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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繪本故事品牌Wachifield及達洋貓
（Dayan）角色一向受貓迷熱捧，在香港也
陸續開設特色主題酒店和概念商店。Wach-
ifield畫家池田晶子日前來港舉行簽名會，講
述新一季的趣味故事之餘，更即場示範用電
烙筆在皮革上繪畫不同形態的貓咪，她向未
對Wachifield有充分了解的港人推介道：
「達洋貓是一隻具備所有貓的特徵的貓，牠
也是幸運、人見人愛的主角，帶領大家一起
在Wachifield世界中冒險。」
池田晶子猶記得上次來港的情景，「這次
再來香港，好像回家一般熟悉和親切。這一
區很旺很熱鬧，我對朗豪坊商場的超長電梯
印象深刻，還曾以此為靈感作聖誕畫。」此
次她來港是參與「朗豪坊#HappyMEOW-
ment貓の夏日寫真館」展覽，日本策展人
TODAYS GALLERY STUDIO把風靡三十
萬島國喵迷的「ねこ休み展」（「貓咪休息
寫真展」）首項海外盛事帶來香港，這個以
捕捉貓咪休憩瞬間為攝影主題的展覽，齊集
14個網絡人氣喵單位參展，聯同香港的代
表——尖東忌廉哥以及香港街貓寫真家Basa
的攝影作品，展期由即日起至9月3日。

新故事趣怪又得意
Wachifield 原本是創作者池田晶子的筆
名，後來才變成她所創作的故事主題，以及
皮革創作工作室的名稱。Wachifield故事圍
繞着主角達洋貓和牠的夥伴們展開，最新一

季的繪本作品與注重長
故事連貫性的前作不
同，為考慮拍攝動畫短
片的需要，新作多是以
四格漫畫短故事的形式
展現，池田眉飛色舞地
介紹道：「有故事說到
達洋貓去理髮店，理髮
師是一隻龍蝦仔，也是
首次登場的新角色，剪
髮剃鬚都擅長。還有故
事是講達洋貓和夥伴去
一間賣鐘錶的店舖，這
些鐘錶很奇怪，有的專
為下午茶時間而設，有
的 一 圈 有 十 三 個 小
時……」
談及第三季新作的創

作靈感，池田表示大多
以日常生活經歷作為主
題，穿插或趣怪或得意
的角色和物件。而主角
達洋貓的誕生則是以她
養的一隻寵物貓作參考，「貓的特性有趣又
吸引，我便開始想像，如果有一個貓作主角
的世界應該很有趣。一開始我沒有特別為達
洋貓設定怎樣的性格，牠的性格特點是隨着
故事的發展而慢慢確定的。現在的牠，比起
初時更加活潑開朗。」她說。

角色平面轉立體
池田晶子出生於日本東京都吉祥寺，Wa-

chifield是她很小就埋藏在心裡的一個幻想世
界，最早在自家閣樓上的工作室裡開始。她
20多歲時跟母親學習皮革的印染技法，對皮

革創作產生了興趣，將Wachifield當成作品
上的筆名。1976年，她開設第一家皮革工
坊，Wachifield也成了正式店名，那時的她
已開始用皮革創作立體動物公仔形象，所以
始終將皮革視為自己創作的根源。1984
年，她用彩色鉛筆和粉彩設計了一隻叫「達
洋」的貓作為皮革直營店的商標，在她心裡
醞釀的Wachifield世界和「達洋」貓的故事
就此展開，並於1988年出版以達洋貓為主
角的第一本繪本。
池田還圍繞Wachifield創作了小說及一系

列兒童讀物，使每一個角色的性格更加鮮

活，她說：「達洋貓喜歡睡覺，小兔瑪西勤
力工作，鱷魚依凡性格溫柔……牠們像我們
人類一樣，各自有不同的性格，故事雖然是
以動物做主角，但講述的也多是我們身邊的
生活小事。」池田透露自己會將不斷豐富
Wachifield世界作為畢生工作，現時正為明
年的Wachifield 35周年活動積極籌劃準備
中，展覽命名為「達洋的劇場」，用回皮革
做立體達洋貓公仔之餘也將各角色由平面逐
步轉為立體化，這也成為Wachifield未來新
的發展方向。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Wachifield畫家池田晶子：達洋貓人見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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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潮歌，人如其名的「潮」，皮帶扣的獅
頭閃閃發亮，訪問間隙不忘展示自己新

