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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蓋在日常的生活中乃是存在於我們的腳下，或許顯得髒，也顯得不起眼。但是
香港的每一個井蓋其實背後都有說不完的故事，見證了香港工業化、繁榮化以及產
業轉型的歷程。在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CACHe）舉辦的有關井蓋的展覽
中，看似無聲勝有聲的展品背後，是香港人不斷奮鬥的歷史和驕傲。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展廳力求現實感
展廳力求現實感。
。

井蓋的故事之所以重要，乃是製作井蓋
本身是工業發展的一部分。在任何一

個時代中，歷史的主角永遠是人。透過一個
■圓狀井蓋
個灰色或者黑色的井蓋，我們看到的是今日
生活的不易，也看到了前人不斷的努力和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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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鑄鐵的產物
其實，井蓋的製作和工業鑄鐵有很大關
聯。由於造船業的發達，為井蓋生產所需要
的鑄鐵產業提供了大量的熟練工人和技術人
員，這些人成為了日後香港製造井蓋的重要
組成部分。顯而易見，造船和運輸、轉口貿
易又有極大聯繫，因此井蓋在某一個層面上
是香港從一個漁村走向繁榮化的見證。
井蓋的製作在日本佔領時期一度停滯，因
為在戰爭以及歸鄉政策的影響下，不少具有
相關技藝的工人逃回了鄉下。但是這一段歲
月很快就結束了。二戰結束之後，井蓋及更
加重要的造船、鑄鐵產業已經在上世紀的五
十年代得到了全面恢復，而根據展覽資料的
統計，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本港大約有十六
間鑄鐵廠和四百多工人。值得一提的是，在
國共內戰的背景下，南遷的工廠也為本港的
鑄鐵業提供了不少生力軍。
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這一行業
全面發展的歲月。不少具有手藝的工人自己
開辦工廠，這種山寨廠遍地的情形，雖然在
一定程度上活絡了市面，但是也造成了空氣
和環境的污染逐步惡化，香港政府也在這一
時期開始頒佈了一些和環境保護、空氣治理
有關的法令。
在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之下，顯然，井蓋製
造的黃金歲月是官方推出建屋計劃的那段日
子。因為基建工程的全面開展，類似的井蓋
需求和鑄鐵需要也變得非常之多。無可否
認，那是從貧窮走向富裕的一段歲月，在那
個大競爭的環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為了
不少香港人生命中極為寶貴的記憶。

獨特的策展構思
井蓋作為一個不易發覺的物件，成為一種
展覽的呈現，的確是非常有趣的過程。這次
展覽的策展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
表示，拍攝了不少井蓋的照片之後，發現井
蓋有不少功用。有的井蓋具有排水的功能，
有的則具有管線的功能，有的井蓋有房委會
的標誌，有的則有機場管理局的標誌。策展
人士表示，每一個井蓋其實都是不同的城市

井
蓋
的

專 題

故事
香
腳
港
下
的
的
歲
月
路
：：

A26

2018年4月4日（星期三）
2018年4月4日（星期三）
2018年4月4日（星期三）

《井蓋展
■井蓋顯示時代變遷
井蓋顯示時代變遷。
。
》（香港
日期：即
賽
馬
會社區資
日至 5 月
助計劃—
12 日
時間：上
—世代共
午 10 時
至
融社區文
下午 1 時
地址：西
及下午 2
化遺產計
營盤西邊
時至 6 時
街 36A 後
劃）
（逢星期
座長
春社文化
日、一休
古蹟資源
館）
中心

■舊時生產圖

功能和歷史敘述的表現，就策劃了這一次的
展覽。
策展人士同時表示，香港的井蓋也是來自
四面八方，有英國、有印度。而上世紀五六
十年代的井蓋質量的確較好。而為了準備今
次的展覽，CACHe 從三間不同的工廠找來
了不同的井蓋作為展品，每一個井蓋上的數
字代表尺寸，製作過程顯得非常嚴謹。井蓋
非常重，重量的背後是策展和佈展過程中的
艱難，同時也是對那個時代的一種致敬方
式。
展場專題單元包括「香港鑄鐵業百年發
展」、「生鐵井蓋的出現」、「鑄鐵廠故
事」、圖解「砂鑄生鐵井蓋工序」、互動展
區「井蓋解碼」等。參觀者可以全新視角近
距離觀察不同款式井蓋實物、見到昔日手工
鑄造用到的木模，以及觀看從未曝光的上世
紀八十年代香港鑄鐵實況短片。展期內每逢
周六將設有一小時社區主題導賞，展覽小冊
子亦標示了西營盤區內一些有趣的井蓋觀
察，鼓勵大眾踏出展廳後走進社區，從最尋
常的城市風景，進入鮮被探究的歷史領域。
井蓋並非與自己毫不相關，而是透過對井
蓋歷史和製作過程的呈現，讓參觀者感受到
時下生活的可貴和不易。如果說，井蓋是一
種道路上的鋪陳，則製作井蓋其實就是在打
造一條生活的道路。生活不會有永遠不變的
旋律。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香港的井

