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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後的香港舊中環警署（大館）
上月底正式對外開放，隨之開幕的還
有各式精品店及展覽空間，着力推廣
本地陶瓷藝術家創作的Touch Ceram-
ics便是其中之一，開幕展帶來謝淑婷
（Sara）的 《舊地重遊》，她以白瓷
作為表現的媒介，將摹繪舊地圖的筆
觸記化於瓷泥中，強化對舊地之感
受，亦探索居住城市恒常的變遷。
Sara最初知道會在大館展覽時，便想

做一件和場地有關的作品。於是，她開
始翻查由香港開埠以來至近期的地圖。
她表示：「當我看到大館於不同年代的
變遷，繼而對大館周邊的變化產生興
趣，嘗試透過舊地圖來了解這地方。我
喜歡1889年維多利亞城的地圖，因為該
份手繪的地圖雖不如現代地圖般細緻周
密，卻有它的獨特性。那時香港還剛剛
在發展中，很多建築還未出現，同時很
多在地圖上出現的現在已經消失，如那
幾經變遷的海岸線……對我這『未來』
人而言，充滿想像空間。」展覽由即日
起至7月8日。

青花足跡遊走中環
迷戀舊地圖的Sara選擇把宣紙放在

地圖上印摹，「如舊式香港教育用毛
筆抄『上大人孔乙己』的學習方式，
來認識這地方。」她一邊印摹，一邊
像用筆走過街道，藍色的紋樣留下青
花的足跡，又彷彿再次漫步這個城
市，想起自己身在其中發生過的種
種。街道上的回憶隱藏於折疊的、捲
起的地圖裡。「期間，我重讀不同年
代的文人所寫有關他們在香港的經
歷。魯迅被香港警察上船勒索收賄、
戴望舒因寫抗日文章而入獄……這些
在此刻不再發生，但歷史於若干年後
可能再度重演，一如城市的建築、城
內的人，此生彼滅。」
描繪之後，她把自己的筆記和瓷泥一

併攪拌成瓷漿，再把瓷漿塗於宣紙上，
放進窯裡燒。燒成後，宣紙有時完全消
失，有時還殘留紙灰在瓷片上，且由於
之前印摹所用的是青花鈷釉，衍生的白
瓷片還留着過往畫過的痕跡。在介紹展
出的白瓷幻燈片時，她說：「地圖是將
土地按比例縮小畫於紙上，以策劃未來
的工程，一切像在掌握之中。歲月流
逝，地圖上除了街道的名字，許多都不
一樣。若干年後，甚至名字也會變更。
舊地圖訴說時間讓所有能掌握的，都化

成虛無。經歷窯火成形的瓷片，反映了
歷史的滄桑。當我切割瓷片，它變得支
離破碎，連街道都難以辨認時，單看一
小片，它已非描述某地，而泛指城市的
街頭。我把小方塊鑲在幻燈片框裡，它
變成白瓷幻燈片，像從前的人用幻燈片
記錄生活影像，用幻燈機投射牆上欣
賞。小小的瓷片放大後，青花痕跡淡
然，微塵滿佈如漫天星宿。幻燈機咔嚓
咔嚓的響，如滴嗒滴嗒的上鏈手錶，暗
示逝去的時光。無論以時間抑或空間的
角度，我只是當中的一點微塵。生命是
如斯脆弱與微不足道。」

白瓷記錄生活痕跡
Sara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學士，並

取得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藝術碩
士學位。她曾獲多個獎項，包括法國
文化協會頒發藝術家獎（2006年）、
香港藝術雙年展藝術家獎（2003年）
及香港樂天陶藝學會陶藝獎（1998
年）等；亦曾於日本、加拿大、美
國、越南、菲律賓等地，擔任不同團
體的駐留藝術家。她的作品也廣為私
人及機構收藏，包括澳洲昆士蘭美術
館、M+藝術館、中國二十一空間美術

