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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張恨水
逝世50周年。張恨水之女張正日前
在江西黎川接受採訪時表示，父親
為人正直，一生精進不已，是一個
不斷追求、不斷探索、不斷前進的
作家。
當日，張恨水國際文學研討會暨

「張恨水（黎川）國際文學周」在
贛閩兩省交界的江西撫州市黎川縣
開幕，張恨水之女張正出席了活動
並為新修繕的張恨水舊居揭牌。
張恨水，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

國最走紅的作家之一，以《春明外
史》、《金粉世家》、《啼笑姻
緣》等小說風靡中國，傾倒無數男
女。
站在黎川老街南津碼頭這棟有着

200多年歷史的老宅前，張正顯得
尤為激動，「我是第一次來到這
裡，感覺又來到父親的懷抱。這裡
是父親小時候學習的地方，也是我
非常崇拜和嚮往的地方。」
1905年初春，10歲的張恨水隨身

為清末地方稅務官員的父親，沿贛
江上游的黃金水道，乘着瘦瘦窄窄
的烏篷船，一路風塵從黎川南津碼
頭上岸來到這裡生活。在很多人心
中，黎川其實是張恨水文學夢的啟

蒙地和起始點。這裡的山水人情、
廊橋碼頭、老街小巷、文化氛圍，
熏陶並啟蒙了張恨水的文學夢。
「沒想到老宅保存得這麼好，說

明當地人對文化的尊重、對我父親
的厚愛。這個民風淳樸的地方，對
父親的文學功底也打下了很好的基
礎，非常感謝。」張正稱。回憶起
離開自己半個世紀的父親，她說：
「我認為父親是一個熱愛祖國、熱
愛民族、熱愛文學的人。他為人正
直，一生精進不已，是一個不斷追
求、不斷探索、不斷前進的作
家。」
張恨水一生創作了120餘部中、

長篇小說和大量散文、詩詞、遊
記，共3,000餘萬字，被尊稱為現
代文學史上的「章回小說大家」和
「通俗文學大師」第一人。對此，
張正認為，父親有着深厚的傳統文
化修養和得天獨厚的天賦，但他創
作文學的思想是「有容乃大、虛懷
若谷、海納百川」，就是別人的意
見他聽得進去，會不斷用批評的意
見來促進自己文學的發展。
「弘揚民族文化，建立起民族自

信心，這是父親從事文學創作以來
一直想做的。而他一生奮鬥的目標

就是，把中西方文化傳統結
合起來，創作出符合新文藝
的作品。」張正說。

文：中新社

「寧捨一頓飯，不捨二人轉」，這句俗語在
中國東北老百姓口中流傳甚廣，足見二人轉曾
經在他們生活的重要位置。面對多元現代文化
的衝擊，老百姓「捨飯看二人轉」的情形逐漸
遠去。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東北二人
轉藝術也面臨傳承之「危」，以傳統正戲見長
的北派東北二人轉就是其中縮影。
東北二人轉國家級傳承人、北派二人轉演員
趙曉波介紹說，東北二人轉分為兩派，以遼寧
為代表的南派重說口，以黑龍江為代表的北派
重唱腔。北派東北二人轉注重唱腔優美，唱詞
時而詼諧幽默，時而婉轉淒涼，富有生活氣
息。
在上世紀電視、電腦尚未普及的年代，北派
二人轉的「接地氣」表演深受老百姓喜愛。無
論是在農村田間地頭的小型演出，還是城市裡
的大小劇場，北派二人轉都擁有大量「粉
絲」。然而，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觀眾的選
擇愈來愈多。與部分傳統戲曲一樣，北派二人
轉的觀眾逐漸流失，不少「80後」、「90後」
年輕人更是對純粹的北派二人轉知之甚少。
東北二人轉省級傳承人、綏化市北林區文工
團團長徐德忠說：「就拿二人轉中著名的戲目
《王美榮觀花》來說，演員一字一板地唱出
來，需要很多功夫和講究。現在一些年輕觀眾
聽不明白，演員自己也會有失落感。」他表
示，部分年輕觀眾沒興趣，使得一些城市裡的
二人轉劇場將傳統正戲換成大量說口、流行歌
曲等表演。在不少地方的劇場裡完整的北派二
人轉演出甚至「一戲難尋」。一些悲觀者甚至
認為，北派二人轉若後繼無人總有一天會「無
人轉」。
在教授二人轉課程的黑龍江藝術職業學院綏
化分校，優秀生源的短缺常令經營者困擾。唱
了一輩子戲的黑龍江北派二人轉演員劉慧軼

