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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創藝展才

香港以商業掛帥，投身藝術、文創界別者注定是小眾，但本
港仍不乏胸懷大志的年輕人，他們年紀輕輕已鎖定目標，在不
同領域苦心鑽研，誓要發光發亮。其中甫出生就遭遇醫療事故
的楊恩華，視力僅剩一成，20年來無法看清這個世界。為尋找
光明出路，他努力練習二胡，考獲國家最高的十級水平。楊恩
華感激一個又一個有心人的幫助，令他掌握生活技能，甚至可
遠赴外地參與比賽及表演。今日的他，立志考上大學鑽研音
樂，未來要當演奏家，以回報曾經幫助自己的恩人，人生方向
比很多「明眼人」都清晰明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楊 恩 華 視障二胡手
■ 楊恩華在東區學校
才藝欣賞會上盡情演
繹。
受訪者供圖

內地出生的楊恩華，
，幼年成長
在內地出生的楊恩華
於視障支援不足的環境，
於視障支援不足的環境
，曾就

讀主流學校，但成績欠佳
讀主流學校，
但成績欠佳，
，後轉往
特殊學校也面對社交圈子狹窄的問
題，所以他努力學習二胡作寄託
所以他努力學習二胡作寄託，
，
後來更考獲最高的國家十級資格。
後來更考獲最高的國家十級資格
。

「忘年交
忘年交」
」爺爺介紹進心光
一家移居香港生活後，
一家移居香港生活後
，恩華人生
出現轉折點。來港不久
出現轉折點。
來港不久，
，他獲一位
熱愛二胡的「
熱愛二胡的
「忘年交
忘年交」
」爺爺介紹入
讀心光學校，
讀心光學校
，讓他學會廣東話
讓他學會廣東話、
、定
向行走等不同生活技能。
向行走等不同生活技能
。
自此，
自此
，他常常走入社區
他常常走入社區，
，更遇上
不同的「
不同的
「貴人
貴人」
」及好人
及好人好事
好事。
。 心光
校長給他介紹的中樂團二胡演奏
員老師，「因我的二胡只是速
成，基本功不扎實
基本功不扎實，
，老師就用兩年
幫我先破後立，
幫我先破後立
，令我的二胡水平有
新突破。」
新突破
。」
平日無法在家練琴，
平日無法在家練琴
，恩華又遇到一
名二胡生產商提供免費練習場地，
名二胡生產商提供免費練習場地
，更
讓他使用適合視障人士的金屬製二胡
練習，
練習
，為其技藝不斷進步營造條件
為其技藝不斷進步營造條件。
。
後來，
後來
，他陸續奪得廣州國際民族
器樂賽及上海青少年才藝展示展演
藝術周青年組金獎、
藝術周青年組金獎
、有機會往法國
表演，
表演
，今年 3 月又參加了香港文化
中心的大匯演，「
中心的大匯演
，「我是當時全場唯
我是當時全場唯

一的中樂手，拉《新賽馬
一的中樂手，
新賽馬》，
》，效果
效果
很好！」
很好
！」
恩華去年從心光畢業後，
恩華去年從心光畢業後
，轉往主
流學校閩僑中學，
流學校閩僑中學
，希望能於文憑試
考取好成績，
考取好成績
，升讀演藝學院學位課
程深造，
程深造
，為未來當演奏家作準備
為未來當演奏家作準備。
。
在採訪中，
在採訪中
，小伙子細數每位幫助
過他的恩人：
過他的恩人
：常常陪伴他和家人的
社工、
社工
、 心光教師和校長
心光教師和校長、
、 二胡老
師、資助他補習英語的視障人士象
棋會會長，
棋會會長
，以及不厭其煩幫助他的
老師同學。
老師同學
。

若不戴耳機，梓成面對面亦不能聽
清楚對方說話；但這個弱聽的孩子，
卻對笛子情有獨鍾。小二時學吹中國
笛子，中三時已考獲中央音樂學院笛
子九級，去年更成功升讀港大文學院
主修音樂，全心全意探索音樂。
除演奏外，他更積極投入演藝評
論，曾於各大報章雜誌發表約 40 篇
樂評及本地音樂家訪問等文章，期望
用文字記錄香港的音樂發展。

黃 思 遠 蕭獎琴手

立志全職演奏
「彈起」
香江藝術

快滿20歲的黃思遠，愛將音樂風格
及靈感傾注於黑白琴鍵上，才華洋
溢；但原來他曾一度質疑自己實力，
透過不斷累積經驗，今年初他終在日
本舉行的亞洲蕭邦國際鋼琴大賽獲得
專業組金獎，足見實力。他眼中香港
擁有文化多元、音樂發展自由度，且
富有人情味，並感恩香港為他創造音
樂發展的機遇，他希望日後可以成為
演奏家，推動藝術發展。
5 歲起學琴，思遠曾覺得練琴「好
悶」，但朝夕相對下，他對彈琴的
興趣與日俱增，下課後會主動花三
四小時練習，之後才做功課和溫
習，生活重心早放於音樂上。

