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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哲夫夫：：回歸回歸2020年年，，香港不只是香港不只是「「換了一面旗換了一面旗」」

林湖林湖奎奎：：回歸了香港才能發展中國人的藝術回歸了香港才能發展中國人的藝術

■■鄭介初先生希望香港會有更加鄭介初先生希望香港會有更加
美好的明天美好的明天。。

■林湖奎讚回歸
後政府重視本港
藝術發展。

生於1945年的本港畫家林湖奎，是
當代中國「嶺南畫派」旗幟人物，也是
少數名字能跨江越海的香港藝術家。六
歲來港，在英治之下的香港生活了近半
世紀，形容回歸之前的香港「文化活動
遠遠沒有現在這麼旺盛」，中國傳統水
墨更是長期徘徊於社會低處。

回歸後政府多「挺」水墨藝術
慨嘆舊日「做藝術家在香港好艱

苦」，林湖奎描述回歸前香港本地藝術家
多依賴私人授課謀生，
皆因英治時期，政府對
本地藝術幾乎從未有過
任何形式的資源投放。
「尤其是對我們中國人
的傳統水墨藝術，是被
完全忽略的區塊，他們

從不鼓勵培育中國人自己的文化。」港英
政府的放任政策，對香港本地水墨藝術發
展造成的直接衝擊是：當時香港水墨整體
發展速度落後於中國內地。
林湖奎指與香港水墨藝術家生存環境

迥異，民國之後，內地傳統美術教育幾
乎始終處於體制內，不僅有專業的美
院，還有國家補助和支持，這些都為職
業藝術家的產生和生存創造出了極為寬
鬆的成長空間。「在香港要生活就不能
脫離工作，那又怎可能產生純粹的職業
畫家？」說到回歸20年給林湖奎藝術
人生帶來最大的改變，是政府在文化藝
術上投放的種種資助，這讓他感慨：
「國家富強，真的讓香港的文化藝術提
升很多。」
「以前殖民統治時期絕對沒有這些

的，他們不重視我們中華文化藝術。」
回歸以後，僅是畫家舉辦展覽租

賃場地，政府已可資助三分之二費用，
部分藝術家甚至可免費用場。「以前我
們租場地一周要多少錢？十幾萬、二十
萬很正常，尤其一些年輕藝術家，根本
負擔不起這麼昂貴的場地費用，現在不
同，很多本地藝術家都可以辦展覽。」
林湖奎透露，不僅場租，甚至是到北京
等內地城市舉辦展覽，政府亦會出資幫
助，展覽或個人畫冊的出版，藝術家現
在也可向政府提出資助申請。

兩地藝術界「比武」拓視野
林老又指，除了政府資助加持，回歸

後兩地藝術交流更加頻密，也讓藝術家在
相互交流切磋中共同成長。「現在很多內
地水墨畫家來港舉辦展覽，就說我們嶺南
畫派，近年粵港兩地嶺南畫派多次組織聯
展，有比較就有提升的動力。」
此外，林湖奎指香港本地藝術家現時

亦有更多機會受邀去內地參加藝術活
動，令本港水墨藝術視野「放大很
多」，「對於藝術家，這是再好不過的
事。」

盼未來，香港藝術味更濃
站在回歸20年的起點講未來，林湖

奎期待新一屆政府會在藝術領域投放更
多資源，逐步建立美術學院培養職業藝
術家。「拿嶺南派水墨來講，內地的專
業藝術院校會先給學生打下很堅固的素
描基礎，這很有利於將來學生的創新變
化，香港現在的課徒教育路經，學生視
野收窄，對於未來專業藝術家的養成十
分不利。」不過，回歸這20年的變化
已經讓林老十分滿足，在此歷史性的大
日子，他說，希望在國家經濟發展的福
蔭下，香港水墨藝術會有更加美好的明
天！

1930年出生的鄭介初（哲夫），曾任港
九五金鋼材進出口商會會長，父親是上世
紀上海廣大華行（今華潤集團前身）的經
理，1977年，鄭介初帶一家四口來港，正
是回歸之前20年的事。親自參與九七回歸
大典的鄭老，在家中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專訪，說從回歸到今天，又是整整20年，
「20年作為一個分界，就能劃出香港近代
風貌」，已近九旬，這位耄耋長者口中舊
時光景，依舊如昨。
「你能相信嗎，過去我們回寧波老家，
路上至少要走三天，先是火車，之後是飛
機，然後還要再坐火車，現在，飛機只要
一個半小時，我可以搭飛機回寧波聽一場
戲，再搭當天的飛機回來。」坐在自家梳
化上，眼前鄭老不禁嗟嘆：「回首這20
年，香港變化真大！」

