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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摸着光滑細膩的陶瓷，如今手捧大
澤哲哉的作品，雖有點不習慣，但卻充滿
驚喜。現年三十三歲的日本陶藝家大澤哲
哉（TETSUYA OZAWA），其作品的表
面滿佈刻意磨擦出來的裂痕，配搭簡樸用
色，分明是一種溫柔的躁動。他的作品不
是以高端的姿態呈現在我們眼前，透過作
品，他想告訴觀眾，有時看似瑕疵的東
西，換個角度看，也可以是另一種風景。
數件出自大澤哲哉之手的食器作品靜靜
立在架子上，簡樸的用色，儘管表面滿佈
任性的裂痕，在柔和的黃燈照射下，仍掩
蓋不了那份率性的明淨。在他心目中，日
本食器有着高高在上的地位，令人為之傾
慕、憧憬。這次，他把作品帶來香港，與
我們見面，除了冀港人能對日本食器有更
深的認識外，他特別希望與他同年代的香
港朋友，能感受到他創作那份熱誠與想
法。
與大澤哲哉一同展出作品的，還有另一
位陶藝家KEICONDO，他出生於陶器產
地茨城縣笠間市，經過各種學習和工作後
在笠間自立工作室。他希望走向世界，為
大家提供有品味的生活食器。他表示，食
器的使用會為日常帶來變化，自己藉着富
溫暖感的黃色釉藥跟陶器本身的堅硬感
覺，希望做出在大自然中如木與石般質感
的器物，「它為我帶來期待會有什麼食物
盛載的快樂與苦惱。」

大學讀陶藝拜名師
日本的岐阜縣多治見市，被濃厚的陶藝
文化包圍，而生於當地的大澤哲哉，從小
受到該文化的薰陶，與陶藝結下不解之
緣。「當地的小朋友自小就在學校裡接觸

陶藝，我亦不例外，我仍記得，初次觸摸
到土壤的一刻，我已深深愛上它了。」他
說。到了中學時期，他心裡已萌生了當陶
藝家的想法，他告訴記者，在日本，若果
想成為陶藝家，有不同方法，而他則選擇
入讀名古屋陶藝大學，修讀陶藝。對於自
己的孩子要在大學選讀藝術，相信很多家
長即使不反對，也有怨言，但大澤哲哉的
家人卻對他抱萬二分的支持，他直言家人
的支持令他非常感恩。
大學畢業後，他拜著名陶藝家吉川正道

為師，跟名師學藝長達九年。跟名師學
藝，大澤哲哉笑言最大的印象是辛苦。
「弟子通常沒有太多薪水，而勞動工作的
時間則很長，早上便要到工作室，協助老
師完成作品，若碰上老師辦展覽，分分鐘
要做到凌晨三四時。」他說。然而，雖然
辛苦，卻令他明白到做陶藝的真諦。「我

所學到的不止是做陶藝的技術，而是學懂
思考問題。你要清楚明白自己究竟要做什
麼，想透過作品表達什麼意念，只有釐清
這個問題，才能透過作品去打動別人的
心。」除了學懂思考外，擅長創作青瓷的
吉川正道其創作風格，也影響着大澤哲
哉。「師傅以創作青瓷為主，顏色較為樸
素，我的作品用色也如是。當簡約風格的
作品拼湊在一起時，就好像一幅美麗的畫
作。」

作品着重細節
眼前大澤哲哉所帶來的每件作品，不是

色彩斑斕，而是淡雅樸素。訪問當刻，他
指了指訪問場地那由白色瓷磚鋪設而成的
牆，由於年月的關係，部分瓷磚露出裂
紋，不再光滑平整，而牆子的風格，和他
的作品那刻意追求的粗糙感，有異曲同工
之妙。他告訴記者，這些紋理，是他刻意
用砂紙擦出來的，此外，有時燒製作品時
亦會自然產生裂紋，「這些因燒製而產生
的裂紋是自然而成，我很喜歡這種自然的
質感，而裂紋亦恍如一幅抽象畫般，很吸
引。」他說。
記者是陶瓷的門外漢，看慣光潔平滑的
作品，而那些作品對大澤哲哉而言，則顯
得過於完美了，他不喜歡。「日本人的美
學意識並非要追求純正完美，即使當中有
一個缺點，但亦可以從中尋覓到另一種景
色。假設一樣事物有十個缺點，但在我眼
中也可以是十個優點，視乎用什麼角度
看。」他說。
大澤哲哉笑說自己不追求完美，可是從

他的創作中，卻可看出他那份力臻完美的
性格。今次他帶來的其中一件作品是咖啡

壺，對本身不是從事與咖啡有關的行業的
他來說，要做這個咖啡壺，事前必須做足
準備功課。「製作咖啡壺時要注意很多細
節，例如紋理上的距離，或者是滴壺上的
孔的大小，這些設計，其實都影響咖啡的
味道，我必須搜集資料，遵循固有的模
式。」他說。其間，記者提起了滴壺，
「杯耳剛好放得入兩隻手指，因此拿得好
穩定。始終這些都是生活上的用品，作為
有責任的人，所做出來的東西要適切實
用。」他說。
訪問過程中，大澤哲哉向記者透露了一

