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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中 國 的 100 個 理 由

最愛青磚黛瓦
夢想做中國人

■舊縣村遍佈清代民居
舊縣村遍佈清代民居，
，古樸的青磚黛瓦讓
原本從事建築設計的伊恩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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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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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漢傾心桂林山水 巧修舊宅築
「秘密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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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離著名旅遊勝地廣西桂林陽朔 7.5 公里的遇龍河西畔，坐落着一座已有 1,400 多年歷
史的古老村落——舊縣村。2002年，來自南非的伊恩·漢密爾頓以導遊身份初到此地，便對
這個依山傍水的村落一見傾心，村中清代桂北民居古樸的青磚黛瓦更讓原本從事建築設計的
伊恩着迷。2009 年，伊恩重返陽朔，將心儀的舊宅改建成「秘密花園」，並組織當地村民
開展保護、修繕舊宅活動，以延續中國古建築文明。伊恩坦言，他現在的夢想是成為中國
人，「我要永遠住在中國，我愛這裡，我希望政府可以給我頒發綠卡，這樣我就可以一輩子
都待在這裡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

執意承租廿載 打造夢想之家

融合環保理念 保留歷史韻味

「小時候看到中國四合院時，
我就覺得中式建築十分漂亮，我
一直希望能住進這樣的房子
裡。」伊恩表示，雖然舊縣村的
民居經風雨侵蝕已變得殘破不
堪，但是斑駁的青灰瓦面、高聳
的馬頭牆仍韻味十足。他詢問村
民，找到了這些舊宅的所有權
人，承租後重新整修，以還原它
們最初的模樣。「南非根本沒有
上百年歷史的舊宅。因此，每當

在他眼裡，每幢舊宅都有它自
己的性格，他要慢慢琢磨出它們
的個性，再通過創意設計表達出
來。為了保留舊宅的歷史韻味，
他重新砌回了已坍塌的土磚，重
新利用附近村民丟棄的舊物，並
去附近的二手市場淘回舊貨作為
裝修材料。如此一來，佈滿灰塵
的煤油燈變為裝飾品；缺口的陶
瓷碗被鑲嵌到花園的牆上；舊陶
罐、水缸被改造成花盆……每處
裝修細節都凝聚了伊恩的巧思與

■南非漢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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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伊恩辭去建築設計工
2001
作，轉行成為導遊。在中國做

妙藝。此外，他還把環保理念融
入到舊宅設計中，把原本暴露在
地面上的排污管道埋到地下，在
污水經過的土層下鋪上石渣，以
便讓污水雜質緩慢滲透到土壤
裡，同時，過濾後的廢水也會流
進農田，以滿足灌溉之需。
經過伊恩的改造，這幢百年清
代桂北民居重新煥發生機。錯落
的庭院裡種滿了各式花卉與苗
木；在葱鬱綠植的映襯下，西洋
的鐵藝裝飾和古老的木推門、廊
簷、雕花木窗相得益彰；懸掛於
畫室、咖啡廳、餐廳裡的油畫、
用環保材料製成的拼貼畫與「瘋
子」淘來的打穀機、蓑衣等舊物
毫無違和感；橘色的燈光讓舊宅
透露出別樣的溫馨……伊恩就這
樣以開發與保護並重的方式，留
存並延續令他癡迷的中國古建築
文明。
美國女作家弗朗西絲．霍奇森
．伯內特的《秘密花園》是伊恩
最喜歡的一本書，因此他將改造
的第一幢客棧命名為「秘密花
園」，寓意是希望人們在這裡找
到快樂。在舊縣村，伊恩已然實
現了兒時的夢想。他坦言，他現
在的夢想是成為中國人，「我要
永遠住在中國，我愛這裡，我希
望政府可以給我頒發綠卡，這樣
我就可以一輩子都待在這裡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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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吝傳授經驗 感召村民惜舊
一開始，村民都無法理解伊恩
為何對舊宅修繕如此癡迷，隨着
改造工程的開展，村民們漸漸認
識到，這些殘破的舊宅實際上蘊
涵着巨大的經濟和人文價值，保
護古建築的行動也在當地進行得
如火如荼。
經過伊恩的精雕細琢，上百年
的土坯、發黑的青瓦漸漸呈現出
別樣的韻味。「秘密花園」客棧
逐漸聲名遠播，很多中外遊客慕
名而來以至於一房難求。同時，
「秘密花園」的走紅也帶動了周

