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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香港演藝學院節將於即日起至7月
6日舉行，期望透過一連串獨特而富創意
的節目，包括舞蹈、音樂、中國戲曲、戲
劇、電影放映會及展覽，全面展示演藝學
院六個學院學生的精湛才華。今年的演藝
節共有14項節目，其中10項節目免費予
公眾觀賞。
日前，演藝學院節以舞蹈學院的春季演

出揭開序幕。該演出呈獻四部由舞蹈學院
的學生及海外藝術家參與創作或重新演繹
的作品，包括由澳洲舞蹈藝術家Gabri-
elle Nankivell與現代舞系學生編創的《Cat
Dé rive》、現居倫敦的編舞家Cameron Mc-
Millan則與芭蕾舞系學生共同編創《The In-
heritance of Form》、由內地編舞家高成明
與中國舞系學生創作的《籤》，以及由跨學
系學生載譽重演現代舞高級講師余載恩之創
作《模糊的平行線》。
除了呈現不同學院的拿手好戲，演藝學院

節還請來校友、著名舞台及影視演員謝君豪
回校演講，與公眾分享他的創作故事。
謝君豪於1989年畢業於演藝戲劇學院表演

系，曾任香港話劇團首席演員，參與近70部
舞台劇演出，包括：《螳螂捕蟬》、《南海
十三郎》、《窈窕淑女》、《上海之夜》、
《人間有情》、《劍雪浮生》、《新傾城之
戀》、《還魂香》、《情話紫釵》及《杜老
誌》等。2013 年，《南海十三郎》再次重

演，先後於香港、內地及新加坡巡迴演出近
50場。多年演藝生涯中，謝君豪塑造了無數
經典形象，也曾憑電影《南海十三郎》榮獲
第34屆台灣金馬影展最佳男主角獎；亦憑電
影《南海十三郎》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
主角提名及憑《千言萬語》獲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男配角提名。
這次名為「精英校友分享：謝君豪．十三
郎．廿載台板結義」的講座將會是謝君豪首
次以校友身份到演藝學院分享自身經驗，感
興趣的公眾萬勿錯過。

「精英校友分享：謝君豪．十三郎．廿載台
板結義」
時間：5月11日下午4點30分
地點：演藝學院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
免費入場

清理、去除有害銹蝕、整形、
補配、黏接……經過山東博物館
文物修復師王志成的一番「手
術」，一件已經嚴重損壞、銹蝕
和變形的2600多年前的青銅鼎神
奇地「復活了」。曾經被厚厚的
土銹覆蓋的鼎身，又恢復了它
具有春秋特色的青銅紋樣。
「由於各種自然、人為因素，
大部分青銅器遭受到埋藏環境的
腐蝕，出土後帶有殘缺、變形、
粉狀銹等病害。」王志成介紹，
青銅器修復要經過整形、補配、
黏接或焊接、做舊等多個步驟，修復期
短則幾個月，長則一年。
王志成的工作枱上擺滿了各種工具：
打磨機、精雕刀、除銹液等，還有一件
形似手術枱無影燈似的吸塵設備。當王
志成修復一件青銅器時，他會揮動如
柳葉一樣的精雕刀，一點點切下用肉眼
幾乎看不到的銅銹，往往幾小時也僅能
完成指甲蓋大小的面積。
除了精細複雜的青銅器修復，服飾修
復對文物修復師們來說也是一項繁雜工
作。
山東博物館文物修復師莊萍曾修復過
一件明代官服——赤羅朝服，這用了她
整整半年的時間。「服飾是傳統文化的

重要組成部分，但材料的特殊性決定了
紡織品文物極難保存。」莊萍說，在修
補破損的衣服時，她需要自己找絲線，
自己染線，然後再一點點地縫補，「順
利的時候，一天僅能補1角硬幣那麼大的
面積」。
作為中國的文物大省，山東省國有博

物館目前收藏可移動文物約182萬件。其
中，存在一定程度病害的文物約有118.3
萬件，瀕危文物數量達到80多萬件。
據山東省文物局副局長周曉波介紹，

瀕危文物中主要損毀情況包括：因粉狀
銹多發且難以防治導致青銅器徹底損
毀，字畫書籍及紡織品等因保存設施設
備及環境不達標而致蟲蛀、黴菌滋生
等，竹木漆器脫水技術難度較大而致脫

水不及時或保存不當等。
相比於數以百萬計的損壞文

物，山東文物保護修復專業力量
卻明顯不足。山東國有博物館從
事文物保護修復、保養的技術人
員不足200人；文物保護、文物
修復和理工類文保專業背景人員
太少，現文物保護隊伍中的人員
多是「半路出家」，缺乏專業化
的知識、經驗和技術，且分散於
各個單位，存在嚴重不均衡狀
態。
「我們今年聘請了51名優秀專

