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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悄悄來臨，轉
眼間，又到了學生哥
們日盼夜盼的暑假。
怎樣才能過一個有意
義的暑假，不白白浪
費這個悠長假期呢？
有人選擇旅行，放鬆
身心，擴闊視野；也
有人選擇報讀興趣
班，打好基礎，自我
增值。若果認為這些
活動過於循規蹈矩，
有沒有想過設計一個
屬於自己的夏令營？如果你有這樣的想
法，那麼「M+夏令營」也許是值得考
慮的選擇。
「M+夏令營」是西九文化區的M+博

物館專為青年人而設的活動，過去兩年
的夏令營每年吸引了逾百名志同道合的
學生參與，為來自不同學校及背景的青
年人提供與創作人互動交流的機會。今
年的M+夏令營以「神經」作主題，打
開青年人的感官，啟發他們突破慣有的
感知模式，重拾被遺忘的敏銳觸覺，以
嶄新的感知去感受日常生活，拓寬認
知，繼而把經驗轉化成創意泉源。本年
的主題「神經」，其英文「nerve」同時
含有膽量的意思，M+夏令營希望能引
發參加者的好奇心，鼓勵他們勇於面對
未知，積極思考發問。
為期四日三夜的夏令營設室內和戶外

進行的工作坊、講座、分享和表演等小

組及集體活動，參加者可根據自己的興
趣，挑選適合自己的工作坊，設計屬於
自己的夏令營，而參加者亦無需具備任
何創作或修讀視藝課程的經驗，若你自
問具備冒險精神、敢於接受新思維、對
事物充滿好奇，那就不要猶豫了，快來
設計一個屬於自己的夏令營吧！

活動詳情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6月11日
活動日期：2017年8月13日至8月16日
夏令營地點：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
戶外訓練營
對象：現就讀中四至中六的本地學生
語言：粵語
費用：港幣1200元正（經濟有困難者
可申請豁免）
詳情請瀏覽 http://www.westkowloon.
hk/tc/mplussummercamp

今年22歲的女孩雷霖遙
是一名即將畢業的大學生，
31歲的張銀霞則是一名小
學 女 教 師 。 兩 名 「80
後」、「90後」女子，最
近同時在一本小說期刊上發
表了各自的作品。她們都來
自貴州省遵義市正安縣——
中國西南的一個小縣城。
2008年，因為小說創作成
績斐然，正安被中國文化部
授予「中國民間文化藝術
（小說）之鄉」榮譽稱號。
2017年第一期的《貴州
作家》推出了正安縣三位青
年文學新星的短篇小說，其中就有雷霖遙的
《多年前的那場雪》和張銀霞的《無花
果》。
正安縣經濟發展相對滯後，是個貧困縣。

儘管如此，這裡卻是遠近聞名的小說之鄉，
文藝愛好者眾多。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正
安先後湧現出文志強、石定、趙建平、王華
等一批知名作家。在這些作家中，石定成為
正安小說家裡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其多篇作
品獲得國家級獎勵，並被翻譯為英、日、
意、泰等國文字。
上世紀末，正安在經濟發展大潮中曾一度
迷失，文學創作出現了低谷。近年來，在當
地政府和文化界的努力下，這種局面開始發
生改變。
「大三的時候，一位年近八旬、離開正安

多年的老作家坐公交車輾轉到學校找到我。
他告訴我，看到我的文章，覺得正安終於不
再總是那些老面孔了，新一代青年作家的出
現讓他看到了正安小說的未來和希望。」就
讀於貴州師範大學的雷霖遙回憶道。
這位老作家給了雷霖遙很大觸動，「小說

之鄉」四個字在她的心裡也漸漸有了溫度，
這既是榮譽，也是壓力。「熱愛文學創作的
正安人，各行各業，男女老幼，貧富都
有。」雷霖遙特別提到一位名叫秦朝國的農
民作家，他經常拿着自己的作品草稿找到雷
霖遙父親請求指導。「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
清貧農民，穿一雙布鞋，因為經常趕山路，
挽着褲腳的褲子滿是灰塵，但他對小說創作
的執着，令人感動。」雷霖遙說。
正安縣作家協會主席雷霖介紹說，正安縣

現有國家級作協會員11人，省作
協會員20餘人，市作協會員60餘
人，縣作協會員400餘人，至今共
創作出中長篇小說110多部，短篇
小說及小小說1,000餘篇。
雷霖遙表示，自己常為了一個角

色或情節反覆琢磨，不斷推敲，有
時連做夢都夢見自己在寫小說，或
者成為小說的主人公，經歷着小說
裡的種種變故，真的是一種思想上
的煎熬。
當了10年小學班主任的張銀霞

也認為，創作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她目前正在創作一部名叫《花開在
遙遠的地方》的新作。「已經寫了