蓋和鑄鐵產業已經漸漸凋零，這其中既有土
地方面的問題，也有人力方面的問題。井蓋
經歷了滄桑，其背後的故事之意義在於我們
如何認識香港的歷史、人文和生活。井蓋的
沉寂，也值得人們去審視身邊更多值得關注
和發掘的故事。而在目前的香港，一個令人
遺憾的事實卻是，大專院校的歷史研究較為
局限在文獻引用的層面，卻甚少涉及到工業
化背後的口述歷史研究。這樣的研究之所以
重要，乃是因為歷史樣貌的呈現不能夠僅僅
只是精英主義的書寫，還必須有大眾主義的
視角。這是口述歷史的價值，也是井蓋展覽
本身帶給學術界的一種深刻啟示。

勿忘勞工階層之艱辛
鑄鐵需要的是極為厚重的技術、充沛的體
力和精湛的技藝，而這一切的養成，實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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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勞工階層極大的努力、付出和學習。在
今次展覽中，有一張影印的舊報紙，講述的
乃是工人們過往艱辛的生活。顯然，高溫的
工作環境和極強的耐力，是工人們需要面對
和具有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井蓋歷
史和發展的了解和認識，也是對勞工階層辛
勞的一種尊重。
工業化、工業文明造就了物質和實體的產
業，而這些是商業文明、金融文明的前提。
工業幾乎都會和鋼鐵緊密相連，在每一支閃
爍的綵燈背後，在每一幢高樓背後，在每一
輛汽車背後，其實都是勞工階層默默無聞的
汗水和奉獻。
勞工最偉大、勞工最光榮。從手工業時代
到機器時代，無論科技怎樣進步，我們的社
會都不能夠缺少勞工階層。香港的經濟起飛
史，似乎缺少了勞工階層的聲音和書寫，但
他們恰恰是那個時代和當下最值得尊敬的
人。今次的井蓋展覽，現場設置了製作井蓋
的視頻播放裝置，透過對製作井蓋的回顧，
大家或許可以對勞工階層多一份敬意、同情
和關懷，對香港在地的發展史也會有不一樣
的新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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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純恩、雷頌德、李楚洳
三種畫風聯展
「Fantasia」
三位風格不同的藝術家，首度於葵涌的
「KC100藝術空間」由即日起至五月二日帶
來「Fantasia 幻想協奏曲」藝術聯展，以幻
想來活化工廈空間，以藝術品與視覺協奏。
今次畫展展出李純恩的水墨畫、雷頌德
的油畫，及李楚洳的「P on P」（Painting
on Photo） 作品，其中李純恩的《也給吳
哥窟來一場雪》及《晨光中的耶路撒冷》
分別為金庸夫婦及李秀恒夫婦收藏；而雷
頌德為陳慧琳創作的畫像亦由陳慧琳收
藏。李楚洳今次的展出作品則曾於巴黎羅
浮宮展出。
三位藝術家的展出作品風格、題材和作畫
媒介均大異其趣。作家李純恩常自習水墨，
採百家之長，在宣紙上以彩墨呈現內心世界
和天馬行空的想像。音樂人雷頌德涉獵各種
創作，近年以畫家身份投入藝術世界，藉畫
筆具象內心的繽紛想像，作品內含有對身邊
人的默默深情，溫暖明快。學院派李楚洳的
作品糅合攝影和油畫，將鏡頭拍攝下來的
「現實」影像，按自己內心的想像，再配上
油畫的「抽象及寫實」等不同手法描繪，以
表達自己的觀點及對事物的感覺。

李純恩自學國畫
李純恩說自己一直很愛鑑賞國畫，平時旅
行也會拍攝沿途美景，於是幾前年就有把這

些攝影變成中國畫的想
法。不過，攝影始終
與繪畫不同，繪畫
可以天馬行空，而
攝影則是基於現
實。李純恩謂：
「就像寫作，一筆
在手你就是上帝，
畫畫你也可以隨心
所欲。」因此，他的
作品《也給吳哥窟來
一場雪》將現實中熱得
不可開交的吳哥窟畫成冰
天雪地。他透露習畫過程他都
是靠自學，「主要靠以前賞畫的經
驗，不過有時候也會問問從事美術的朋
友的意見。」
雷頌德的作品卡通化，顏色鮮艷，具普普
藝術傾向。他解釋，這是因為自己重執畫筆
是為了自己兒子。「以前A-level時我是修讀
藝術的，之後也當過設計師。不過平時工作
很忙，沒太多時間再畫畫。直至兒子出生，
發現大仔 Jack 不太愛說話，所以就用視覺方
式和他溝通。我畫的大部分畫都是我兒子的
肖像，並在畫中加入我想跟他說的道理。」
他指其實寫歌和畫畫很相似：「藝術品必須
給人一種經過精心打磨的感覺，所以我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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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比例上都很對稱、在用色上都充滿層次
感，而後者竅門在於同一張作品要同時結合
冷暖色。」

李楚洳相中畫手法創新
李楚洳作品是她拿手的後現代式「相中
畫」，極具玩味性。作品《Brikins》佈局和
用色都和 Andy Warhol 的作品有幾分相似，
將金寶湯變成手袋，並在手袋加入Jessie J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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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曲《Price Tag》的歌詞。「Brikin 手袋讓
人想到拜金，作品是對物質主義、資本主義
的戲謔。」另一作品《School of the City》
則改編自名畫《School of Athens》，她解
釋：「原名畫中的人物都是哲學偉人，但我
把在中環街道拍攝的路人過馬路照片換進
去，因為我相信即使是普通人，同樣可以對
社會作出正面影響。」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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