買的型格短靴。此次受邀於香港書展開講的
她未有著作出版，但「印象」和「又見」等
「實景演出」系列每日都在中國九大著名景
點上演，這些劇作正在為她書寫一本無與倫
比的「大書」。她坦言已收到多家出版社的
邀請和建議，或以自傳形式書寫自己的人生
履歷，或聚焦各個實景演出作品的創作歷
程，或將作品內容理論提純，「三個方向都
在考慮之中。」
香港對王潮歌來說是熟悉的，只是隨着年
紀的增長，對香港的印象也幾經更迭：從前
的香港是販售貨品新奇而充足的「花花世
界」，逛街購物總有豐富收穫，現在來港則
是因工居多，來去匆匆，住熟悉的酒店，吃
熟悉的餐廳，因太過親切而少了些着重感。
這次來港的講座，是她一直想傾訴的內容，
「將它放在香港書展中來討論是恰當的，因
為讀書的人不會失去對生活和未來的熱望，
看到清晨來書展排隊的讀書人，便會感覺到
香港未來的希望，來聽講座的人只要有一個
人受啟發而有所頓悟也是值得的。」她說。

36歲經歷人生巨變
「絕大部分人『死』於36歲」，這樣的講

座主題足夠吸引，對王潮歌來說，「兩個孩
子」的出世使她36歲的人生經歷了巨大轉
變，一個是她的女兒東歌自在，另一個是實
景演出作品《印象劉三姐》。「從那時起，
我的『印象』系列誕生，中國也開始有了自
己的文化產業品牌和系列。」其實從字面上
也不難理解，36歲既是本命年，也是人到中
年的一道「坎」：有人對生活失去好奇和熱
望，事業開始走下坡路，再無建樹；也有人
因這道分水嶺，翻天覆地再創新生命，「36
歲之後的我，更幸福，更坦然，更寬容，也
更無畏。」
事業的成功，家庭的和睦，這些順利卻不
是她幸福感的終極來源，用她的話說，自己
優秀而勤奮，事業和家庭理應如此毫無懸
念，「幸福感應來自於內心對生命的感觸，
不會有多餘的焦慮和恐慌，不會糾結於過往

的失誤，與自己、與生活達成和解，當擁
有的目標和志向愈遠大而清晰，邁向目標
的動作愈實在，就愈不會囿於眼前的阻礙
和過程中的閃失。」她這樣總結道。

中國藝術舞台幸虧有她
提起王潮歌，繞不開的是她創排的《印

象劉三姐》、《印象麗江》、《印象大紅
袍》、《又見平遙》、《又見五台山》等
「印象」和「又見」系列演出，常成為每
個景點最吸引遊客的旅遊項目。「如果中
國沒有一個叫王潮歌的人，沒有這些系列
演出，我們的文化藝術舞台可能已被外國
攻陷了。」她回憶道：「當年，做音樂劇
是最『高大上』和最有生命力的事，很多
藝術家去外國學習，很多院校也成立了相
關科系。但我認為，音樂劇的音樂和演出
方式都來自外國，而我們有自己的民族音
樂、語言和藝術，為什麼不將它表現出來
呢？所以在《印象劉三姐》中沒有故事，
有的是山水中打魚、唱山歌的鄉民，當然
初期聽到了很多反對的聲音，文化人說我
們采風不夠，沒有完全展現當地少數民族
的豐厚歷史和文化習俗，導遊質疑我們沒
有故事，更沒有明星，誰會買票入場？我
一概不理。現在，《印象劉三姐》成了桂
林旅遊的『臉蛋』，演出至今13年吸引了
幾千萬的觀眾。」
「印象」系列的成功在旅遊界掀起熱潮，

成為眾人爭相效仿的對象，一時間打着「印
象」旗號的實景演出多達幾十個，她稱自己
並不曾因被不斷模仿、抄襲而氣憤，「因為
有了我，才有了他們的作品，而因為有了他
們，中國才有愈來愈多自己民族的作品。」
總結她在實景演出各方面的突破理論太多，
她卻稱自己是憑着藝術家的直感和對未知領
域的好奇，自信滿滿一路前行，不曾因困難
險阻而改變初衷。

發掘自身無限潛力
王潮歌上世紀60年代生於北京，畢業於中

國傳媒大學導演專業，被稱為中國最具創新
精神的導演，當今文化產業領軍人物。她是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
核心創作團隊中唯
一的女導演、張藝謀「印象」系列實景演出
的實際操作和執行者，與張藝謀、樊躍一起
被譽為導演界的「鐵三角」。
她坦言自己不畏懼流言蜚語，卻也不習慣