業技術人員為首批『山東省文物修復
師』，這些人員全部來自文物保護一
線，擁有豐富的文物保護修復經驗。」
周曉波說。
此外，山東還成立了專門的文物保護

修復中心，主要承擔文物修復的研究、
技術推廣、學術交流、人才培育等工
作；同時啟動山東省文物保護修復科研
工場建設，建築面積2.6萬平方米，主要
包括文物標本庫房、考古整理基地、文
物保護修復基地、公眾考古科普中心四
部分，建成後將從根本上解決山東長期
以來館藏文物和考古發掘標本收藏管
理、保護修復、整理研究、成果展示場
地匱乏等問題。 文：新華社

文物修復師「復活」千年文物 首屆演藝學院節首屆演藝學院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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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台灣周」活動期間，接受本報是
次獨家訪問時，詹正德對出版及書籍

零售業所遭遇的「寒冬」時代並不迴避。但
他堅信逆勢上揚的詩歌能夠有更好的前景，
其存在也不會受到閱讀模式轉變的太大衝
擊。在他看來，這或許就是詩歌的魅力和特
色。

為詩歌而賣書
詹正德介紹說，有河仍舊以中文詩集作為
主打的書種，數量上在全台灣大概排到前三
名至前五名，好過很多的大書店。他解釋，
詩集的出版門檻比較低，且詩集的讀者對出
版社不太會有品牌情結——因為有些讀者即
便不熟悉作者，但一看到是大出版社出版的
書，便會買來閱讀。不過詩集讀者卻比較沒
有如此情結。在他看來，不少詩集其實就是
個人出版，不掛任何出版社品牌，讀者們反
而會比較歡迎，以此品味詩人的個人風格。
不少詩人們在出版詩集時，從編輯到美術、
設計，都會處理得很有特色，頗受喜愛。此
外，詩歌讀者們非常喜好在逛書店時發現別
致的詩歌：例如只有一兩百本的那一類。這
些是大書店通常不會賣的。
去年，台灣官方委託民間機構進行過調
查，整個出版業界每況愈下，營業額是五年
前的一半。但詹正德告訴記者，詩集卻逆勢
上揚，這或許與詩歌閱讀者的基數比較小有
關。但這始終是一枝獨秀的好消息。他坦
言，賣詩集算是逆勢操作：當買詩歌的讀者
在很多大小書店買不到自己想要的詩集時，
詹正德會告訴他們——有河這裡有他們想要
的書。
詹正德對詩歌作者始終給予特別對待。他
說，所有賣的書他都會挑，唯獨詩集不挑，
只是求全：香港、澳門、馬來西亞、新加坡
都有。他表示，自己希望達到的效果是：在
「有河Book」能夠買到所有的中文現代
詩。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有河凝聚了很多
的詩歌長期愛好者。這就是為詩而經營的逆
勢操作：有的詩人很靦覥，未曾謀面，但只

要將詩集寄到書店來，
有河也會賣。
究竟為何產生對詩集

的獨特感情，詹正德直
言乃是受到太太的影
響，因為太太寫了不少
詩。在他眼中，一個賣
詩集的書店老闆必須有
詩歌的創作理念和歷
程，才能夠和詩人們去
交流，而為書店承擔如
此職責的便是太太。

心靈動感：
從玻璃詩到小貓
在有河，頗具特色、

在坊間備受喜愛的便是
玻璃詩和一隻隻可愛的
小貓。
在詹正德眼中，玻璃

詩乃吸引年輕人的方
法。他回憶到，在開店
前的空間規劃時，便產
生了玻璃詩的構思。因
為從書店望出去，乃台
灣著名的風景淡水河、
觀音山。如此美好的景
色，用玻璃詩便可以不將內外空間隔絕。詹
正德慨歎說，十年了，有一百多個詩人在玻
璃上寫過詩，也出版了兩本玻璃詩集。至於
哪些人有資格在玻璃上題詩，則需要自己的
太太去挑選。玻璃詩寫好之後，他們通常會
在網路上分享。當然，這也帶來了勞碌。他
坦言，以前兩個禮拜換一次玻璃詩，現在一
個月甚至兩個月才換一次，時間拉長了。這
與過去的詩人都已寫過、對新的詩人還不熟
悉亦有關。
最讓詹正德放心不下的還是書店中的貓。