返鄉，港英管治下的難言之痛
老一代人說往昔，往往從一件小事上便
能講出風雲變。回家，本是人間倫常事，
但在英治時期的香港，卻成了香港每個
「歸鄉人」都要經歷的磨難。除因交通落
後造成的舟車之疲，通行證的辦理，是更
嚴酷的「精神挑戰」。
彼時有句話說：「過關，從辦證開
始」，一語道破通行證辦理之難。鄭老回
憶華僑回鄉，先要面臨的是一系列無理盤
問，「當時南洋商業銀行老闆莊世平是僑
領，又是香港工商界的老資格，死的時候
是蓋了國旗的，他陪着僑胞去辦證回來
就發火啦。」原來審查問題除了返鄉目
的，還有「你有幾個老婆？你的資產來
源是什麼？」，「他才不管是不是你的
隱私呢！」
拿到證件，一出香港就到了羅湖橋，
羅湖橋上有道線，「線那邊是一面五
星紅旗，這邊是一面英國旗。」鄭老
形容：對於當時還是「英屬土公民」
的港人，過了線就是「出國」，而出
了「國」才能回家。
鄭老回憶中，彼時的邊境，英國這
邊沒有片瓦遮蓋，夏天的時候把人
「曬得要死」，只有一個鐵絲網攔住
的走廊。英國治下的香港，海關和邊
防都要是英國人，「因為他們怕你們
『自己人』作弊，邊檢英國人都會說
中國普通話，那時的香港人幾乎聽不
懂，加上害怕，別提多狼狽。」
去到內地亦陷窘境，第一次搭「寧波

輪船」去上海，「因為是港英公民，沒
有接待單位，只能叫的士，我們拿紅色
的鈔票站在路邊晃一晃，司機知道是外匯
券，車子才過來一路開到錦江飯店」，

「你說這麼多的障礙，當時香港人怎麼敢
輕易回老家去呢？」
也許只有曾經歷「過去」的人，才能體

會到「如今」的好。說回歸後兩地往來暢
通，港人「國語」提高，經濟的交流讓港
人對內地愈來愈熟悉，鄭老笑謂：「現在
不要說回家探親，去內地任何地方旅行，
幾小時就到，想想以前，那時我怎能想到
今天回老家寧波，可以只為看一場戲
呢！」

回歸，讓港人團結起來
九七回歸至今，五星紅旗在香港上空飄

揚20年，這面旗在老一輩香港人心裡，永
遠象徵一個殖民時代的結束。「殖民時期
的香港，做人不是人」，鄭老的感歎，絕
非激烈之表。
英治時期，「中國人」的身份是一份永

遠掙脫不掉的「原罪」。回憶當年，想要
移民的「外地人」每三個月就要到金鐘
「移民局」辦理證件延期，鄭老情緒有些
激動地描述：所有人排成隊，一圈一圈盤
在一個沒有遮擋的操場上，一站就是數個
小時。「到了夏天，老人家暈倒是常事，
根本沒有人來理會。一次一個英國朋友和
我走在金鐘天橋上，看到這個場面問我緣
故，我說『這就是你們對付我們的辦法，
折騰人』！」
20年的香江之變，在鄭老看來，不只是

政治上換了一面旗，而是用這面旗團結起
了大多數人，講述回歸前香港社會的黑
暗，警察對待民眾態度很差，「他們只要
保證『效忠英女王』就行了。法院也不是
主持正義的地方，窮人根本打不起官
司。」如今社會風氣改變，他認為其中動
因亦來自香港百姓：回歸20年，脫離殖民
的港人在自主中自覺，同時愈來愈團結，
「你看我們這些從內地來的潮州人、寧
波人，包括現在的福建人，都多團結，團
結就有了對抗的力量。」

港人，「絕對不是不愛國」
回歸之後，中國人的自尊自信，因自主

而逐漸回歸，鄭老感嘆在自己國家的主權
下生活，「才真正做回中國人」。近年雖
經歷社會風波，但他直指香港人「絕對不
是不愛國」。「我們去看足球比賽，廣州
隊對戰香港隊，大家都幫香港隊加油，喊
『回去吃你的大米飯吧』，等到下一場輪
到廣州隊球對戰外國球隊，我們觀眾席上
有哪個不為廣州隊加油的！還有人對着外
國球隊爆粗口。」鄭老感嘆，這就是香港
人的一顆「中國心」。
「有的東西你沒法改變的，任你英語說

得再好也變不成外國人，我們長着中國人
的樣子，怎麼可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又
怎麼會不愛自己的國家？」