中一「越級挑戰」成郭嘉特學生

中一時他「越級挑戰」應考聖三
一學院的音樂試，並一舉考獲演奏
級資格，更成為演藝學院鍵盤樂系
系主任郭嘉特的學生。初中開始，
思遠已規劃音樂發展的方向，在郭
嘉特及親友建議下，修畢中四後他
便報讀演藝學院的文憑課程，專注
追求音樂。其間他亦未有怠慢，自
修文憑試 4 個核心科取得全科合格，

終成功升讀音樂學士主修鋼琴。
回顧自己的音樂之路，思遠早在小
六起，已不時參加鋼琴比賽，時而得
獎時而落空，不禁令他質疑自己「到
底有無能力行這條路？」當時他只能
安慰自己說其演奏方式未必獲每個評
審接受。另一方面，老師和親友亦鼓
勵思遠堅持個人風格，並多參考不同
樂手演奏方法，從而改進。
透過不斷累積比賽經驗，思遠的
成績漸見突出：2013 年他到韓國首
次參與國際鋼琴賽勇奪亞軍，去年
橫掃多個本地及國際青少年賽的第
一名，今年初則在「亞洲蕭邦國際
鋼琴大賽」中於專業組奪金。
大賽的獎項助他重建信心，也給他
走下去的力量。他計劃在演藝畢業後
到外國深造，首選赴美國讀碩士。
年幼時隨家人從廣東到港的思遠
表示，對香港的感情比家鄉更濃，
他喜歡這裡包容性高，且富有人情
味，社會滿有自由及創意。他明白
在香港要做全職演奏家並不容易，
但相信社會已落力推動藝術發展，
故自己也應能出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鍾情音樂的黃思遠感恩香港為他創造了音
樂發展的機遇。
樂發展的機遇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原來平日走在街頭，
原來平日走在街頭
，也不時得到陌
生人幫助。有人主動扶他到月台
生人幫助。
有人主動扶他到月台、
、送
他上巴士，
他上巴士
，更有人在擁擠的車廂彎腰
為他繫鞋帶，
為他繫鞋帶
， 他形容當時
他形容當時「
「 愣住
了」，「
」，「直到他的動作停止
直到他的動作停止，
，我才反
應過來，
應過來
，急忙張口結舌地對他說
急忙張口結舌地對他說：
：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 但內心卻不能平
靜，也不知是什麽滋味
也不知是什麽滋味。」
。」
近年恩華開始留心社會議題：
近年恩華開始留心社會議題
：
「我注意到內地與香港所謂的
我注意到內地與香港所謂的『
『矛
盾』，
』，借用我喜歡的作家的觀點
借用我喜歡的作家的觀點：
：
愛國應該正視民族的缺點，
愛國應該正視民族的缺點
，並且努
力找尋解決辦法。」
力找尋解決辦法
。」在他的心中
在他的心中，
，
香港「
香港
「 關愛
關愛、
、 互助
互助、
、 包容
包容、
、 有希
望，回歸後找到了自己的根
回歸後找到了自己的根。」
。」

愛奏《幽蘭逢春》
激勵迸發光芒

畢業或「揸筆」影響眾「生命」

2017年
2017
年 6 月 20
20日
日（星期二
星期二）
）

難忘陌生人彎腰為他繫鞋帶

李 梓 成 弱聽笛手

與香港特區同齡的香港大學音樂系
學生李梓成，雖然弱聽，卻與中國笛
子結下不解緣。升中時，聽力缺陷
影響其學習及交友，後來漸漸適應
後，才被學校發掘出其音樂潛質，
讓他加入校內中樂團以至擔任團
長，也令其自信萌發。在音樂的引
領下，他涉足藝評的天地，以一支
健筆推動音樂世界的多元性。他愛
以笛子名曲《幽蘭逢春》勉勵自己，
也深信自己土生土長的香港，在機緣
來到之時便要拚盡力氣去盛放。

恩華來港「「得道多助」」 立志升大當演奏家

特 區 同 齡 人

■版面設計：
版面設計：余天麟

視障奏心光
樂韻報眾恩

■責任編輯
責任編輯：
：霍柏宇 ■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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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鈺

