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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的胡瀟勇全神貫注在一方
硯台上，各種工具輪番上場。儘管
已是初涼9月，不一會兒，她的臉
上就有了細密的汗珠。有7年製作
歙硯經驗的胡瀟勇正參加安徽省黃
山市舉辦的歙硯傳統技藝大賽。舉
辦方給參賽選手每人一塊石頭，用
一天半的時間製作歙硯，再由評委
投票選出優勝者。參賽的一共有
40多名選手，包括胡瀟勇在內有4
位女士。「完成好自己的作品就
好，至於名次，並沒有考慮，重在
參與交流。」她說。
硯台是中國傳統的文房四寶之

一，是書法的必備用具，歙硯是其
中的佼佼者。歙硯全稱歙州硯，乃
中國四大名硯之一，有着非常悠久
的歷史。在今天，歙硯已經成為徽
州的標誌之一，代表了徽州文化的
一部分。
胡瀟勇說，製作歙硯是一項耗時

耗力的工作，平刀、銼刀、錘子等
工具加起來，有30多種，每一樣
工具都有其特殊的作用。從一塊石
頭變成一方歙硯，一切變化都在雙
手之間，「做歙硯，女孩子要少一
些，但我們做的硯台，會更加細
膩、感性。」她參加的大賽是在黃
山舉辦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
技藝大展之一。這次技藝大展以非
遺傳統技藝展示為重點，邀請中國
各地最具代表性的國家級傳統技
藝、傳統美術類100多個項目參
與。
作為歙硯製作大家，54歲的鄭

寒的歙硯作品得以在黃山城市展示
館內最顯眼的位置展出。鄭寒是中
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硯雕技
藝傳承人」，擅長山水、人物、花
鳥硯的製作。「要讓一塊塊普通的

石頭成為『會說話』的歙硯，需要時間、耐
心、創意和技巧。」鄭寒說，歙硯製作主要
有選料、製坯、設計、雕刻等流程，每一方
硯台的完成都要經過十幾道工序，「製作的
過程，其實也是在用刀筆與硯台對話。」
同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樣，歙硯製作也

存在後繼乏人的問題，像胡瀟勇這樣有志於
此的年輕人仍然很少。
鄭寒說，目前製作歙硯還是沿用古法，但

也不能忽視創新。要把歙硯民間工藝與現代
審美結合起來，吸納時尚元素，想方設法融
入現代生活，使歙硯與當代收藏、公關禮儀
等相結合，實現「活態傳承」。 文：新華社

冰室，乃茶餐廳的前身，於上
世紀60年代開始盛行，陪伴着
大多數香港人成長。冰室的格子
地磚、木卡位、手繪海報及經典
美食菠蘿油、西多士、香滑奶茶
等，除了充滿地道的香港味道及
情懷外，更是一種令人難以忘懷
的集體回憶。今個中秋，始創中
心特以「冰室」為主題，邀得本
地收藏家歐陽偉航聯同研究冰室
文化的「奶茶通俗學」作者崔氏
兄弟，即日起至10月8日期間攜
手呈獻「經典冰室舊物珍藏
展」，讓大眾一睹懷舊冰室珍品
之餘，更能以輕鬆角度探討冰室飲食的通俗
文化、了解茶冰廳的有趣點滴。
原是中環老冰室海運茶冰廳太子爺的收

藏家歐陽偉航，本身是一位自由設計師，致
力向大眾推廣本地文化。是次展覽乃歐陽偉
航首次於香港商場展出超過200件自上世紀
60年代起的懷舊冰室珍藏展品，其中包括
不同年代於冰室使用的食器、擺設、手繪掛
畫、餐牌、掛牆鐘、告示牌及水吧沖茶工具

等，每件展品均極具香港特色，充滿昔日情
懷。
而身為港式奶茶迷的崔氏兄弟——崔嘉

曦及崔嘉朗於2014年創立「奶茶通俗學」
Facebook專頁，是次展覽崔氏兄弟將會展
出一系列以文字、插圖、漫畫等不同方式創
作的冰室文化研究作品，如經典食物及術
語，生動有趣的創作配合一系列展品，深入
解構冰室飲食的通俗文化及冷知識。

