
報站

學問是與時並進的

宗教學亦是饒老專擅的領域，對談中與對佛法素有研究的池田大作相遇，少不免的
是兩人對佛法的理解與交流。
「其實佛學對於做學問，也是有用的。」饒宗頤說。不論學術界或其他界別，凡有
所成就的大師，不少都有涉足佛學領域，饒宗頤直指：「佛法怎樣形成，到今日為
止，仍有各種不同的睇法。但共同點是，佛法是古代，特別是自古時人的經典，吸收
當中長處，對人好有用。」
「我寫給池田先生的對聯是出自《易經》
。」
「大易尊大作，中庸致中和」一聯，饒
老說當中所指的，其實是和平的理念——《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焉。」
「創價學會信奉《法華經》
，其實《法華經》便是有教育作用的經典。」
「但是要問佛法怎樣形成？其實佛祖並不是印度人，而是出生於尼泊爾，雖然是王
子，但他的外來者身份在印度屬第二階級，他能提出每個人都可以成佛，這是很不容
易的。」
《法華經》談人人皆有佛性，饒宗頤則以經歷表示，隨 時代的演變，做學問的方
法即使有所不同，但人人都可以在學問一途有所得 。「學藝雙攜」
，學問與藝術雙
攜，即使書中所談的是文化與藝術，其實，也是講學問的事情。

e

凡；它外表溫文爾雅，但內裡卻

自數月前試駕過Volkswagen Passat CC

人人皆可成佛

l

它沉實、不浮誇，但卻俊朗不

在與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及天地圖書副總編輯孫立川的鼎談集《文

這只是饒宗頤在學術上的一小部分，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
學、考古學、金石學等多個領域，饒宗頤的成就斐然。同時在書畫方面，都達到極高
的藝術境界。
「書法是可以反映一個人的人格。」饒宗頤說，向來中國的文人畫亦多受讚譽，也
因為書法同時可看到人的修為。「雖然漢字的形貌不同，但是可反映出人的精神面
貌。」
饒宗頤擅書法，曾多次舉辦書法展。在與池田大作的對談之前，他曾寫過兩副對聯
相贈：「池荷消火宅，法句湧心田」
、「大易尊大作，中庸致中和」
，聯中嵌入「池田
大作」的名字。
「但現代有了電腦，有好多花樣，和我的時代有差距，連觀點都好唔同，但無論怎
改變，我始終認為，書法就是人的精神。」時代不同，科技與傳統的結合也產生了許
多變化，例如城市大學研發水墨軟件，饒宗頤說：「用電腦程式來教水墨是沒問題
的，都是一種藝術的方法。過去有過去的辦法，現代有現代的辦法，但書法應該要表
現人的精神。」
做學問的方法有很多種，使用甚麼工具，利用甚麼途徑，饒宗頤向來持開明態度。
他本身治學，不但開明，更極具前瞻性。1996年他便曾主持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的甲骨文資料庫計劃，在電腦尚未如今天般普及的時候，在短短兩年內將五千個甲骨
文及八十餘萬的卜辭，重新爬梳整理，存入資料庫內，建立完善的甲骨文資料庫。這
正如饒宗頤所說，「學問是要與時並進的。」