說：「現在社會上有太多
的職業可以選擇，想走職
業二人轉演員路子的孩子
確實沒有以前那麼多
了。」
儘管一些年輕觀眾對北

派二人轉「不感冒」，但
不少藝術家相信，它仍擁
有廣泛的觀眾基礎，「無
人轉」的情形不會出現。
趙曉波與黑龍江省許多二
人轉演員每年都在文化部
門的組織下送戲下鄉，農
民觀眾的看戲熱情超出想
像。「有一次下大雨，不少人在雨中打傘堅持
看我們演出。車廂搭的簡陋舞台很快積了水，
觀眾就給我找來磚頭墊着。還有的農民觀眾，
與台上的演員同哭同笑，散場後久久不願離
去。」
不少東北二人轉傳承人表示，作為一項來自

民間的藝術，二人轉的開放、包容和不拘泥使
它能夠在藝術舞台上保持生命力。北派二人轉
的傳承者也在不斷探索，使二人轉的表演內容
更加貼近生活。
2012年，哈爾濱市雙城區青年謝尚威徒手接
住墜樓少年的事跡感動中國網民，被稱為「最
美叔叔」。雙城區東北二人轉保護中心根據這
一故事改編的二人轉《壯麗青春火樣紅》，用
生動活潑的表演形式展示這一正能量義舉。去
年，黑龍江省海倫市北派二人轉傳承保護中心
排演的拉場戲《海倫往事》，演繹了海倫縣一
個小山村村民團結抗日的故事，在北京、黑龍
江的演出受到歡迎，掀起一陣熱潮。「這些作
品啟示我們，二人轉是『接地氣』的藝術，我
們必須演繹『接地氣』的故事才能獲得觀眾認

可，這是北派二人轉未來發展的機遇。」哈爾
濱市雙城區東北二人轉傳承保護中心主任、北
派二人轉演員姜永山說。
作為東北二人轉國家級傳承人的趙曉波如今

在海倫市從事北派二人轉的傳承工作。她的藝
術創作多年沒有間斷，錄製的許多音像資料已
經成為北派二人轉的珍貴素材。在趙曉波的學
生中，一批年輕的北派二人轉演員正在成長起
來，他們平均年齡只有十六七歲。這些「好苗
子」需要在這裡夯實基本功，未來一部分人將
進入專業劇團，成為職業二人轉演員。
「學習二人轉需要慢工出細活，不能急功近

利。這些孩子還肩負着傳承北派二人轉藝術的
責任。」趙曉波說。
而徐德忠正在研究與專業藝術院校合作共同

培養年輕二人轉演員，使他們不僅能夠學習傳
承二人轉藝術的精髓，也能掌握更多的文化知
識，獲得更高的學歷，得到更多的社會認可。
不少受訪的東北二人轉傳承人說，讓北派二人
轉後繼有人真正實現「萬人轉」是最大的夢
想。 文：新華社

「無人轉」還是「萬人轉」？
—北派東北二人轉傳承的「危」與「機」

張恨水之女憶父親：
他為人正直 一生精進不已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發起了玻璃工
作室運動（The Studio Glass Move-

ment），使得玻璃不再只停留在工廠裡，而是
走到了藝術家的工作室中，玻璃也不再限於只
屬功能性的東西，也可以作為藝術媒介，為玻
璃媒材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時至今天，玻璃
作為裝飾品及用具，已隨處可見，然而，相比
起其他藝術形式的展覽，玻璃展覽卻少很多，
究竟玻璃創作在香港有何困難之處呢？玻璃除
了作為工藝品以外，還有藝術的可能性嗎？

所需設備較多
黃國忠，於一九九三年創立香港玻璃工作
室，其工作室現設立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JCCAC），既從事玻璃創作，也開班教學，
積極推廣玻璃藝術。當年，黃國忠專門到台灣
學習玻璃製作技術包括吹製、鑄造，同時，他
亦在思考如何把吹玻璃的技術帶到香港。有別
於繪畫創作，製作玻璃和陶瓷一樣，都需要一
定設備，如熔爐，而若要進行玻璃吹製，所需
的設備則更複雜。最初，黃國忠的工作室設於
工廠內，八年前搬到JCCAC，對他而言，始終
該地是藝術空間，藝術氛圍也比較好。
相比起工廠，雖然藝術空間的氛圍較好，但

