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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潔子棄教職追畫家夢

■《蘇豪街景》

聚焦舊區風貌
思考文化價值
在這個營營役役的社會，追夢從來
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此前在香港的
大學任教多年的日本人山口潔子卻放
棄教席，決定將繪畫興趣變成事業，
在近 40 歲時一圓畫家夢。如她所說，
如果趁現在還年輕力壯時不將全副心
機放在繪畫上，將來當她視力和手部
靈活性不及現在時，畫不出相同水
準，必定會後悔一生。於是她再以美
學角度，將香港和日本的街景和建築
重現紙上，留住舊區風貌，重溫美好
回憶，也思考舊建築的歷史文化價
值。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記者以前讀大學時就聽說過山口潔子的
名字了，雖然沒有正式上過她的課，

但也聽過她是一位熱心教學的老師，身邊總
是有不少同學必定每個學期都選修山口潔子
的課堂。除了教學外，也有聽聞過山口潔子
還是一位畫家，在閒時喜歡畫畫，畫功超
卓，甚至有職業的水準。想不到記者投身社
會工作後，會在工作場合遇上山口潔子。然
而此次她不再是大學講師，而是搖身一變為
一位被專業畫廊精藝軒代理、舉辦個展的全
職畫家。此次個展由即日起至9月28日。

思考舊建築的文化價值
山口潔子的作品總是喜歡以水彩上色。她
解釋這個決定：「因為我作畫時都是先把建
築物的輪廓畫好。所有線條都很細密，力求
將地標性建築、市內不同的小區、一些街頭
巷尾店舖的所有細節都一一呈現。假如用油
彩或者其他顏料的話，就有可能把本身的線
條擋住。相反，水彩比較透明，不會擋住線
條。」
使用水彩，也讓山口潔子的畫作色彩更鮮
明。因此，雖然畫作的線條有如建築草圖般
精密，但畫作卻沒有任何一點生硬感，反而
蘊藏着無窮生命力。每座建築物背後，都有
它背後的故事，盛載了人與建築物之間的情
感。「可能是因為一開始只是把繪畫當成興
趣，讓自己的生活多一點生氣和活力，所以
也沒想過要在畫作中傳遞什麼陰鬱的訊
息。」她同時指自己兒時最喜歡日本畫家山
形博導及永田萠的作品，一直受他們影響。
香港人多地少，建築物一棟棟密不透風，

■山口潔子放棄大學教職追夢
山口潔子放棄大學教職追夢。
。
卻也巧合地配合山口潔子的畫
風。「因為我的風格也是很講
究密度。」在她京都的畫作
中 ， 她 獨 愛 一 幅 拱 廊 街 （arcade）的作品。「那些學生穿
得很時髦，和拱廊這種老建築
相映成趣。」原來現在古色古
香的京都也曾因為發展巨輪有
過傳統木構建築被拆的危機，
最後因為學者介入才得以改變
命運。相對來說，香港的舊建
築就沒這麼走運。山口潔子為
了藝術夢想辭掉高薪工作，或
許我們也要反思，舊建築的歷
史文化價值，是否就比不上地
產項目的商業價值？

■商業合作的藝術精品是山口潔子現在
的收入來源之一。

■《京都御所：紫宸殿》
八年之久，主要教授建築史，也教日本史、
東南亞史。她直言，雖然也知道港島有很多
舊建築物，但因為工作繁忙，平時活動範圍
都是位於沙田的中文大學，很少會走出新
界。因此，這次展覽展出的香港舊建築畫作
大多都是她辭任大學教職後才開始畫的。
「都是 2015 年左右開始畫的，有些是從日
本回來香港時特意去畫的。」她說。

■精藝軒正舉行山口潔子的個展。

真正興趣不在學術研究

讀建築系養成畫畫興趣
原來山口潔子拾起畫筆是始
於在大學本科時修讀建築系。
她當時就讀於名校美國加州柏
克萊大學建築系，曾想過有朝
一日會成為建築師。不過修讀
建築系期間她漸漸發現自己偏
愛的是具歷史氣息的舊建築
物，而非由零開始設計的新建 ■《結志街一景》
築物，因此發現自己並不適合
山口潔子一直只是將繪畫視為業餘興趣。
當建築師。不過建築系重視圖則繪畫的訓練
本科畢業後她回到京都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卻讓她打好了良好的繪畫根基。所以，她的
繪畫作品有着建築師對細節的執着，畫面豐 研究她最愛的舊建築，專攻東南亞建築史，
富，總是鋪得密密麻麻，而且構圖上重視比 尤其是菲律賓的建築史。畢業後她來港工
作，於中文大學歷史系擔任講師，一做就是
例和對稱。