參考吸收他人作品的「好」，她認為自己身
上還有無限潛力有待發掘，「別人做過的東
西我一定不碰。」當年的「印象」系列她與
張藝謀、樊躍搭檔，到了「又見」系列從編
劇到導演多是她一個人做，從平遙到五台山
和敦煌，再到明年將公演的《又見馬六
甲》，與「印象」系列完全不同，「又見」
系列突破了原來利用山水實景的佈景，將演
出挪到了室內劇場，打破舞台和觀眾席的劃
分界限，邀請觀眾在觀劇過程中步行穿過不
同形態的主題空間，觀眾有時像看客，有時

又像親歷者。她說：「在
觀眾行進的過程中，我會
清晰而強烈地把這裡的故
事講給他們聽。」
在王潮歌的眼中，「印
象」和「又見」都已經成
為過去式，她現在又將要
打造一個新的系列——

「只有」。她介紹道：「我希望自己的每一
次創作都是優秀的顛覆重建，毫無前作的痕
跡，而新的戲劇理念就是要打破限制。『只
有』系列將是一個劇場群，觀眾從買票入場
的一瞬間開始便已參與其中，一舉一動都是
戲劇的一部分。我希望觀眾不是機械式地體
驗，而是在每一個劇場都可以獲得自身行為
被戲劇化的豐富感受。」
王潮歌透露，策劃中的新系列是將坐落於

河南鄭州的《只有河南》，講述中原歷史和
河南人的品質，放大人性中閃光的善，另外
還有計劃設於河北廊坊的《只有紅樓夢》，
「兩個月間我還沒開始進攻劇本，還在思考
如何將觀眾的生理行為與戲劇藝術相結合的
問題，創造一種『藝術生理』。」

「我是中國的『票房王』，每天早晨一睜眼，就有幾萬人在看我的作

品。」擅長實景文化藝術舞台表演的導演王潮歌一口地道的北京腔，講話

坦率而直接。從「印象」到「又見」系列，再到籌劃中的「只有」新嘗

試，一部部創新作品雅俗共賞卻直擊心靈，談及創作，她總是無比自豪：

「別人做過的我不碰，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完全的顛覆重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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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見 」 和 「 只
有」的理念，難免讓人
聯想到上海引進的「浸
入式戲劇」《不眠之
夜 》 （Sleep No
More），王潮歌直言
自己反感這種簡單的對
標，「有誰做出點新鮮
的好東西，立刻有人跳
出來說誰之前做過，其
實中國很多原創，只是
原創的藝術家勢單力
薄，還沒來得及把自己
的好東西推出去，就被
扣上了參考國外先進的
帽子。」
「《不眠之夜》應

該像我學習！」她說：
「《不眠之夜》的行走方式
是和觀眾的冷淡隔離，讓觀
眾被動因好奇而行為上跟
隨，情感上的觸動幾乎沒
有。但《又見平遙》不一
樣，眼窩淺的觀眾一定含着
眼淚出來，這種對祖先和血
脈的情感，外國人是無法理
解的。無論是戲劇觀念、導
演技術還是觀眾感受，《又
見平遙》都要好過《不眠之
夜》。」《又見平遙》每年
有幾十萬的觀眾，遠遠多於
《不眠之夜》，但後者的名
聲卻比前者響亮，也更廣為
人知。究其原因，她認為是

媒體導向所致——外國引進比中
國原創優先，明星電影比原創演
出優先，「這種不平等並非在於
藝術作品本身，而是存在於人們
的思維固式之中，好在這種情況
已經有所改變，《又見平遙》和
《又見敦煌》的觀眾多了慕名而
去的文化圈中人。」
不禁問她，最吸引中國觀眾的

演出是什麼？她卻表示，這不應
是藝術家思考的問題，若以觀眾
為中心創作，既失去了自我，也
不會有大好前景。「過多地考慮
市場和受眾需要，就會變成諂媚
的狀態，我們總是低估觀眾，這
不應該，其實觀眾太聰明了。我
不屑於追隨網絡流行語和當紅小
鮮肉，創作對我來說更多的是發
自本心的流露，當你在作品中把
自己不吐不快的話說出來，真誠
地有感而發，就一定會得到同類
的認同。」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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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潮歌任導演之一的王潮歌任導演之一的《《印印
象劉三姐象劉三姐》》是中國第一部山是中國第一部山
水實景演出水實景演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王潮歌稱自己在王潮歌稱自己在3636歲經歷人生巨變歲經歷人生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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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潮歌與張藝謀王潮歌與張藝謀、、樊躍樊躍
共同開創了中國實景演出共同開創了中國實景演出
之先河之先河。。 主辦方提供主辦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