和其他範疇的藝術家都面對同樣的困難，就是
租金問題。以現時為例，他所租用JCCAC的
工作室每月須繳付兩萬多元的租金，而本地的
藝術市場始終有限，藝術家亦不能單靠賣藝術
品為生，尤其在香港，玻璃作品的市場亦較其
他藝術品的出路窄，變相需要開辦課程，做教
育，以維持開支，而藝術家本身的創作時間亦
相對減少。當然，他認為開班教學亦有好處，

起碼可以讓更多人接觸到玻璃創作。

缺乏展覽場地
在香港，相比起其形式的創作，玻璃展覽確

實少得多，更別說大型的聯展。年初記者曾於
灣仔會展參觀過玻璃展覽，展出香港及台灣藝
術家的玻璃作品，記憶中，算是較大型的聯
展。玻璃作品鮮能在畫廊展出，是有原因的。
黃國忠指出，據香港一大型藝術機構的說法，
指出玻璃並非藝術品，而是工藝品，因此勸畫
廊不要展出。若畫廊不能展出，那麼在香港有
專門展玻璃的藝廊嗎？黃國忠告訴記者是有
的，當時他曾聯絡其中一間位於黃竹坑的玻璃

藝廊欲辦展，可惜得來的消息是準備結
業了，「之前有兩間藝廊已結業了，這
間的命運亦如是。」
相比起香港，台灣則不同了。來自台

灣的王鈴蓁(Sunny)，早年留學澳洲，現
為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助理教
授，是該校唯一一名教授玻璃課程的老
師。她指出台灣政府對玻璃這一範疇是
挺支持的。她表示，在台灣的新竹市，
當地有玻璃工藝博物館，每兩年舉辦一
次國際玻璃藝術節，匯聚來自不同國家
或地區的玻璃名師的作品。她補充，除
了玻璃工藝博物館外，台灣當地對工藝
發展也是非常支持。例如在位於南投縣
草屯鎮有屬當地「文化部」的台灣工藝
研究發展中心，她表示該機構很被「re-
spect」（尊敬），專門用於研究工藝文
化，培養工藝人才。反觀香港，卻只有
香港藝術館、香港文化博物館。

Sunny笑言她在台灣辦展覽沒有人跟她要過
場地費，「台灣每個地方的縣政府都有文化中
心，有的文化中心也不止一個展覽，在那裡做
展覽，都不用錢，還有其他的美術館、藝廊，
也從來沒有要過場地費，可是在香港，收取場
地費卻是很平常的事。」
而黃國忠則表示，當年他在台灣參展時，有

一個小本子是讓參觀者寫下心得之類的，有香
港人就寫道為何台灣有這類型的展覽，而香港
則沒有。「康文署是香港最大的場地供應，可
是場地長期爆滿，很難申請，而我們很希望多
辦展覽，希望讓更多人認識和接觸玻璃作
品。」他說。

港藝術市場不活躍
和兩位藝術家談到藝術，少不
免拿香港和其他地方作比較。談
到韓國，黃國忠指出，當地法例
明文規定承建大型建築項目時須
預留一定費用及空間用於公共藝
術。在香港，不乏把藝術品放置在
大廈的例子，可惜他們未必青睞本
地的藝術品，而在韓國，當地政府
則規定要購置本地的藝術品，並且
要展示出來。「在香港，他們會傾向
選擇知名的藝術品，反而較少購買本
地的藝術品。在韓國，大廈樓梯會見
到藝術品，開發商會根據大廈所屬的
風格，購買適合的藝術品。」
黃國忠認為在visual art方面由政府

資金介入用處不大，政策上規定支持本
地藝術品更有效，以韓國為例，當實行
上述措施時，政府不用花一分錢，但卻
使當地的藝術市場很活躍，他指出最重
要是令藝術品有市場。「在首爾當地有
很多較小型的藝廊，供人們購買藝術
品。當藝術市場活躍，意味材料生產商、
藝術工場都『有工開』，藝術學生有未
來。香港藝術無市場的其中之一原因是不
肯培養觀眾。」他說。而Sunny亦表示，
台灣無論是對玻璃工藝發展，甚至是整個
藝術行業發展的支持，比起香港，都多很
多，單是以展覽場地來說，便可窺探一二。
她補充道，現在香港常提及創意產業，但在
台灣，創意產業發展起步比香港早很多。