件事。「當時我約二十八九歲吧，還在跟
師傅，未有人認識自己，那時我會把自己
的作品帶到陶藝市場賣，當時有一個陶瓷
店舖的買家看中了我的作品，說很想買我
的作品，那時真的很高興，至今仍很難
忘，初嘗有人賞識的滋味。」他說。如
今，慢慢有更多人認識大澤哲哉了，憑着
他那股對創作的執着及對細緻位的極致追
求，未來，他的路，應能走得更遠。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慧恩

大澤哲哉的陶藝美學：不完美中尋完美
《日日和器》香港藝穗會
日系新銳陶藝家展覽

大澤哲哉 x Keicondo
地點：藝穗會冰窖
日期：由即日起至11月30日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紅遍香港及日本的
歌手陳美齡，去年出版著作《50個教

育法 我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史丹福》，至今
已出至第11版銷量數萬本，成為三聯書店
的暢銷書籍。她七月再於書展發佈新書
《人生的38個啟示——陳美齡自傳》，坦
言當初受到三聯邀請寫自傳時，感覺自己
似乎未到要寫自傳的地步，她笑說：「通
常自傳或者是去世之後別人幫忙寫成，或
者是還剩一口氣掙扎寫出來。但李安則堅
持讓我分享自己在日本的經歷，認為香港
觀眾對我在日本的經歷並不知曉，有一片
很大的空白。我幾番退讓都抵不過她的堅
持，也希望喜歡我的朋友多些認識我。」
此書日前入圍了香港第四屆「金閱獎」。

寫自傳帶給讀者啟示
陳美齡於是動筆開始寫這本自傳，第一
次以中文寫書的她此次毫無詳細計劃，也
不會賣弄寫作技巧，只是將記憶中最深刻
的經歷呈現於紙上，由心出發的內容愈寫
愈多，「寫的過程好像進入了時光隧道，
坐上了忽高忽低的情感過山車，當中有笑
有淚，有時開心地不由自主唱起歌來，有
時又會感覺抑鬱和痛苦。寫自傳這件事對
我來說是好的，使我更加感到自己在人生
中受到了很多恩惠，每個人生難關都有貴
人相助，也受到了很多寶貴的啟示，這便
是書名的由來。」
寫作的過程同時也是人生的回顧，常會
獲得新的體會和感觸，她坦言過去的經歷
無論歡笑或淚水都是豐富人生的一部分，
也讓自己更加感激曾幫助過自己渡過難關
的貴人，也藉此加深了與身邊好友的感
情。書中同樣涉及陳美齡與丈夫的戀愛結
婚過程，「雖然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但也

不能講大話欺騙讀者，我也有提到回到母
親鄉下、父親去世和自己剛考到車牌後飛
車的事。讀者也給了我很多反饋，每個人
受感動、找到共鳴的地方都不同。」

鼓勵學生自由發展
從《50個教育法》，到《40個教育提案
把快樂帶回給香港學生》以及今次的自傳
《人生的38個啟示》，陳美齡的書似乎偏
愛以數字作名，她笑說自己也曾思考是否
為自傳改一個更感性的書名，但最終決定
着重強調書中38篇內容所描述的「38個啟
示」，希望書中內容也可帶給讀者幫助和
啟發。她同時表示，自己的首本自傳銷量
很好要加印，對自己是很大的鼓勵，正在
選擇出版社推出日文版，同時她也忙於書
寫新的日文教育書籍。
再談起《40個教育提案》的創作理念，
她稱是在第一本書的分享會上聽到不少家
長吐苦水，小孩子夾在教育制度和父母之
間備受壓力，家長一方面要逼迫孩子努力
以競爭，一方面卻又對他們的辛苦於心不
忍，「於是我便開始研究香港的教育制
度，也參考了一些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制
度，取長補短，寫了這本《40個教育提

案》，希望有所幫助。香港的教育制度不
是差，而是『一試定終生』的評估給各方
施加的壓力太大，也缺乏彈性，對制度的
適應會犧牲學生和老師的成長空間。如果
制度可以從多方面培養學生認識自己，給
他們多些空間自由發揮個人特長，而不是
一味去比較成績，便會減少學生和家長兩
方面的壓力，也會使他們想到現在的我們
想不到的事情，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正需要
這樣的人才。」
她同時提出，世界瞬息萬變，昨日事很

快變得陳舊過時，何況是殖民地時期延續
至今的教育制度？「香港教育界有資源，
還有一班具有熱誠的人，所以一定做得
到，只是需要時間，我們應該給予家長和
學生更多的信任，而不是只允許考試叻的
學生出人頭地。目前想要在快樂和競爭中
找到平衡點還是困難的，畢竟個人離開制
度需要很大的勇氣。」她說。
她同時對香港的中學分「band」制度表