是什麼原因驅使山口潔子放棄高薪厚職，
在 40 歲時選擇從零開始，從事一份收入不
穩定的工作，去當全職畫家呢？她憶述自己
當大學講師的感受：「其他同事做學術研究
時，總是像有無窮精力，永遠也不會覺得
累。但我自己做研究時，卻有時會累得趴下
來。相反，當我畫畫時，無論工作多累，只
要一拾起畫筆所有疲憊感也會驟然消失。因
此我很了解自己的真正興趣所在。」她也笑
稱其實講師的薪金也沒有一般人想像中高。
「當講師收入當然比當畫家好，但始終我還
不是教授級別，薪金也不是真的很高。」
山口潔子的畫賣得不算貴，主因是面積不
大，但其實畫面雖小，五臟俱全，畫中每一
細節都一絲不苟，絕不「偷工減料」。「別
看面積小，就算不眠不休地畫，一幅也要畫
一星期。所以必須靠一些賣畫以外的商業合

■《鴨巴甸街店舖》
作，例如幫客戶畫畫、設計，或者售賣自己
畫作版權予其他商人做成不同精品去維持收
入。」山口潔子謂。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驅使山口潔子毅然放
棄大學工作，是她擔心自己他朝一日視力和
手部靈活性將會慢慢衰退，難以再如昔日般
畫出畫面精緻的作品。「因為我的風格非常
着重細節，假如我退休時 60 歲才專注畫
畫，那時候的視力和手部靈活性一定不能畫
出這麼縝密的作品。」很多人總是說，現在
賺取足夠金錢，到將來退休時就可以做自己
喜歡做的事，但很多時候其實這種兩全其美
的方案並不存在，夢想總是不等人的，山口
潔子覺得，年輕力壯時不去追夢，就可能永
遠錯失機會。

寧夏女作家馬金蓮榮獲「魯迅文學獎」
余綺平

沙皇滅門慘案重審
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翌
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七口遭滅
門殺害。今年正值百周年紀念，總統普
京下令成立委員會，重新調查這宗歷史
上慘絕人寰的謀殺案——七名死者中，
沙皇獨子年僅十三歲。
英國《每日郵報》日前一篇署名文章
指出，滅門案的行兇者有猶太人背景。
文章說，歐洲中世紀流行一種宗教儀
式，猶太教徒殺害基督徒後，利用死者
鮮血做祭品。
末代沙皇的羅曼洛夫皇朝統治俄羅斯
三百年，二月革命爆發，起義軍佔領克
里姆林宮，皇朝壽終正寢，末代沙皇被
迫流落民間。其間，臨時政府負責看管
沙皇；到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推翻臨
時政府，順勢接管了沙皇一家。
沙皇希望逃往國外避難，他曾經乞求
英國的皇室親戚收留，但遭拒絕。為了
逃生，沙皇一直與保皇派的白衛軍聯
絡。一九一八年夏天，白衛軍迫近莫斯
科，列寧的蘇維埃政府擔心皇朝復辟，
為了免得夜長夢多，他下令處決沙皇。
這是過去百年來歷史學家的說法。但另
一種說法是；列寧要處決的僅沙皇一
人，而非全家滅門。
根據《每日郵報》引述資料指出，當