每年香港總有大大小小的藝廊展覽及Art

fair，展場裡我們會看到不同風格的畫作、雕

塑及藝術裝置等，但卻鮮有出現玻璃作品。

在香港，玻璃的展覽相比起畫展，還是少很

多，令玻璃作品總處於尷尬的地位。在香港

和台灣從事玻璃創作多年的兩位藝術家對香

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香港無論是場地或是支

援政策，對本地玻璃創作，甚至整個藝術圈

子的支援均顯不足，令香港玻璃創作遠不及

台灣、韓國等地。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玻璃是工藝品還是藝術品，爭論多時。兩位藝術家又
怎樣看待呢？Sunny認為：「這個問題被問很多年了，
我認為沒有必要下定義。」「我覺得要看創作人當刻
創作的出發點。做一個漂亮的杯子，沒有藝術概念，
那它就是一個很好的工藝品。若果我今天要做的作品
是表達一種人生態度，或一個觀念，以藝術手法表達
作品，那就是一個藝術作品。」
Sunny則認為，玻璃確實是需要工藝技術來支持，
日本對工藝和藝術沒有高低之分，而在華人社會，
藝術的地位則比工藝要高。有人適合停留在工藝階
段，有人則既可以做工藝家，也可以同時是藝術
家。對於玻璃的藝術價值，Sunny認為這不是看一
個單一的觀點，也沒辦法下一個統一的定論，到最
後都是要看個人的出發點。
玻璃被拒於藝術大門之外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它
太靚，被視為是裝飾品。黃國忠認為，玻璃靚的
好處是可以作裝飾品，但亦因太靚，亦令玻璃變
得不「當代」，成了一件裝飾品。他認為玻璃很
獨特，雖然靚的玻璃被當成裝飾品，但其實玻
璃也可以很多元化，「玻璃也可以『好唔
靚』，以歐洲藝術家為例，因為當時他們都是
用很平價或是回收得來的玻璃做作品，所以在
他們成名前所做的作品都不漂亮，不通透，又
黑又灰，但那時的作品則較『當代』。」

在香港，雖然玻璃市場不大，然而，
在香港浸會大學的視覺藝術學院則有
玻璃課程可供同學修讀，而設備也絕
不遜色。據Sunny介紹，在2015年以
前，浸大視藝學院是全中國唯一一間
有提供玻璃吹製技術的學校，及後在
2016年起，內地才有兩間學院亦引
入了該技術。Sunny表示，該課程可
供大學二年級至四年級的同學修
讀，一個學期教授約四十名學生。
Sunny表示：「我們做的是學院
教育，技術是入門，一開始要教會
學生玻璃的材質，學好基本功，接
下來就是自己的創意了。香港地
方少，不能說有很大的設備，我
們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十年
前開課程時，學生也不知道未來
在哪裡，第一批學生是開荒拓
土，大家也是憑着一股熱誠。
學生做玻璃創作這一範疇跟其
他媒材不同，玻璃創作較需要
時間，而且玻璃媒材較貴，如
果沒有很大的熱情，就容易死
在『沙灘』上。」

價幾何價幾何？？玻璃創作玻璃創作
玻璃是藝術？是工藝？

浸大視藝學院培養人才

■張恨水之女張正（中）與
其他嘉賓共同為新修繕竣工
的張恨水舊居揭牌並合影。

中新社圖

■■《《海倫往事海倫往事》》演繹了海演繹了海
倫縣一個小山村村民團結倫縣一個小山村村民團結
抗日的故事抗日的故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有開辦玻璃的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有開辦玻璃的
選修課程選修課程，，製作玻璃的設備十分齊全製作玻璃的設備十分齊全。。

■■年初在灣仔曾舉行年初在灣仔曾舉行「「矽說百分百矽說百分百」」的港台藝術家的港台藝術家
玻璃聯展玻璃聯展。。

■■SunnySunny 現為香港浸會現為香港浸會
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助理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助理
教授教授，，專授玻璃課程專授玻璃課程。。

■■在黃國忠的工作室中在黃國忠的工作室中，，到處都見到玻璃作品到處都見到玻璃作品。。

■■黃國忠即黃國忠即
場示範場示範「「做做
玻璃玻璃」。」。

■■在黃國忠的工作室內
在黃國忠的工作室內，，有多台設備供教學之用

有多台設備供教學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