一半，這兩天感覺結構不行，又需要完全推
倒重寫。毫無頭緒，否定自己，懷疑人
生……我不確定自己能不能再拼湊起來。」
張銀霞感慨地說：「大家真的是一群苦行
僧。現實生活紛繁，但是大家還在拚命創建
這樣一個精神世界，也是為了正安小說之鄉
的繁榮和榮譽。」
張銀霞既是職業婦女，又是家庭主婦，每

天忙於工作，還要顧及家裡的柴米油鹽醬醋
茶。她說，很多時候只能超負荷工作，甚至
熬夜寫作，過得很累，很辛苦。但她認為，
自己的付出是有價值的，所以會一直堅持下
去。「我只是正安小說創作群裡的一粒沙，
但是只有粒粒細沙聚在一起，才能有『小說
之鄉』的名號，不是嗎？」她說。

文：新華社

情牽小說之鄉正安縣
女作家甘做「苦行僧」

「M+夏令營」
助青少年多元思考

真的是記憶中的味道：田間稻花的清香，
農院涼棚裡的蒜味，水牛交易場中泥土

與糞便的雜氣。還有農人耕作的佝腰、求佈
施的和尚、托兒帶幼的老嫗、悠閒的女人，
看着門外驚奇的一雙雙眼睛，戲水浣衣的姑
娘。在泰國著名攝影家卡塔普．皮帕特的鏡
頭下，泰元人的日常生活真實而直接地呈現
在觀眾面前，從35年執着關注中精挑細選出
來的57幅「清邁肖像——卡塔普．皮帕特攝
影藝術展」作品，藝術地記錄了清邁——古
蘭娜地區原住民歷經千年而不曾過多改變的
質樸生活。在世界快速變化的今天，清邁地
區保存了東方農耕文明的獨特文化和生活，
這種恒久不變、與自然合諧的生活，在當代
越發顯得珍貴和獨具魅力。

展示對平凡生活的尊重
泰元文化，來自一個古老神秘的族群。
清邁素稱「泰北玫瑰」，是今天僅次於首
都曼谷的泰國第二大城市。15世紀中期，泰
元人在這裡建立了泰國歷史上最強大的政權
之一蘭娜王國（Lanna）。它地處湄南河流
域，四周環山，綠樹成蔭。這片土地適宜農
業發展，這裡人們的生活純樸迷人。居住在
這裡的人民多數篤信佛教，至今仍保存着眾
多古老的大小寺廟，昭示着曾經輝煌文明的
歷史。
卡塔普持續不斷地對清邁泰元人生活的影

像記錄，使他成為研究泰元文化、傳播清邁
魅力最有權威的專家之一。策展人、雲南省
美術家協會油畫藝委會常務副主任高翔評價
稱：「教授將目光聚焦於當地人平凡的日常
生活，捕捉他們真實感人的瞬間，透露出其
對平凡生活的尊重、對佛教的敬仰。在這樣
一種呈現靜穆與永恒的作品前，心靈會變得
安靜並受到感動。」雲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
會副主席張維明由衷地稱讚：「在他的作品
中，不僅擁有動人的世俗魅力，也有着靜穆

的宗教神性。」
「清邁肖像」是
展現這一區域的人
們現存經久不衰
的、並會繼續發展
的文化藝術的攝影
作品。卡塔普說起
自己的藝術經歷，
慢條斯理，他記錄
泰元人「美麗的文
化和藝術共存」的「幸福優雅生活」，捕捉
古老文明、宗教和世俗結合的藝術美感，只
是想持續「傳播清邁引人入勝的魅力」，
「使每個人意識到文化藝術的重要性，並且
保護傳承，使文化藝術與時俱進。」

葉底藏花見天地
而在參加瀾湄藝術節的專家看來，卡塔普

攝影藝術展的價值在於給內地藝術家提供了
可供借鑒的藝術表達方式。即便卡塔普接受
過良好的美式教育、擁有不凡的家庭背景，
但他把視角對準大地，以平民視角、平常
心，自由遊走在傳統與先鋒之間，使作品充
滿神聖與張力。雲南省攝影家協會主席、西
雙版納國際影像展總策展人石明說，卡塔普
將身份視角放在平民、周圍的人和事上，這
種態度決定了藝術家在創作中是平靜的，是
來源於佛教的那種平靜。從作品可以看出藝
術家在拍攝過程中與拍攝對像互動親密，因
而照片才會如此真實。石明也遺憾地指出，
眼下內地的一些藝術家缺少一顆平常心，充
斥着浮躁與急功近利的創作心態，值得反思
與警惕。
卡塔普的「清邁肖像」以黑白照片為主，
但在一些作品的畫面中保留了藍色、紅色、
橘黃色，這三種顏色都為泰國傳統幸運色。
策展人之一的劉芳認為，對顏色的保留也可
以看出攝影家對當地傳統文化的尊重與保