此外，為配合「冰室」主題，商
場更特別邀得香港首位國際總冠軍
奶茶王羅德師傅，即席示範正宗港
式奶茶的專業沖泡技術。

中國國家京劇院第21次赴台灣演出團由
劇院黨委書記宋晨率領，著名京劇表演藝
術家于魁智、李勝素領銜，攜80人盛大陣
容，亮相台灣表演藝術殿堂——「兩廳
院」，於9月12日至17日獻上七台大戲。
作為兩岸文化交流的黃金品牌，中國國家
京劇院再次以「國之正聲」的煌煌韻律，
向台灣民眾講述波瀾壯闊、歷久彌新的中
國故事；而無論風雲流轉、世事變遷，兩
岸中國人的國粹情緣始終綿延不滅、生生
不息。當晚，千餘名台灣各界觀眾匯聚現
場，共襄盛舉。
日前，于魁智、李勝素及特邀著名京劇
表演藝術家楊赤領銜的《大保國．探皇陵
．二進宮》及《金錢豹》以黃鐘大呂、文
武輝映的堅實戲碼，拉開此次一年一度國
粹盛世的隆隆序幕。開演前，「兩廳院」
戲劇院前廳已人頭攢動，絡繹不絕。在中
華文化強勢復興的感召下，在中國國家京
劇院連年推廣的影響下，台灣青年京劇觀
眾逐年增加的趨勢愈發顯現，現場各年齡
層觀眾齊聚一堂，共同感受中華傳統文化
的不竭魅力。
首先開鑼的《金錢豹》是一齣技藝繁難
且較少上演的傳統神話戲，各類武戲技巧
在詼諧的故事中濃縮展現。于魁智、李勝
素、楊赤三傑同輝的經典骨子老戲《大保
國．探皇陵．二進宮》，更引得台灣觀眾
無限期許。該劇由老生、青衣、花臉三行

挑樑，唱工繁重，極見功力，民間素有
「要想聽，二進宮」之譽。演出中，于魁
智的楊波儒雅剛勁、沉穩脫俗，李勝素的
李艷妃嬌媚柔婉、淒切動人，楊赤的徐延
昭洪烈深沉、氣宇浩然，胡濱的李良則奸
猾詼諧。
《大保國》中，楊波的「臣不奏前三皇
後代五帝」、「漢高皇路過芒碭山」、
「赤鬚火龍從天降」，《二進宮》中，李
艷妃的「自那日與徐楊決裂以後」、「李
艷妃坐昭陽自思自想」，楊波、徐延昭的
「千歲爺進寒宮休要慌忙」，三人對唱的

「懷抱着幼主爺把國執掌」等大量成套唱
段，在繽紛流轉、時疾時徐的節奏中，在
酣暢綿延、時舒時緩的意境裡，令台灣觀
眾盡情體味雍容有致的皮黃國韻。
台灣觀眾素來內行專業而溫情有禮，面

對好角好戲，毫不吝惜掌聲。不僅碰頭彩
持久酣暢，精彩之處亦無一放過，高潮之
時甚至一唱一掌聲，一動一喝彩。散場
時，觀眾仍相互討論，興味盎然。一些青
年觀眾聚集在演出海報前合影留念，更有
不少戲迷在後台出口等候演員，獻花致
意。 文：朱燁

國家京劇院21次赴台
文武輝映唱響中華之音

「經典冰室舊物珍藏展」
滿載港人集體回憶

第二屆新藝潮博覽會將於十月六日至
九日假中環PMQ元創方舉行，是次

博覽會共有約有一百位藝術家參加，展覽
分為三大系列，包括國際藝術家系列、多
元系列及特別計劃系列，同時亦邀得多位
藝術界的專業人士，進行一系列的講座、
放映會，與觀眾一起深度探討各個領域的
藝術生態發展。

年紀最小參展人十一歲
在日前舉行的發佈會中，有一位特別的
參展人，格外矚目，他是今屆新藝潮博覽
會中年紀最小的參展人，年僅十一歲的
「小畫家」劉見之（Kenny）。一面稚氣
的Kenny介紹完自己的作品後，即博得眾
人熱烈的掌聲。就讀拔萃男書院中一的
Kenny年紀輕輕，已在不同國家或地區參
展、比賽，早已見慣「大場面」的他，面
對記者的提問，那份淡定與自信，令人讚
歎。
Kenny最近剛從羅馬尼亞回港，在當地
獲得皮亞特拉國際青少年現場寫生比賽金
獎，隨即便馬不停蹄，參與新藝潮博覽
會。在此之前，Kenny的比賽及參展足跡
已遍及馬其頓、葡萄牙及日本等，屢屢得
獎，然而Kenny沒有一絲驕傲，而是充滿
謙遜。Kenny告訴記者，他的爸爸媽媽都
是美術老師，因此細細個便已經看父母畫
畫，而正式開始學畫畫是三歲。訪問時
Kenny告訴記者一件有趣的事，體現了
Kenny遺傳了父母的藝術細胞。「爸爸告
訴我，在我小時候，當他翻開圖書時，如
果書中的圖案有顏色，我便會笑，若無顏
色，我就會不開心。而當爸爸合上那本有