館、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藝術館
等。
Sara慣以白瓷作為表現的媒介，將

其塗於生活中的種種物件之上，如衣
物、小熊公仔、繩結或樹葉，燒製後
物件消失，因應不同材料產生無法預
計的變化，留下永恒的印記。她認為
白瓷已經足夠講述生活的痕跡，無需
再以顏色加以修飾。她的靈感總是來
源於生活，或是內心感觸，或是身邊
家人，隨着子女出世，她常要早晨5點
半起身去工作室創作，「做熱愛的事
情，並不覺得辛苦。」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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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淑婷偶遇大館 故地重遊探索城市變遷

■■SaraSara介紹自己過往的作品介紹自己過往的作品。。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燒過的白燒過的白
瓷片還留着瓷片還留着
SaraSara過往畫過往畫
過的痕跡過的痕跡。。

■姚柏良參與
組織香港大學
生軍事生活體
驗營。

■去年姚柏良
與學生一同參
與「絲路．敦
煌」河西走廊
文 化 體 驗 之
旅。

近幾年香港政府及學校及各界都熱衷搞
遊學交流，許多學生透過交流團開眼

界，認識新朋友，收穫滿滿；可惜質素參
差，有些遊學團沒有良好安排，形式主義落
得被嘲諷為「洗腦團」，有點好心做壞事之
感。熱心青年工作多年的姚柏良，支持和組
織各類青年活動及香港和內地學生的交流，
不由要問他對現時的遊學團狀態的看法。

積極推動兩地大學生互訪
原來姚柏良讀香港中文大學時已是推動兩
地大學生交流的搞手，1994年當內地和香
港學生零交流之時，他已積極推動兩地大學
生互訪，他有何經驗分享？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在大學時便加入了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1994年開始組織第
一批兩地大學生交流。我印象頗深的是1995
年與西安交通大學學生的雙向交流，交流團

對兩邊學生都有很大的衝擊和影響，不少至
今仍有聯繫，而且這批人都已很有成就！」
他續說：「當時香港97回歸在即，香港的大
專學界一度抗拒與內地的交往和接觸，香港
青年大專學生協會成立的目的便是促進各方
的交流。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媒體為這個
協會貼了很多負面標籤，但好在一班志同道
合的年輕人的堅持，若香港大學生對內地一
無所知，又該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他反
問道。他覺得凡事要作理性分析，做自己認
為正確的事，不須怕人閒話。
「作為搞手，我從來都是主動跟團，內地

的主要高校我幾乎都去過，去年還跟團去了
敦煌。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現今組織的交
流團向來不注重參與學生數量多能引起關
注，而是深耕細作，策劃特色交流活動。」
他認為，全情投入學生和社會活動使自己受
益匪淺，所得的經歷和經驗以及社會網絡是
金錢所買不到的，視野開闊，對日後的就業
和人生規劃也有着很大的幫助。
姚柏良指出做遊學團不抱着賺錢心態才能

做好，目前的遊學團基本上主題都是主辦單
位所製定，旅行社的任務只是通過行程策劃
安排來幫助深化主題，相信無論是領隊還是
導遊都不會有「洗腦」的意識，業界的目的
無非是想推廣中國旅遊，使更多的香港年輕
一代了解中國的發展。被嘲諷為「洗腦團」
有些委屈。最好是主辦單位製定主題時不要
光想重大意義，要結合香港青少年的興趣口
味，他們有自己的價值觀，不可硬銷，令他
們真心信心達到雙贏效果。
一向熱心青年工作的他稱，據觀察發現，

香港大部分的年輕人政治意識並不強，既受
社會形態影響，又缺乏對內地歸屬感，在成
長的過程中不知不覺被植入了一些對內地的
負面印象，疏離感倍增。這時就需要遊學團
的策劃人及主辦機構的有心人與學生共同參