護。展覽之前，劉芳在泰國與卡塔普多番接
觸，既敬佩於卡塔普使用攝影這一現代工具
與泰元人「長談」35年，又非常欽佩攝影家
「用自己的視角去關注接觸傳統文化，但不
以自己思想去駕馭泰元人的生活習俗，巧妙
地將當代與傳統相融。」
當攝影技術變得極為便捷，圖像成為人們

獲取信息的首選時，尤其是當鏡頭面對一個
古老族群的生活狀態時，走出獵奇、花哨、
驚艷的噱頭，真正靜心平實地記錄的視覺語
言就變得特別稀少。策展人王偉評價，卡塔
普的作品充盈着「平凡生活的瞬間和感動，
以及這種平實背後所滲透的宗教神聖，可謂
葉底藏花見天地」。他的攝影作品，在很大
程度上消除了文化差異上的距離感與陌生
感，讓觀眾如臨現場，在視覺心理上專注於
人性本身的感受與觸碰。他的清邁肖像，雖
選取不同的眾生之像，但是卻有着相同的親
切之感，這也是當下視覺藝術裡最為缺少的
情感體驗。
在展覽開幕式現場，泰國駐昆明總
領事鵬普．汪披塔亞在致辭說到：
「我衷心希望此次展覽能讓來參觀的
各位來賓通過攝影作品感受到清邁市
的獨特魅力，並且能啟發國內外的新
生藝術家。」細細看過攝影展，不難
得出中肯的結論：卡塔普真有這樣的
實力。

卡塔普

24歲意氣風發的泰國青年卡塔普．皮帕特（Kanta

Poonpipat）懷揣着美國舊金山大學美術學院的美術攝影

碩士學位證書回到國內時，他沒有在首都曼谷作更多的

停留，而是將目光與鏡頭緊緊地鎖定在泰國古都清邁原

住民泰元人身上，他們「大多數人篤信佛教，擁有一千

多年的文化和藝術積澱」，「過着幸福優雅的生活」。

35年過去了，不停的記錄、傳播，靜謐平和的泰元人生

活之美就從卡塔普的鏡頭中慢慢走向了世界。作為2017

雲南瀾湄藝術節的重要交流項目，卡塔普攜帶「清邁肖

像」攝影藝術展來到了昆明。不同的眾生之像，相同的

親切之感，他的肖像世相裡瀰漫着當下視覺藝術裡極為

難得的情感體驗。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

卡塔普．皮帕特1959年7月31日出生，現
任清邁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清邁攝影之屋主
任。1979年獲曼谷大學應用藝術學士學位，
1983年獲舊金山大學美術學院美術攝影碩士
學位。1984年始，他多次舉辦攝影個展，重
點專注於清邁泰元人生活題材，如1998年的
「神聖的蘭娜」、2011-2013年的「蘭娜之欲
1」、2014年的「蘭娜之欲2、3」、2015年的
「歷史古城難府舊照」、2016 年的「旅
行」、2017年的「清邁肖像」。卡塔普在接
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攝影的本質是記錄，價
值在傳播，黑白照片更有歷史感。他曾在洛
陽、西安、天津、敦煌、五台山采風，在日
本、台灣、新加坡、昆明舉辦過個展。正在昆
明舉辦的「清邁肖像」展覽作品是他從1983
年至今持續不斷記錄泰元人的結果，它們展示

了幾乎不曾改
變、保存完
好、具有延續
性的清邁藝術
與文化，彰顯
出長久的魅
力。

泰國
攝影家

3535年專注記錄泰元人生活之美年專注記錄泰元人生活之美

卡塔普堅持不懈
傳揚清邁魅力

■「清邁肖像」成為雲南2017
瀾湄藝術節的重點交流項目。

■卡塔普拍攝的泰元老嫗。

■■泰國青年攝影師泰國青年攝影師
卡塔普卡塔普．．皮帕特皮帕特。。

■■「「清邁肖像清邁肖像———卡塔普—卡塔普··皮帕特攝皮帕特攝
影藝術展影藝術展」」是滇泰文化交流項目之是滇泰文化交流項目之
一一，，在昆明展出至在昆明展出至66月月2525日日。。

■■生活在這裡的泰元民生活在這裡的泰元民
眾篤信佛教眾篤信佛教、、平和虔平和虔
誠誠。。為拍攝這張照片為拍攝這張照片，，
卡塔普蹲守了三個月卡塔普蹲守了三個月。。

■今天的泰元人傳承了古老的
稻作文化。

■泰元人保留了傳統的文化。

■■「「小說之鄉小說之鄉」」
四個字在雷霖遙四個字在雷霖遙
心裡既是榮譽心裡既是榮譽，，
也是壓力也是壓力。。

新華社新華社

■■今屆夏令營以今屆夏令營以「「神經神經」」為主題為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