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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莉）一張大紅色
的茶榜張貼於杭州餘杭徑山寺藏經閣的大
門上，在裊裊梵音與四溢茶香中，一場傳
承宋代經典茶宴禮俗的「徑山茶宴」近日
在餘杭徑山寺內再現世人面前，頗富禪
意。
據介紹，徑山茶宴誕生於餘杭徑山萬壽

禪寺，始於唐，盛於宋，距今已有1200餘
年歷史，是徑山古剎以茶代酒宴請客人的
一種獨特的飲茶儀式。然而，晚清以來，
徑山茶宴逐漸失傳，直至上世紀80年代，
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專家學者和愛茶人
共同努力，收集整理史料，研究茶文化歷
史，逐步探索徑山茶宴禮俗的恢復。2011
年5月23日，徑山茶宴經國務院批准被列
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以茶論道禪茶一味
徑山萬壽禪寺肇建於中唐，興盛於宋

元，是佛教禪宗臨濟宗著名寺廟，南宋時
為皇家功德院，鼎盛時期法席興隆，常住
僧眾達3,000多名，雄踞江南禪院「五山
十剎」之首，號稱「東南第一禪院」。據
了解，徑山茶宴依靠徑山寺歷代祖師、住
持而傳承，因兼具山林野趣和禪林高韻而
聞名於世。按
照寺裡傳統，
每 當 貴 客 光
臨，住持就在
明月堂舉辦茶
宴招待客人。
依照茶宴順序
和佛門教儀，
先由住持親自

沖點香茗「佛茶」，以示敬
意；然後由寺僧們依次將香
茗奉獻給來賓；赴宴者接過
茶後先打開茶碗蓋聞香，再
舉碗觀賞茶湯色澤，爾後才
啟口，在「嘖嘖」的讚歎聲
中品味。茶過三巡後，即開
始評品茶香、茶色，並盛讚
主人道德品行，最後才是論
佛誦經，談事敘誼。
徑山茶宴從張茶榜、擊茶

鼓、恭請入堂、上香禮佛、
煎湯點茶、行盞分茶、說偈喫茶到謝茶退
堂，有十多道儀式程序，在整個過程中，
貫穿着大慧宗杲的「看話禪」，師徒、賓
主之間用「參話頭」的形式問答交談，機
鋒禪語，慧光靈現。以茶論道，以茶播
道，是徑山茶宴的精髓所在。
徑山寺現任住持戒興法師為徑山茶宴省

級代表性傳承人，他表示，對徑山茶宴的
恢復性保護，既是傳承與弘揚優秀的傳統
文化、保護歷史文化的需要，也是古為今
用，為地方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發揮作用
的需要，徑山茶宴將進一步挖掘開發成符
合現代人養生的文化產品，進入尋常百姓

家。據悉，今年11月正在建
設中的徑山茶宴體驗中心將正
式向大眾開放。

中日茶文化的紐帶
宋元時期，中日禪僧往來

頻繁，江南地區盛行的禪宗曹
洞宗、臨濟宗東傳日本，在日
本室町幕府時期出現的禪宗

24流派中有20派系出臨濟，到近世形成
的禪宗14派中，有13派都出自臨濟禪系
的徑山派。
曾二度入宋求法的日本高僧千光榮西，

因在都城祈雨應驗而獲得在徑山寺大湯茶
會的禮遇。日本曹洞宗開山初祖道元入宋
求法時，也曾登臨徑山問道，回國後他根
據徑山茶宴禮法，對喫茶、行茶、大座茶
湯等茶禮作了詳細規定，對其後日本茶道
禮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徑山自古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橋

樑，徑山茶宴更是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內
容和主要載體，也是日本茶道的淵源。由
18世紀日本江戶時代中期國學大師山岡俊
明編纂的《類聚名物考》第四卷中記載：
「茶宴之起，正元年中（1259年），駐前
國崇福寺開山南浦紹明，入唐時宋世也，
到徑山寺謁虛堂，而傳其法而皈。」這一
史料記載明確了日本茶道源於徑山茶宴。
戒興法師說：「近年來，中日禪茶界對廣
義的禪院茶禮進行了深入探討，對復原和
恢復徑山茶宴起到了參考作用，這一古老
的禪茶文化又獲得新生。」