年沙皇一家流離失所，
運送他們途中，幾名公
主在火車裡遭性侵犯。
十三歲的皇儲患血友
病，沒有得到額外照
顧。七月十六日晚，沙
皇一家連同僕人和醫生
網上圖片
遭一槍隊亂槍掃射，沙 ■末代沙皇一家七口。
皇當場喪生。槍隊將屍
接受普京的告解。
體轉移途中，發現有人還沒死，為免槍
末代沙皇沉冤百年，有望得雪。當日
聲驚動民居，行兇者用亂刀將他們刺 他們遭殺害後，曾被棄屍礦坑，再遭煤
死；當中包括還未成年的小公主。
油火燒。一九九三年蘇聯解體，沙皇等
報道說，兇案現場血跡斑斑，慘不忍 人的九具屍體在葉卡捷琳堡附近被挖
睹。帶領槍隊行兇的隊長名叫尤洛夫斯 出，經基因核對證實了身份，後來被安
基(Yakov Yurovsky)，是猶太人。事後 葬在聖彼得堡的彼得保羅大教堂。二零
他到處吹牛，說自己執行了一次「祭典 零七年再挖掘了兩具皇室成員遺骸，證
式的歷史任務」。文章指出，當日參與 實是小皇儲和小公主。東正教教會計劃
行兇者，都帶着報復性的殘酷心態。
今年將他們和父母合葬。
文章引述，俄羅斯國會議員形容，此
俄羅斯最高法院於二零零八年曾為沙
宗謀殺案是「邪惡的宗教動機」，「在 皇「平反」，恢復其名譽。法院認為，
父 母 面 前 殺 子 女 ； 在 子 女 面 前 殺 父 槍決是以國家名義進行，不存在任何罪
母。」俄羅斯猶太人組織則辯稱，有關 行。但沙皇的後裔不服上訴，三年前法
指責存偏見，屬陰謀論，目的是挑起反 院同意繼續調查。結果裁定；槍決命令
猶情緒。
只針對尼古拉二世，不包括其家人，故
普京已委任東正教大主教 Tikhon 主 此案仍屬刑事罪。
持一個調查委員會，重新審議此案。據
犯罪者是誰？歷史上著名的滅門慘
說，大主教是普京的心靈顧問，只有他 劇，百年後要揪出兇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在
日前公佈的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評選中，寧夏
女作家馬金蓮憑藉短篇小說《1987 年的漿水和
酸菜》獲獎，她成為繼張賢亮、石舒清、郭文
斌之後第四位獲得魯迅文學獎的寧夏作家。
魯迅文學獎是我國最高榮譽的文學大獎之
一。在馬金蓮獲獎作品的頒獎詞中，可以看到
《1987 年的漿水和酸菜》延續了蕭紅的文脈，
用深情的筆調懷念那個已經遠去的歲月，用細
膩、質樸的筆觸書寫生活中那些讓人動心的細
碎鱗片，並將之慢慢地咀嚼，在紛擾繁複的表
象之下，探索人內心深處的溫情與良善。鮮活
富有個性的語言通過細節讓時光流轉，反映了
一個民族的生活側面和那個時代中國社會平民
的生活狀態。
對於馬金蓮獲「魯獎」，第四屆魯迅文學獎
得主、寧夏文聯負責人表示：「創立於 1986 年
的魯迅文學獎是中國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獎之
一，與老舍文學獎、茅盾文
學獎、曹禺戲劇文學獎並稱
中國四大文學獎。魯迅文學
獎被譽為中國文學風向標，
馬金蓮重視作品的傳統性、
人民性、生活性，更加重視
文學的崇高感、神聖感、優
雅感，更加重視溫暖、善
良、包容、和諧的文字。」
讀過馬金蓮作品的讀者都
知道，馬金蓮能夠自覺堅守
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
化基因，弘揚中華審美風
範。大有為歷史存正氣，為
世人弘美德的味道。她的文

■馬金蓮 2000 年開始文學創作，作品以中
短篇小說為主。
字了無媚俗、庸俗、低俗之氣，正直、鮮活、
美好，有陽光雨露的清新。
馬金蓮是寧夏西吉縣的「80 後」女作家，她
是寧夏作家協會副主席，固原市作協主席。她
2000 年開始文學創作，作品以中短篇小說為
主，曾在《十月》、《民族文學》、《朔
方》、《長江文藝》等報刊雜誌發表文學作品
近一百萬字，部分作品被《小說選
刊》、《小說月報》、《新華文
摘》、《作品與爭鳴》等轉載，多
篇作品入選全國性年度文學選本，
《碎媳婦》被譯為英文。她的代表
作品有小說《掌燈猴》、《父親的
雪》、《長河》等。出版有中短篇
小說作品集《父親的雪》、《碎媳
婦》、《長河》，長篇小說《馬蘭
花開》獲第十三屆精神文明建設五
個一工程獎，中短篇小說集《長
河》獲第十一屆（2012-2015）全
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
■馬金蓮的獲獎作品為《1987年
的漿水和酸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