y

這是一個很容易有「大師」之名，卻很少有真正大
師產生的時代。本版特闢「文化名人訪談錄」欄目，
尋訪真正的大師級人馬，將他們的光芒化為文字，作
一時代的記錄。

超本領與誘人儀表，同樣令人血脈沸騰。

書中對談，古往今來，從藝術到佛學，話題涉及不同學術不同流派，說是文化藝術
之旅，實際上談的卻是學問的東西。正如書中饒宗頤提到，他首次知道做學問的樂
趣，與父親饒鍔有莫大關係。
「在我家裡有很多藏書，自幼便看見父親做學問的情景，知道讀書是何等的樂事。」
饒宗頤早慧，從小便有神童之稱，家中雖然開的是銀莊，但父親一直執 於學問
的追求，這也影響了饒宗頤後來走上學問之道。
「做學問是文化的大事，從古人的智慧裡學到一點東西。」父親壯年離世，饒宗
頤繼承其志，不足二十歲已完成父親的遺志，續編《潮州藝文誌》
，這成為他踏入學
術界的第一步。
他於書中談到：「我選擇了學問之道是正確的。千金易散盡，但學問是不會背叛
自己的，而是與時並進的。」家中銀莊雖有千金，但隨 時局的變化，終於散盡。
饒宗頤生於1917年，經歷了中國近代的動盪與變遷，在抗戰期間曾多次逃難，包
括1943年任無錫國專教授時，隨師生避難廣西南遷蒙山，那時候有一青年學生陳文
統拜他為師，學作詩填詞，後來成為著名武俠小說家梁羽生；饒宗頤亦曾在時局
未穩之時，踏訪偏遠山區的瑤寨進行研究，抗戰勝利後南下香港發展。
「我喜愛的詩人韓愈曾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對我來說，萬卷詩書就如我的
老師。」饒宗頤在與池田大作的對談中如此說。年輕時一心想入大學進行研究的饒
宗頤，因父親逝世而不得不放棄進大學深造的計劃，卻也因此而令他更想在大學做研
究。
1939年8月，中山大學聘他為研究員，因戰爭關係，大學被迫遷往雲南澂江，饒宗
頤取道鯊魚涌至香港，本來打算循此轉赴澂江，但因途中曾深入 族地區調查而染上
惡性瘧疾，大病一場，就此滯留香港。1940年，他在香港完成了《楚辭地理考》
。

t

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五）己丑年六月初三

「所謂學問就是繼承人類整體的遺產，所以是最高的財產。」

古之學者必有師

s

編者按

學問是最高財產

訪問那天，眾多親朋正與饒宗頤先生慶祝93歲大壽。餐桌中一個偌大的壽桃，緋紅
的色彩沖淡了近日的一絲哀傷——訪問前幾天，國學大師季羨林、任繼愈相繼離世，
饒宗頤痛書「國喪二寶 哀痛曷極」
，哀悼二位摯友的離去。
季饒二人在學術界並稱「北季南饒」
，二人在學術研究上頗有交集之處。如季羨林
賦予「天人合一」的現代觀念，饒宗頤在書中則提出「天人互益」
，把這個觀念引申
到環保問題上，饒宗頤指出，全球化同時意味 能源的大消耗，環境的惡化日甚一
日，大自然正在懲罰人類肆意破壞所造成的惡果，不要「天人互害」
，而要造成「天
人互益」的環境，朝「天人互惠」方向努力才是人間正道。
「我對人類的未來是很悲觀的。」饒宗頤說，天人互害正是出於人的劣根性：「人
的本性是惡，人類自己製造各種仇恨，製造恐怖，追求各種東西，變成物質的俘虜，
掠奪地球資源不夠，還要到火星去，最終是自己毀滅自己。最後人類可能要回到侏羅
紀，回到恐龍時代。」於是從古人文化的智慧裡學習便更加重要。「就像書中所講，
不要天人互害，而是互益，這比天人合一更為重要。」