知史，然後方能知「榮辱」
雖然因為一些宣傳誤導，讓部分港人對

國家產生片面誤解，歷史卻是永遠無法被
扭曲的真相，是故歷史應被更多港人了
解，「讓人們都知道香港是怎麼割出去
的。」
鄭老呼籲中史在港的普及、推廣，認為香
港和台灣問題，都應該回歸到歷史的原點去
看：「清末李鴻章與伊藤博文馬關談判，李
鴻章請求晚些時日交割台灣，伊藤博文只說
了一句，『肉已到了我嘴邊，怎麼可能教我
不吞下去！』，其實當時的台灣人很難過，
成立了個『台灣獨立民主國』，不到幾個月
就被日本人鎮壓下去了。」
他呼籲學校加強對青年人歷史教育，

「如果年輕人懂得中國近代史，就會明白
趕走殖民者，能脫離外族統治自己當家，
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兩地相融，二十年是一個過程
經歷回歸後的20年，鄭老說讓自己感觸

最深的是：「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是對
的，「但也是艱難的一條路」。
「過去香港、內地真是兩個世界，誰也

搞不懂誰。」鄭老回憶「文革」期間到內
地參加廣交會，談生意前都要背上兩句
「毛主席語錄」，讓一班僑商感受到強烈
政治語境衝擊。雖然現時狀況早已不同，
但是長期體會，鄭老指，兩地思維方式、

行為模式依舊存在差異，「要香
港人理解內地人，內地人接受香
港人其實很難，要有個過程，而這二十年
就是一個過程。」
從幾十年前的溝通齟齬，到現如今文化

交流互動，二十年之間，兩地人思考行為
方式的間隙，在逐漸彌合，在鄭老看來是
不錯的成績，「要我說，能有今天，已經
是很不容易了！」

建言新一屆政府關注民生
問鄭老對新一屆香港政府有何建議？他

說希望政府可以「為人民服務」，指出
「養老」和「青年教育」是政府應重視的
兩課題。他認為，對年輕人的教育引導，
應在現實中行進：「好像回歸後不少傳統
藝術來港展覽，年輕人從中獲得對中國藝
術的認知，繼而增強文化身份的認同，這
就是用現實去教育。」
而老年人過去對香港有貢獻，照顧好老

人是宣揚中國人傳統的道德，「我們的文
化是講人情味的，『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這對年輕人是一種鼓舞，讓他們看
到貢獻國家之後的社會回饋。」

寄語香港，呼籲理性監政
歷經兩地世紀風雨的鄭老說，香港和內

地，不只是隔着一個羅湖橋，還存在多維
度的差異，而政府的功能，正是要在「一
國兩制」的框架下克服這種差異。反之，
政府行政，也要靠市民監督，「對的就要
支持，錯的要理性提出意見，我不贊成暴
力。我相信香港人是講道理的。」
採訪尾聲，請接近九旬的哲夫先生在回

歸祖國20年之際送給香江一言寄語，老先
生看着記者，正襟端坐，真摯之情溢於言
表：「我們的國家能繁榮昌盛，香港百姓
在祖國福蔭下可以安居樂業，這就是我心
裡最大的希望！」

「「英治時期英治時期，，羅湖橋上有道線羅湖橋上有道線，，對當時的港人來對當時的港人來

說說，，過了線就是過了線就是『『出國出國』，』，而出了而出了『『國國』』才能回才能回

家……家……」」一面五星紅旗的升起一面五星紅旗的升起，，不僅標誌主權的回不僅標誌主權的回

歸歸，，亦讓在港的炎黃子孫重新拾回亦讓在港的炎黃子孫重新拾回「「丟失的身份丟失的身份」。」。

年近九旬的著名收藏家年近九旬的著名收藏家、、作家哲夫作家哲夫，，與嶺南派畫家與嶺南派畫家

林湖奎林湖奎，，看遍半世風雲輪轉的兩位香江長者看遍半世風雲輪轉的兩位香江長者，，經歷殖經歷殖

民時代到民時代到「「九七九七」」回歸回歸，，再到如今五星紅旗飄揚再到如今五星紅旗飄揚2020

年年，，講香江風雨講香江風雨，，談未來祈盼談未來祈盼：：回歸了回歸了2020年年，，國富國富

民強民強，，才是祖國給港人的真正福蔭才是祖國給港人的真正福蔭。。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張夢薇 攝攝：：鄭雲風鄭雲風

■哲夫先生珍藏的風光明信片。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回歸後兩地青回歸後兩地青
少年藝術交流活少年藝術交流活
動增多動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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