示不滿，認為其中充滿了歧視性，會令到
進入「Band 3」讀書和教書的學生和老師
產生自卑，渾噩過活，是對其成長空間的
限制。「當然除了學校，家長和同輩在教
育中的參與也非常重要，畢竟老師面對幾
十個小朋友，不可能比家長更了解小朋友
的特性。我建議家長多以鼓勵代替評估，
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自我肯定會提升他
們自主學習的能力。」

從歌手到教育博士
原來陳美齡於大學時已修讀兒童心理

學，在加拿大生了長子，翌年攜帶嬰兒到
電視台等工作場所，因結婚生仔後繼續
「拋頭露面」而和一些持有反對意見的人
進行了「美齡論爭」，她也受邀進入美國

史丹福大學讀教育系博士課程，「史丹福
教授說我對男女的社會關係缺乏認識，以
明星的身份出現只會受到爭論打擊，若我
能夠加深這方面的認識，就有機會回日本
為下一代的女性爭權利。」當時陳美齡已
畢業多年，幾經猶豫，才在老公的支持下
選擇報考，獲錄取後已懷了次子，再次想
放棄的她又獲得教授支持，還介紹幾位同
樣的媽媽博士給她認識。回憶起讀博士的
經歷，她表示自己從未後悔，反而非常享
受這個吸收知識的過程，眼界也變得開
闊。「人類是平等的，為什麼女人婚後就
不可以追求自己的夢想，為什麼做了媽咪
就不可以繼續學習？」通過這場社會論
爭，日本的勞動母親和女性的立場也重新
受到關注，「雖然那時不斷被各方批評很
傷心，但好在最終對社會有了一點貢獻，
現在的年輕人境況好了很多，藝能界也多
了媽咪帶小朋友去工作。」
陳美齡現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亞洲親善大

使，今年曾到約旦、黎巴嫩和土耳其探訪敘
利亞的難民，關注兒童勞動和婚姻問題，感
慨戰爭的最大犧牲者永遠是兒童。「難民為
了生活，至少有一半的男童都在做廉價勞
工，女童都被逼迫早早嫁人，因為戰爭，他
們都失去了完整的童年。我們努力說服他們
只做半日工，和當地學校聯絡使他們可以讀
半日書，盡力幫助他們。」
談起未來的計劃，她在教育方面的努力不

會停止：一項是分別適合0至18歲閱讀的教
育界嚴選「有益圖書表」，鼓勵閱讀的同時
也消除家長選書時的迷茫；另一項是為照顧
兒童的工人和老人開辦的培訓課程，「0至
3歲時兒童成長的關鍵時期，有很多問題要
注意，但香港很多時候並不是父母親自照顧
小朋友，這就需要一個培訓的課程。」

由一代歌手，轉身成為教育學博士，陳美齡過往撰寫的書籍既有談教

育孩子的經驗心得，也有觸及香港的教育議題。將三個兒子送入史丹福

之後，她笑言雖想念但不必再被「困身」，可以有更多時間繼續自己的

事業，彷彿進入了人生的另一個新階段。再談及香港教育制度，她冀望

可以增加彈性，不要過度關注眼前的成績，而是以新思維鼓勵學生的自

由發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攝：彭子文

陳美齡的教育書同樣在內地出版了簡
體字版本，藉此於內地各城市舉辦分享
會和講座，關於內地的教育制度，她表
示自己了解的不夠深入，卻也知道內地
正在進行教育改革，「改革特別是針對
高中，將其改為學分制，修滿學分即可
畢業，讀的科目只要在公開試中取得合
格即可，學生不需要過於顧慮分數，而
且隨時可以參加考試，考過無需再讀，
考不過可以再考。讀書特別叻的學生可
以很快考完，便擁有自己的時間或準備
高考，或從事自己喜愛方向的研究都可
以。這種教育制度很先進，如同為學生
度身訂造，改革得特別好，如果改革成
功非常值得佩服。相比之下，香港的教
育制度過於注重當前的成績，不夠遠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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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進入人生新階段進入人生新階段 更關注教育更關注教育

反對香港中學分反對香港中學分bandband制度制度

陳陳美美齡齡

■■陳美齡於今年書展講自己的創作經陳美齡於今年書展講自己的創作經
過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黑色、啡色和白色是大澤哲哉在作品中最
常用的顏色。

■■看似簡單的咖啡壺看似簡單的咖啡壺，，大澤哲哉卻需花大澤哲哉卻需花
不少時間做資料搜集不少時間做資料搜集。。

■看似普通的碗子，其實碗邊的斜度都要經
過計算。

■■大澤哲哉表示最愛簡樸元素的作品大澤哲哉表示最愛簡樸元素的作品。。

■■陳美齡寫陳美齡寫
自傳是將記自傳是將記
憶中最深刻憶中最深刻
的經歷呈現的經歷呈現
於紙上於紙上。。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陳美齡稱正在做適合陳美齡稱正在做適合
00至至1818歲閱讀的歲閱讀的「「有益有益
圖書表圖書表」。」。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