車壇脈搏

衷心祝賀第20屆「香港書展」的盛大舉行，對於今天撥冗出席
《文化藝術之旅》鼎談集新書發佈會的各位來賓，我要表示誠摯的
感謝。
這一部鼎談集是由代表中國的大學者、大藝術家饒宗頤教授，以
及中國作家協會的孫立川博士與我共同輯錄，合編而成的作品，對
於我來說是一部極之珍貴的著作。正如大家所熟知一樣，饒宗頤教
授是中國的「國學大師」
，是備受眾人尊敬仰慕的當代第一的文藝
泰斗。
饒教授有 仿如大海一樣的智慧，他的藝術造詣亦有如聳立的巨
峰。從饒教授淵博的學識與敏銳的洞察中所表達的淑智話語，令我
獲益匪淺，更在鼎談當中經歷了既愉快又充實心靈的體驗。此外，
孫立川博士運用他廣博的學識為鼎談擔任了推進的工作。日本有
「學習就是光明」的說法，能夠與兩位兼備優秀學問與人格的學者
一起對談，在耀日光芒的包圍下，完成了這一趟「文化藝術之
旅」
，對此我要表示衷心的感謝。
今天，我想起了中國詩人杜甫對大前輩李白懷 親切與敬意所作
的一首詩，這跟我對饒教授尊敬的心情是相同的，當中還包括了對
饒教授萬般學問與藝術的敬意。
這首詩就是杜甫的《春日憶李白》
，我引述其中的四句：
白也詩無敵 飄然思不群
清新庾開府 俊逸鮑參軍
我衷心希望今次出版的鼎談集《文化藝術之旅》能夠讓廣大讀者
喜愛，和我們一起在文化與藝術的路上前行，為各自的人生增添光
彩，這就令我不勝欣喜了。
最後，我要對為今次出版付出辛勞的天地圖書公司的各位，以及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各位為本書在中國大陸出版所作的努力，一
併表示感謝，並且要再一次祝願今天出席的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
快。
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池田大作 2009年7月24日

前往Volkswagen位於荃灣的維修中心取車途中，
一直在想3.6 V6與2.0T究竟有多大分別？採用全自
然吸氣引擎，是否比Turbo引擎有更勝一籌？一切
疑問在數分鐘後得到答案。放下自己的汽車，拿
Keyless車匙走近它停泊位置，一輛黑得發亮的
Passat CC 3.6 V6 4Motion正在恭候，不知是否黑色
緣故，車身輪廓較白色更見層次分明，尤其是上
飛式腰線，更把車身描繪得美輪美奐。

■主表板跟傳統Passat相似。

礙偵測系統、倒車攝影功能，提供更安全的駕駛
輔助。此外，車內還備有電動後窗太陽檔，為車
廂阻隔過度的日光曝曬，大大降低車廂悶熱問題
出現。

完美布局 跑車風範

■特大天窗幾乎佔據了三分二車頂。
點較狹窄多柱，這無疑會是一個難題，慶幸的，
是隨車配備的自動泊車系統指示、前後障礙偵測
系統，以及倒車鏡頭功能，提供了很大的駕駛輔
助功能，它提示了前後距離，大大減低觸碰障礙
的危險，而且準確性相當之高，為駕駛人士帶來
極大幫助，絕對是值得信賴之作。

插入Keyless匙盒於插槽內啟動汽車，整個過程非
常機動化，有點像科幻片情節，但倒也相當先進
有趣，儀表板指針會先自行一圈，隨之是面板有
層序的亮起，效
果十分悅目。沉
■（左）倒車鏡頭提供了很大的駕駛輔助。（右）
厚的排氣聲在耳
前後障礙偵測系統對距離評估有極大幫助。
邊急促響起，像
叫你快點驅它遠
去一樣。按下輕
觸式手掣，出發
去也；由於路程
■ 車 側 後 鏡 設 有 L E D 指 揮 ■Bi-Xenon燈組是現時高級 ■小鴨尾設計帶來更佳的車 較遠，會經過繁
盛的高速公路、
燈。
汽車必然配備之一。
尾造型。
街道和隧道，還
拉開車門，你會深深感受到它的「皮」氣，全 有那24小時也皆擠塞的紅磡海隧，那正好考驗
■3.6
■3.6 V6引擎動力相當驚人。
V6引擎動力相當驚人。
真皮包覆的車廂，雖然只提供單一灰黑色調，但 Passat CC的不同應變能力。
一點也不欺場，能予人一種高級舒適感覺，車廂
先走上繁忙的葵涌道，在寬闊的高速公路行
主要採用全獨立四座位布局規劃為主，中控台設 走，它的表現就如駕輕就熟般輕易，那台跟Passat
計跟2.0T版本大致相同，橫切式中控台把各部分分 R36完全相同的V6引擎，要它快走一趟，實在是不
試用5天後，對Passat CC的印象可謂更加深刻，
割成上下區塊，中央音響和空調面板則以金屬飾 費吹灰之力，雄厚的300ps/6,600rpm動力確實非同 它是一部十分人性化的汽車，它就像你的手腳一
板強化Cyber感，令它更加充滿時代氣息。三輻式 小可，只要稍為向油門施壓，動力就會隨傳隨 樣，跟大腦協調一致，又似是你的一位朋友，慢
盤除了在下方加入金屬裝飾外，原廠也重新規
劃了 盤遙控快速鍵的編排，而 盤後方亦加有
換檔撥片，方便隨時轉換駕駛模式。
桶形電動前座椅乘坐感不俗，但為要保持舒適
感，外形也較為偏向房車形態，反而獨立後雙座
的後座設計較有代表性，原廠特別加強座椅在側
邊的支撐設計，為Passat CC的後座乘客帶來絕佳
的貼身性和舒適度，後座椅背中央提供大型手枕
台，而且後座中央還置有兩組隱藏杯架。車室配 ■三輻式 盤附有遙控快速鍵，而 ■車內備有電動後窗太陽檔。
■鯊魚鰭式外置天線。
備方面，最顯眼的莫過於那源自Tiguan的RNS 510
後亦加有換檔撥片。
整合式系統，整合觸控式屏幕，提供了各樣行車
資訊外，當中包括了自動泊車系統指示、前後障 到，加速反應非常強勁，尤其是扭力發放方面， 慢融合你的個性和喜好，與你並駕齊驅，它可以