香港文匯報訊 中樂團將於6月2日至11
日出訪天津、北京、瀋陽、上海、武漢、成
都作巡迴演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
十周年。
據悉，是次巡演樂團將全面使用自行研
發創製的「環保胡琴系列」，包括環保高
胡、二胡、中胡、革胡及低音革胡，奏響環
保之聲。此前，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閻
惠昌曾介紹稱：「香港中樂團是全球唯一擁
有自己製作拉弦樂器的樂團。這樣確保了在
中樂的領域裡，我們樂器的音色是最統一
的，而且表演功能比之前更優越，能應付樂
團高度精準和變化豐富的演奏，抗寒、抗氣
候變化的能力亦非常強。所以有些人說，香
港中樂團的環保胡琴，讓香港中樂團擁有一
個全球的通行證。」
作為香港唯一擁有91位專業演奏家編制
的大型職業中樂團，香港中樂團除了演奏傳

統民族音樂和近代大型作品外，更廣泛委約
各種風格及類型的新作，迄今委約或委編的
作品已逾2,300 首，「植根傳統，銳意創
新」是樂團的藝術特色。
是次巡演，閻惠昌就將帶領樂團呈獻三

套橫跨傳統與現代的精彩樂章，當中必備的
包括熱烈歡快的民樂經典，如山西民間吹打
樂《大得勝》與劉天華的《良宵》，以及當
代香港作曲家的大型委約作品，如陳明志獲
選聯合國國際音樂局主辦的「國際現代音樂
交流會」2001年度十首推薦曲目之一的
《精．氣．神》與伍卓賢穿梭中西古今繁榮
盛世的《唐響》。
此外，樂團方面介紹稱，三套曲目亦各

具特色，將為不同城市的聽眾帶來別樣驚
喜。其中，樂團革胡首席董曉露將獨奏國際
著名作曲家趙季平的《莊周夢》（天津、北
京、上海）；國際知名笛子演奏家唐俊喬將

演繹國際著名作曲家郭
文景的笛子協奏曲《愁
空山》(上海)；樂團三
弦演奏家趙太生將「即
興」三弦彈唱《黑土
歌》（武漢、成都、瀋
陽）……不僅如此，樂
團更將免費派發佈郎鼓
給全場觀眾，讓大家在
指揮帶領下與樂團互動
演奏。

慶特區成立二十周年
香港中樂團下月赴內地巡演

日本茶道之源「徑山茶宴」浙江完美再現

莫言的成名作品為《透明的紅蘿蔔》，
至今仍有不少人認為這是莫言最好的

作品。此外，其他代表作品如《蛙》、《紅
高粱》及《豐乳肥臀》等亦獲得甚高評價，
其中《蛙》更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此為
中國文學的最高獎項。在是次講座中，莫言
談到了幾部分的內容，包括對香港文學、網
絡文學的看法以及給予作家們一些創作的忠
告，當然亦少不了談談自己創作風格的形
成。

香港文學資源豐富
「香港的嚴肅文學有一條沒有斷過的像靜
水一樣默默地流着的文學的脈絡。」這是莫
言對香港嚴肅文學的印象。香港一直被詬病
為文化沙漠，是個缺乏文化內涵的地方，莫
言不諱言在他還沒來香港、未對香港文化有
深入了解前，也覺得香港是文化沙漠，但後
來了解過後，發現香港非但不是文化沙漠，
更是文化綠洲，優秀作品比比皆是。「以嚴
肅文學來說，像是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先生
的《酒徒》、《對倒》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
經典作品，西西女士的小說《我城》、《像
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也是非常優秀，稍年輕
的作家像是黃碧雲，她的作品《烈佬傳》也
是很有野心很了不起的作品。」他說。莫言
曾經擔任過香港文學雙年展的評委，他自言
亦曾經閱讀過香港年輕作家的文學作品，覺
得他們的文學造詣已達到頗高的藝術成就。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香
港的武俠小說嶄露頭角，及
後逐漸發展，孕育了多位在
武俠文壇舉足輕重的武俠小
說作家，包括金庸、梁羽生
及黃易等。「飛雪連天射白
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提
起香港的武俠文學，當然不
得不提武俠小說泰斗金庸，
當年的莫言也十分着迷於金
庸筆下那引人入勝的故事情
節及命運曲折的人物角色，
他憶述在 1989 年的暑假期
間，他買了整整一箱金庸的
小說，從頭讀到尾，讀到不
願意睡覺。在那時候他也開
始思考武俠小說到底有沒有
藝術和文化的含量，「而我
必須承認金庸先生的作品的
文學含量還是很高，以他為代表的香港武俠
小說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網絡文學不可忽視
隨着互聯網的興起，網絡文學如雨後春筍

般冒起，成了文學界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
網絡小說產生之速度驚人，使網絡文學也變
成了文學最大量的門類。近年不少風靡萬千
觀眾的劇集如《花千骨》及《琅琊榜》均是
由網絡小說改編而成，加上網絡小說的影視