他毫不避諱：若非捨不得貓，以書店經歷的
大大小小的打擊，早就想放棄了。他告訴記
者，來來去去，書店裡正常有二十多隻貓。

每早一開店，附近的貓就會跑過來
吃東西，吃完之後書店才會迎客。
營業期間，客人們最多也就只能看
到六七隻；牠們對人的警覺已經消
失。詹正德直言，這對流浪貓並不
好，因為並非所有人對貓都很好。
「有河Book」裡外，貓的聚集是

逐步累積的。詹正德本來只是想放
貓食給牠們，但是隨帶貓去節
育、看醫生，與貓的互動也就越來
越緊密。而不喜歡貓的鄰居抗議被
貓滋擾到時，自己也要面對和承
受。這份對貓的情感似乎也延續了對書店的
不捨。

個性經營走過滄桑看未來
如今網路商業非常流行，經營一家小

實體書店需要靠常客即人流。這是詹正
德的看法：客人進入書店之後對書店產
生的感受很重要。但他特別強調，書店
不能夠太迎合客人，而應找到自己需要
的客人，維持書店核心品牌形象。他舉
例說，有人來到有河，對書不感興趣，
卻對喝咖啡、看風景情有獨鍾。詹正德
明言，自己不希望書店變成遊客的觀光
景點：賣書第一。在記者看來，這是難
得一見的個性經營。
商業環境的改變影響了閱讀和出版。

台北的重慶南路曾經是書街，如今消失了。
詹正德認為這是台灣社會發展的一個體現。
以前，所有的書店幾乎都是獨立書店，但隨
1980年代連鎖書店的增加，壓縮獨立書
店的生存空間，令重慶南路的書店遷走，變
成銀行和高檔餐飲區。此外，早期的國民黨
和當地政府都有直營出版社，將書局當作公
家機構運作，民營化的到來讓書局開始追求
市場利益，遷移也是必然。
台灣曾經歷過戒嚴。解嚴前後，人們的閱

讀風貌出現了改變。閱讀面向的改變，是很
多因素造成的。詹正德說，戒嚴時代一本書
一旦被禁，會引起大家的注意力，千方百計
去找來閱讀；官方禁止一本書反而變相為這
本書做了廣告。他回憶說，在那個年代，很
多書包括魯迅的著作都被禁止，也包括馬克
思、其他左派的著作，但都會有地下流傳的

影印本；大家找來之後會覺得非常珍貴。而
解嚴之後，大家反而覺得不稀奇了。畢竟，
他認為，解嚴其實就是恢復正常狀態。
另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是閱讀方式的改

變。網路閱讀漸流行。詹正德認為，網路閱
讀詩歌與閱讀紙本詩歌的感受不同。他解
釋說，人類對文字的感受，從紙質本上，會
印刻在腦海中；但是在網路閱讀時，當下一
刻會有不同的感覺。同樣能夠感動人的文
字，在網路上閱讀未必覺得感動；而紙質本
則透過書籍的編輯而將整體的閱讀環境和氛
圍營造了出來，形成內心的感受。詹正德
說，因為每本不同的詩集都會有不同的風
格，紙本的大小、形狀、美工可能都不同。
所以，詩歌的紙本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品，它
不會消失。例如，他覺得，不少古書都已經
可以在線閱讀，但是人們還是會購買古書。
因為這已經進入了文化範疇。
故而，詹正德對網路影響的觀察反而正
面。他覺得，沒有網路的年代，詩人寫出詩
歌，想被讀者閱讀，只能夠發表在詩刊上；
若被拒絕，便很難與大眾見面。但網路的存
在讓詩人們可以更加自由地宣傳自己的詩
歌；同時，網路造就了越來越大的愛詩之人
的社群。這一切，在詹正德看來，都是詩歌
生生不息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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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影評人的詹正德，始終以一份對詩歌的信念與個性，堅守位於台灣淡水河邊

的獨立書店——有河Book。他對詩歌的未來發展抱持積極的態度，也用愛心照顧

書店內外的流浪貓。詩歌的韻律如同人生的哭樂。凡詩者，皆不拒。這成為了詹正

德與「有河Book」最堅定的信條。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資料圖片、部分圖片取自書店facebook

■■青銅器的修復精細複雜青銅器的修復精細複雜。。 新華社新華社

■■書店新貌書店新貌

■書籍和貓咪是書店
不可缺少的部分。

■「有河Book」位於
美麗的淡水河邊。

■■「「有河有河BookBook」」老闆詹正德老闆詹正德。。

■玻璃詩是書店的特色之一。 ■書店裡逢詩集必賣。

■■謝君豪將於演講中謝君豪將於演講中
與公眾分享他的創作與公眾分享他的創作
故事故事。。 主辦方提供主辦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