邊鄉村的經濟發展，很多村民放
棄了拆除舊宅的計劃，紛紛將其
改造為鄉村民居、酒店和咖啡館
等。
伊恩不僅給村民熱心傳授修繕
經驗，還幫忙繪製設計圖。每當
村民到「秘密花園」參觀，伊恩
都會耐心講解他的設計理念與改
造過程。在當地經營「田園瓦
舍」咖啡廳的諸葛香是伊恩的好
友。在伊恩的幫助和鼓勵下，她
在維持原貌的基礎上，將自家舊
宅的二樓改造成旅館，同時融入

■善璉湖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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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中）已經習慣了和村民們喝酒、聊天的田園生
活。
網上圖片

了自己的創意——將一截竹子改
造成燈罩、將舊蒸米桶和蓋子製
成茶几、將舊門板改裝為床頭靠
背等。
在伊恩的啟發下，諸葛香將
「田園瓦舍」經營得越來越好。
她表示，「伊恩這個人特別實
在，平時村裡人有什麼問題去找
他，他都會毫無保留地幫忙。如
果沒有他，現在村裡這些舊宅估
計都會被拆掉。如今在他的感召
下，越來越多的村民開始加入到
保護舊宅的行動中來」。

■別有韻味的「秘密花園」吸引眾多中外遊客到訪。
香港文匯報廣西傳真

拒高薪誘惑 戀田園生活

導遊期間，他對桂林陽朔的山水
一見傾心，由此產生了退休後去
陽朔「築巢」的想法。2009 年，
伊恩重返陽朔舊縣村，幾幢屋頂
坍塌、牆壁剝落的舊宅引起了他
的注意。

看到漂亮的中式舊宅，我就想租
下來，保護並改造成我的夢想之
家」。
伊恩一口氣租下了舊縣村 24 戶
人家的6幢殘破舊宅，租期長達20
年。有村民好心勸他：「這麼老
的宅子，有的都塌了一半，你還
租它幹嘛？」他表示，「這些宅
子修好之後會煥然一新。」村民
不理解伊恩為何對修繕舊宅如此
執着，因此稱他為「瘋子」。付
完這幾棟房子 20 年的房租，「瘋
子」發現已沒有再多的存款進行
裝修。於是，他將一幢承租的舊
宅暫時裝修為客棧，與好友合夥
經營。秉持着「能省則省」的原
則，伊恩一人扮演了設計師、木
工、泥瓦工及油漆工等角色，每
天灰頭土臉地在施工現場忙碌。

多年來，伊恩親力親為，赤腳登高爬低，大
熱天頂着太陽蓋瓦，汗水浸透衣背，精心修復
着一幢幢看起來已經「沒救」的舊宅。如今，
「秘密花園」已從最早的 6 間客房擴張到 18 間
客房。伊恩表示，雖然今年不用再裝修客棧，
但是其它舊宅仍須維修、保養，因此客棧盈餘
大多用在此處，然而在經費如此緊張的情況
下，在距離客棧約 1 公里的地方，「瘋子」伊
恩又承租了一幢舊宅，打算改造好之後自住。
伊恩獨特的設計理念在當地廣為流傳，有建築
公司出高薪聘用他，卻被他毅然拒絕。「賺錢不
是我的目的，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跟喜歡的人在
一起才會讓人開心。」即使身為酒店老闆，伊恩
最值錢的家當是他唯一的代步工具——單車。
「我的出發點很簡單，我就是想保護這些舊宅，
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能來到『秘密花園』，讓他們
了解原來舊宅也可以煥然一新，從而喚醒他們守
護中國古建築文明的意識」。
伊恩每天都會抽空去看看「秘密花園」。他
跨上單車，哼着小曲兒，時不時地回應鄉親的
親切問候：
「『瘋子』吃飯了嗎？」「哎，還沒
呢，晚點一起喝酒啊！」伊恩表示，他已經習
慣了騎着自行車穿梭在舊縣村的小道間，沒事
和村民們喝喝酒、聊聊天的田園生活。