面面俱圓 油耗稍大

■獨立雙後座設計具
代表性。

■電動前座椅乘坐感不
俗。

就更見成熟穩定，36.0kgm/2,400-5,300rpm的最大
扭力絕對是最大關鍵，你會在油門的開合情況
下，體會到那令你信心十足的分量感，而同
屬於Passat R36的4Motion四驅系統，則為它
帶來有如走路軌的高超貼路表現，加上可調
校式懸掛系統的配合，令它過彎身手非常了
得，高速入彎依然穩定十足，而且 盤路感
頗佳，帶來異常出色的駕駛感覺。
來到繁忙的紅磡海隧，雖然仍避不了塞車
命運，但Passat CC表現依然輕描淡寫，縱是
身形較大，操控依然輕鬆自然，轉線、爬頭
絕無難度。回到自己的停車場，問題開始出
現，由於Passat CC身形不小，加上泊車位地

讓你開心又輕鬆地去郊外遠行，又可以在高速公
路大顯身手。或許有人會問，說得那麼好，難道
它毫無缺點？非也，每部汽車
也難以做到十全十美，筆者認
為它的耗油量倒也相當驚人，
若非代理商早已注滿汽油，恐
怕交車前已要到油站為它入油
了，若然閣下需要的是一部慳
油好力的小汽車，它肯定不
會是你心目中的那杯茶了。

■18吋十輻旋風形鋁
合金輪圈十分醒目。

09日產SERENA Green Highway Star

誘發型格潮流MPV新紀元
合誠汽車有限公司於日前宣布推出全新2009日產
SERENA（子爵）Green Highway Star。SERENA車系連
續兩年成為全日本最受歡迎及最暢銷的MPV，自07年第1
季於香港推出至今，日產SERENA大受公眾歡迎。
SERENA Green Highway Star擁有豪尚型格的外形、寬敞
及舒適的HWS獨有全黑內廂空間，配合優秀動力表現和
特低耗油量的超低排放引擎。依舊能符合香港政府的環
保汽油私家車稅務寬減計劃，首次登記稅能獲得寬減高
達$20,000。日本的Highway Star其實原是汽車升級裝備的
名稱，首見於日產的豪華MPV Elgrand上，亦被演繹為公
路之星（Star of the Highway）
。整套「Highway Star Kit」
以豪尚型格出眾為主調，結果廣泛被日本潮流之士所追
捧，確認為追求最頂級的豪尚型格指標，其後廠方將
Highway Star發展成一系列獨具頂級型格裝備的車系。合
誠汽車於06年先後引入了Elgrand及Presage Highway Star時
亦在香港掀起Highway Star的一股熱潮，而SERENA
Green Highway Star的出現將日本的Highway Star文化提
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