顏色的書時，我就會哭，爸爸告訴我，自
我出生起，便對顏色十分敏感。」
Kenny自言畫畫可以表達內心世界，他
平時會嘗試不同的繪畫方式，如水彩、水
墨及油畫，而Kenny自言本身比較喜愛水
彩，「我喜愛用水彩捕捉風景，同時也捕
捉城市裡的氣氛。」當天，Kenny帶了兩
幅作品跟大家見面，其中一幅的主角是中
環街頭的一角，而另一幅則是清水灣的海
景。Kenny告訴記者平時會和父母到不同
的地方寫生，甚至去旅行也會帶上畫具寫
生。提到父母，年紀輕輕的Kenny亦很懂
得感恩，不忘感謝父母的栽培。在今年新
藝潮博覽會中，Kenny及與他份屬好友、
來自俄羅斯、現年十四歲的Murashko
Gordey聯同各自的「師父」，組成師生
團參展，其作品屬於三個系列之一的「多
元系列」。

發掘新世代潛力藝術家
除了Kenny所參展的「多元系列」外，
是次新藝潮博覽會還包括「國際藝術家系

列」及「特別計劃系列」，讓觀眾看到不
同特色的作品。新藝潮自二零一五年舉辦
首屆後，至今迎來第二屆，活動地點亦由
澳門移師至香港舉行，今年新藝潮博覽會
的英文名字取為「Art Next」，據新藝潮
創辦人黃白露介紹：「『next』指新世
代，一個未知且期待出現的藝術世代，新
世代的藝術就是獨立與新潮。」她續稱：
「新藝潮一方面提供平台，挖掘新藝潮藝
術家的特色，希望新世代的藝術家更廣為
人認識。另一方面我們會和社會不同單位
合作，如自二零一五年舉辦首屆活動後，
我們聯繫了畫廊和藝術機構，為新藝潮的
藝術家舉辦展覽，希望能爭取更多資源，
投入到新世代藝術家身上。」
在今年新藝潮的全球作品徵集中，總共

收到二百位藝術家的作品，再由首輪評審
挑選，最後得出「國際藝術家系列」中的
七十一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包括中
國內地、日本、美國等，眾多位藝術家將
會競逐「新藝潮國際藝術家獎」。而「多
元系列」則由不同藝術單位、畫廊及藝術

家組成，例如有十分熱愛香港文化、屬
「超級香港迷」的日本插畫師小野寺光
子，她畫筆下的作品如街市檔口中的小紅
燈、街邊大排檔的食物，盡是極具本土特
色的景象。此外，還有來自香港、在今屆
香港電影金像獎中榮獲專業精神獎的電影
海報設計大師阮大勇。而「特別計劃系列
Next+」，則主要針對本地年輕藝術家，
由資深策展人梁兆基策劃，邀請超過三十
位本地新晉藝術家參與，以不同的藝術媒
介，向觀眾展現最新的藝術創作趨勢。
談到作品的評選準則，初審評判團成員
之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館長姚進莊亦
分享了評選的一些準則，他強調會看重藝
術家的作品及創作想法是否有關聯性，他
表示：「今屆入選的作品中，很多都能在
不同程度上與社會各界產生關聯，而藝術
家的思考過程很清晰，經過不同時間的鍛
煉，實踐而成的結果。對我而言，當一件
藝術品可以觸動到我，引發我不同方面的
思考，便令我作為一個藝術史學者感到最
興奮。」

新藝潮載譽歸來新藝潮載譽歸來
藝術家的路藝術家的路，，從來都不易走從來都不易走。。藝術家要熬出頭藝術家要熬出頭，，當中要經歷不少的磨練當中要經歷不少的磨練，，有時還有時還

得配合天時得配合天時、、地利地利、、人和人和。。對於年輕一輩的藝術工作者而言對於年輕一輩的藝術工作者而言，，有一個能讓自己作品有一個能讓自己作品

「「走出去走出去」」的平台是十分重要的平台是十分重要，，而新藝潮博覽會而新藝潮博覽會，，也許是個不錯的選擇也許是個不錯的選擇。。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朱慧恩 圖圖：：主辦方提供主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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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位藝術家展百位藝術家展新新「「藝力藝力」」

■「奶茶通俗學」作者崔氏兄弟分享其冰室文化研究
及創作。 主辦方提供

■展覽展出上世紀70年代冰室手繪
掛畫。 主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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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歲的劉見之及十四十一歲的劉見之及十四
歲的俄羅斯小畫家歲的俄羅斯小畫家MuMu--
rashko Gordeyrashko Gordey 也 有 參也 有 參
展展。。

■■劉見之參展作品劉見之參展作品《《中環一角中環一角》。》。

■日本插畫家小野寺光子也是參
展藝術家之一。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館
長姚進莊講述初審準則。

■■小野寺光子小野寺光子
的作品的作品《《結志結志
街／香港街／香港》。》。

■■新藝潮創辦人黃白露希望新新藝潮創辦人黃白露希望新
藝潮能為年輕藝術家提供平藝潮能為年輕藝術家提供平
台台，，令他們的作品有更多人認令他們的作品有更多人認
識識。。

■■一眾新藝潮的參展藝術家和初審評判代表一眾新藝潮的參展藝術家和初審評判代表
等分別介紹自己的作品及今屆活動的特色等分別介紹自己的作品及今屆活動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