善璉湖筆顯鋒穎 藝人匠心傳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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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道工序，
王曉華在水
盆前坐了整
整 36 年 ，
冬天手指會
泡出凍瘡，夏
天手指會潰爛，
只為製作出一顆顆
尖、齊、圓、健的
優質兼毫筆頭。在她靈動的手指
下，斷毛、雜毛被逐一剔除，最終要讓
筆尖前端呈現出一段半透明而有韌性的鋒

穎。這正是湖筆名揚天下，躋身文房四寶
的原因。
王曉華 18 歲就進入浙江湖州善璉湖筆廠
工作。該廠生產的「雙羊」牌湖筆在書畫界
久負盛名。如今，王曉華已經是市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傳承人。她表示，自己進廠時有11
個人學習水盆工藝，而現在只剩下 3 個人，
其他人都轉行了。「水盆工確實挺辛苦，收
入也不高，我們需要一顆靜得下來的心。」

操作要求嚴格 耗費心力目力
手工製作湖筆有 8 大工藝和 128 道工序，
除了「水盆」之外，「擇筆」也是核心工
藝，擇筆工要憑肉眼和手上的一把擇筆刀
剔除半成品筆頭上的折毛、病毛和無鋒
毛。水盆工和擇筆工的操作姿勢要求非常
嚴格，前者須面向西南坐，後者則須面向
東南坐，且只能坐在凳子前端約三分之一

的部位。
2006 年，湖筆製作工藝成為首批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當時，堅持做 40 年擇筆
工的前任善璉湖筆廠廠長邱昌明已成為國
家級非遺傳承人。如今，邱老正迫切地尋
找湖筆製作工藝傳承人。「擇筆很耗費心
力和目力，因此一定要找坐得住、靜得下
心的年輕人。」
隨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湖筆技藝面臨着
更多挑戰。邱老表示，湖筆用的羊毛來自浙
北平原農家飼養的山羊，「過去種桑養蠶的
人家很多，山羊冬天吃的是桑葉，因此羊毛
品質好，毛端有鋒穎。現在周邊地區種桑的
人變少了，養羊的人更少，因此我們現在要
到江蘇南通採購羊毛」。

拓寬網售渠道 年銷量達百萬
「我們在想辦法讓湖筆製作工藝傳承下

去。」善璉湖筆廠總經理馬志良表示，上世
紀 80 年代初，廠裡有 400 多名員工，現在已
剩下不到 100 人。「製筆太辛苦，年輕人都
不願意學。現在毛筆的銷量也少了，大家都
用電腦、手機打字，連鋼筆、圓珠筆都用得
少了，更不用說毛筆了。」
2013 年，馬志良讓兒子馬萬飈着手管理
市場行銷。他表示，祖宗傳下的技藝，一定
要由年輕人傳承，而且現在年輕人懂得運用
網絡，也許能闖出新天地。 如今，善璉湖
筆廠在天貓上開通了「雙羊旗艦店」，一年
有上百萬的銷量。今年在北京舉行的文房四
寶展銷會上，該廠還亮出微信和支付寶的二
維碼，繼續拓寬線上銷售渠道。目前，善璉
鎮已成為浙江首批特色小鎮，當地成立了湖
筆行業協會，並建立成人學校，每年集中培
訓湖筆製作人才約 60 人，累計已經培訓 200 ■王曉華在水盆車間加工兼毫筆頭。
人。
■新華社記者 馮源 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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