改編權能賣到可觀的價錢，因此網絡文學之
迅速崛起並不意外。因網絡文學衍生了巨大
的力量，因此現在如文學界、中國作家協會
都對網絡文學亦越趨重視，更成立了專門研
究網絡文學的委員會。然而，有文學悲觀論
者認為大量網絡文學的出現使嚴肅文學的創
作受到擠壓。對於此種看法，莫言倒認為不
用過於悲觀。在他看來網絡文學和嚴肅文學
之間沒有什麼不可逾越的障礙，因為它也是
用語言來寫作，也會描寫人物，只要當中出

現優秀的作品，就必須承認其存在。
莫言對網絡文學持開放的態度，他

亦認同該類型的小說確是有其價值，
「作者把基本的生活經驗再加上豐富
的想像力，讓我們看到人的想像力是
沒有邊際的。」但他不諱言在海量的
網絡文學作品中，屬精品的還是少
數，也有不少是劣等作品，對此，莫
言給出了一些忠告予網絡作家。「我
希望網絡文學的作者能夠稍為沉靜一
下，把語言打磨得更美更精練，把故
事設計得更合理，把人物塑造得更加
豐富，寫慢一點，提高質量。」

創作源於生活
「沒有文學可以生活，有了文學可

以生活得更豐富。」這是莫言對於文
學的理解。對於寫作，莫言認
為一個作家剛開始寫作，必須

立根於自我，從自我出發，寫自己最
熟悉的生活，寫自己最熟悉的人，也
可以寫自己的親身經歷，或把別人的
故事變成自己的故事，然後再擴大書
寫範圍，通過學習、閱讀、調查、訪
問，並融合想像力，學習自己不熟悉
的內容。「一個作家要不斷學習、不
斷更新知識，才有源源不絕的創作泉
源。」莫言說。
談到自己的靈感來源，莫言表示

自己的好幾部小說的靈感都是從夢中得來，
例如其成名之作《透明的紅蘿蔔》，便是源
自他的一個夢：一天蘿蔔地上有一個身穿紅
衣的少女拿着一個鐵叉叉着一個蘿蔔背對陽
光向我走來，然後就夢醒了。「我醒來感覺
到畫面是如此輝煌，意境是這麼美好，所以
我把童年時期給鐵匠當學徒的一段生活和夢
境結合，成就了這部小說。」他說。
然而，莫言強調儘管靈感源自夢境，但真

正的書寫內容還是離不開生活的累積，就
《透明的紅蘿蔔》一書而言，如果不是結合
了自身當鐵匠的經驗，可能草草五百字便完
成作品了。「我認為作家的靈感來源可以花
樣繁多，但必須植根於生活經驗，我們可以
相信靈感，但不要迷信靈感，我們必須累積
生活經驗，把其當作自己寫作的資源庫，而
且資源庫要不斷地充實。」他說。

莫言暢談文壇現況：
香港是文化綠洲

莫言原名管謨業，談起其筆名「莫言」

來源，他提到名字上的「謨」字，由

「言」和「莫」組成，反過來就是「莫

言」，然而，他表示「莫言」二字也包含

了別的意思，就是提醒自己少說話，多做

事，他自言這是中國人非常寶貴的人生態

度。然而自 2012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後，文壇上眾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莫言身

上，來自各地的演講也一場接一場，儘管

莫言以筆名提醒自己「莫言」，但出席演

講、講述自己的創作心得還是避不了的。

日前，他便應團結香港基金中華學社邀

請，來港進行「莫言的黃土地幻覺世界與

中國文學契機」的講座，與觀眾分享其創

作的心路歷程及對現今文壇狀況的一些想

法，更稱讚香港是文化綠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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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侶們為客人分茶僧侶們為客人分茶。。

■■是次巡演是次巡演，，閻惠昌就將帶領樂團呈獻三套閻惠昌就將帶領樂團呈獻三套
橫跨傳統與現代的精彩樂章橫跨傳統與現代的精彩樂章。。 主辦方供圖主辦方供圖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右右））亦有出席講座亦有出席講座。。

■■莫言訪港莫言訪港，，大談現今文壇狀況大談現今文壇狀況。。

■莫言讚賞劉以鬯的《酒
徒》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經
典作品。 網上圖片

■■團結香港基金顧問團結香港基金顧問、、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鄭培凱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鄭培凱（（左左））在講座結束後與莫言對談在講座結束後與莫言對談。。

■《透明的紅蘿蔔》是莫言的
成名作，莫言表示至今仍有人
認為是他最好的作品。

網上圖片

■■徑山茶宴使用的茶徑山茶宴使用的茶
器都有嚴格的要求器都有嚴格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