從小投身音樂世界，參與獨奏表
演、比賽，又兼任樂器導師等，梓
成笑言，「中學時覺得音樂是我的
全部……或者覺得自己好勁」，但
進入大學音樂系及參與樂評工作
後，卻見高手處處，世界觀因而擴
闊。他曾認定畢業後會當音樂教師
或演奏家，而現在的他卻另有想
法，「演奏家是音樂廳中的皇，音
樂造詣令人折服，但影響力可能有
限；而『揸筆』（寫文章）卻有機
會影響不同類型音樂的『生
命』。」他曾獲音樂會主辦單位邀
請，就改善舞台效果提建議，他亦
會盡力幫忙，希望令多元的音樂幼
苗能得以萌芽。
談到對香港未來的期盼，梓成提
起在笛子表演中幾乎每次都會演奏
的《幽蘭逢春》，它描述蘭花縱使
即將凋謝，卻因再次遇上春天而用
盡力氣去盛放，他會以此激勵自
己，也希望香港與未來的音樂發展
可以盡力去迸發光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葉 嘉 兒 未來新聞人

實地探訪「帶路」
親歷文化建設藝術

■李梓成雖然自小被診斷為弱聽
李梓成雖然自小被診斷為弱聽，
，但小學起學習中
國笛子，
國笛子
， 自此與音樂結下不解緣
自此與音樂結下不解緣，
， 更參與獨奏表
演、比賽
比賽、
、寫樂評及擔任樂器導師等等
寫樂評及擔任樂器導師等等。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樹仁大學學生葉嘉兒期望未
來可進新聞行業成為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凌志豪自小被診斷出有讀
寫障礙，
寫障礙
， 但他克服自身障
礙，更升上大學主修比較文
學及藝術。
學及藝術
。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忞 攝

「九七一代」與香港特區共同成長，當中樹
仁大學學生葉嘉兒也有生於「大時代」的體
會。她指除了生於「回歸年」而較受關注外，
同齡人每個求學階段完結前後，都總會遇上
「社會大事」，包括幼稚園畢業年的沙士、小
學畢業年的豬流感，中學畢業前後則遇上新沙
士及「佔中」。這些「歷史」激起了小妮子對
社會議題的關注，並擬將薪水欠佳的記者作為
自己的職志，要用筆記錄香港。
葉嘉兒早前報名參加了「青春啟航．前進
巴爾幹—2017 未來之星『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交流團」。她坦言，現時香港青年人對國
家的「一帶一路」倡議認識不多，自己作
為新聞系學生，特別希望透過實地探訪，
了解相關國策對香港、國家以至不同沿線
地區的影響，而多認識其他地區的基建、
經濟狀況和文化等，相信這也有利其個人的
生涯規劃。
近年傳媒行業屢傳裁員或倒閉的消息，但無
減她對新聞行業的熱誠，希望畢業後投身記者
行列，以文字貢獻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凌 志 豪 SEN 藝術生

慢讀樂無窮 盼助同路人
特區回歸 20 年間，香港經歷了各種挑戰，但
仍能勇敢面對創出前路，與特區同齡的凌志豪
（Jeffery）亦與香港一樣，努力克服障礙一展所
長。本身有讀寫障礙，但他未被拼字串字難
倒，更培養起「慢慢來」的閱讀興趣，並成功
升讀香港大學主修比較文學及藝術。
有志成為策展人的他，積極撰寫跨媒體藝術
評論，參與成立出版社出版文藝作品，又曾組
織社企項目推動藝術治療發展，支援其他有特
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Jeffery 慶幸父母一直用心栽培，助他克服學

習困難，例如他英文閱讀及拼字能力較弱，父
母會自製拼字卡及教學工具，與他練習串字。
升中後，學校支援漸多，有駐校教育心理專家
的評估及特別考試安排等，助他獲得不俗成績
升上自己喜歡的大學學系，「但說到底，都要
靠自己努力。」
閱讀速度是其弱項，他於是用「慢慢來」策
略，提醒自己不能「忟憎」。最後他竟愛上閱
讀，為現時於文學及藝術的興趣發展奠基。他
近年開始於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撰寫跨媒體藝術評論，亦有份成立練習文化實

驗室出版社出版文學或藝術作品，未來擬繼續
進修，目標是成為策展人。
在港土生土長的Jeffery眼中，香港是自己喜歡
的家，有着他成長的土壤，亦滿載回憶。他又特
別熱愛粵語，「語言會影響人的思維，讓我與香
港有更緊密連繫，是我重要的組成部分。」
早前他與同學組織「藝無限」社企項目，並
於坊間的創新創業賽獲獎，項目旨在連繫藝術
治療機構、非政府組織及學校等，推動藝術治
療，以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