與體驗，逐步發掘與探討，開闊眼界的同時
也會明白學生真正需要的遊學團是怎樣的，
也避免「只遊不學」的情況。
他是教育界出身，相信人是可以被教育好

的，關鍵看你如何教。目前某些香港年輕人
的反叛行為，不光是年輕人的問題，教師、
家長都有問題，沒有身教。

遊學團平衡市場與質量
據姚柏良介紹，中旅社自2004年開始推

出各類前往內地的遊學和交流團，為不同的
學校和機構度身訂製適合的多類型遊學產
品。他提到去年中旅社成功承辦的「四海一
家．浙港同行」浙港青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周年交流活動，組織2,000餘名香港青年
搭乘兩個專列抵達浙江杭州，「杭州有着美
麗的城市環境，著名的旅遊名勝，以及深厚
的文化底蘊，特別是G20峰會之後，杭州的
城市面貌和知名度進一步提升，中旅也愈加
重視這方面的路線。內地對香港青少年具有
吸引力的路線分兩類，一類是令人仰慕的風
景名勝，一類是其他旅行團少做或難以自己
去到的地方，中旅作為老字號品牌，與內地
各省市旅遊局保持溝通聯繫，對各地的旅遊
資源、特色和文化也掌握得更為深入，這使
得我們定製遊學團產品時更具優勢。」
另一方面，隨着政府對此類活動的日益重

視，資助愈增，愈多旅行社開始組織遊學
團，市場競爭激烈，招標時「價低者得」和
「長期壟斷」現象或有發生，嚴重會導致
「重量不重質」，或以普通旅行團的模式去
安排遊學團行程。姚柏良表示，現時市場狀
況與中旅的理念有所相悖，中旅在遊學團的
範疇不會盲目追求市場份額以「鬥平」來

「爭飯碗」，更注重的還是產品本身的質
量，以及客人特別是年輕人的體驗。同時，
遊學團當地的導遊安排非常重要，他們的每
一句不經意的片面話語，都可能為初次到內
地的學生留下主觀負面印象，但其實，使學
生去親身體會和客觀認識內地的種種，才是
遊學團的效用所在。
他說：「其實政府已經開始有留意遊學團
的問題，今年的政策已有改變，在遊學團申
請審核方面更為嚴格，要求每名學生只可以
參與其中一次的遊學團，避免資源重複浪費
的同時也使更多學生有機會參與及受惠。」

青少年身上看到正能量
姚柏良除了本身中旅及區議員工作，工餘

時間不忘參與青少年工作，策劃組織香港青少
年軍總會的活動，例如今年已是第八屆的香港
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活動項目，透過步操及
軍體拳訓練、體能訓練、模擬射擊訓練等，推
動香港青年學生注重及鍛煉體魄，磨練堅強意
志和刻苦耐勞的精神，使學生體驗軍隊生活的
同時也對中國國防有了基本的了解。
「我知道香港有不少的年輕人對軍事有着

濃厚興趣，參加過的大學生都與駐港部隊的
官兵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個個都不捨得走。
多年來學生報名的踴躍程度相當高，報名的
女性數量逐年增加，是正常的趨勢。在活動
中，我總是可以見到一班充滿正能量的年輕
人，正在社會的不同位置發光發熱，也證明
激進的一些只是佔少數。」他說。

從體育教師到區議員

教育工作和社區工作都是他喜歡的工作，
獲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教育學士及中文
大學教育碩士，讀書和訓練之餘不忘熱心參
與學生活動，任職體育老師期間同樣堅持做
義工。由2002年開始做青少年義工及社區
服務，至2007年當選觀塘區議員，「當街
坊信賴你，事無大小都會來找你，三頭六臂
都做不完。」他建議政府增加投放給區議會
的資源，使區議員有資源去推動一些民生所
需的建設工程和增加設施，做更多貢獻社會
的有意義的事。以個人經歷作為經驗，他則
建議有意從政的年輕人從社區實踐開始，深
入認識社會脈搏，磨練自己，踏實做事。轉
入旅遊界工作，親自拜訪全港的中小型旅行
社，了解情況，希望為業界發聲。香港政府
管旅遊業的人許多不了解業界實況，造成一
些政策計劃根本幫助不了行業向前。
姚柏良除現任香港中旅社副總經理之外，

還有着觀塘區議員、香港旅遊業議會理事、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執委會榮譽主席、香
港青少年軍總會諮議會成員（創會秘書
長）、香港中國企業協會青年委員會常務副
主席、北京市青年聯合會香港特邀委員等多
種公職，也與社會公共服務和青年工作息息
相關。
正職、公職忙得不可開交，又有個幸福
家庭，姚柏良的時間管理如何安排得那麼
好？「沒有呀，拉埋家人一齊咯。」找到
位志同道合的太太？「是她已經被我教化
了，沒辦法啦，但我一有假期也帶全家人
外遊補償一下。」

從學生領袖到教師到中旅副總

在廣東出生在廣東出生，，中學在香港受教育中學在香港受教育，，半工讀考入香港中文大學半工讀考入香港中文大學，，畢業投身畢業投身

教育界教育界，，曾任體育教師曾任體育教師，，做義工為社區服務做義工為社區服務，，當選觀塘區議員當選觀塘區議員，，成為全國成為全國

青年聯合會委員青年聯合會委員，，現任香港中旅社副總經理……姚柏良的經歷正是一個鼓現任香港中旅社副總經理……姚柏良的經歷正是一個鼓

舞人心的奮鬥故事舞人心的奮鬥故事。。

因為有抱負因為有抱負，，希望社會改變得更好希望社會改變得更好，，所以大學年代所以大學年代、、教書年代已熱衷做教書年代已熱衷做

義工為社區服務義工為社區服務，，投身服務社區受居民支持投身服務社區受居民支持，，20072007年當選觀塘區議員年當選觀塘區議員。。

這樣的人生經歷非常豐盛這樣的人生經歷非常豐盛，，精彩過程中當然付出不少時間和汗水精彩過程中當然付出不少時間和汗水。。走過不走過不

同的工作軌道同的工作軌道，，每一樣他都憑藉熱忱與拚勁贏得成果每一樣他都憑藉熱忱與拚勁贏得成果。。今年是香港中旅今年是香港中旅

9090周年周年，，作為領導者之一的他認為作為領導者之一的他認為，，最大責任是將這個香港人熟悉的最大責任是將這個香港人熟悉的

「「中旅中旅」」招牌擦亮招牌擦亮，，他的肩上也多一份使命感他的肩上也多一份使命感，，就是透過旅遊將中國的歷就是透過旅遊將中國的歷

史文化推廣至海外史文化推廣至海外。。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張岳悅 攝攝：：潘達文潘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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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社區脈搏把握社區脈搏 服務社會服務社會姚姚柏柏良良

記得2017年7月遼寧艦訪港，不是太多
人有機會上艦參觀，相信姚柏良是唯一一個
港人有機會登上過新舊遼寧艦的人。原來，
在姚柏良任職體育教師之前，曾有一段在商
人徐增平手下打工的時光，他與籃球運動員
出身的徐增平格外投契，也曾負責廣州天河
體育館的管理項目。恰逢徐增平通過公司拍賣中標「瓦良格號」（即後來的遼寧艦）
及其全套設計圖紙，當時作為總裁助理的姚柏良機緣巧合之下也曾登上過這艘航空母
艦。他笑稱，自己或是在這艘艦上逗留時間最長的港人。

與遼寧艦的不解之緣與遼寧艦的不解之緣

■■姚柏良在遼寧艦上姚柏良在遼寧艦上。。

■■姚柏良有多年參加姚柏良有多年參加
青年社會活動的經青年社會活動的經
驗驗。。 潘達文攝潘達文攝

■■姚柏良建議有意從政的年輕人由社區實姚柏良建議有意從政的年輕人由社區實
踐做起踐做起。。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