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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燕燕絲巾抱枕圖案設計
亦充滿文化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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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燕

絲巾設計藝術家

絲綢為媒 演繹中國智慧
敦煌壁畫、關中風情、神話故事、民間藝術……這些被歷史和記憶層層包裹的美，在絲

■范燕燕作品
《EAWC》 被
作為美國國會
議 員 2017 年
聖誕節禮品。

巾設計藝術家范燕燕的作品裡，一覽無遺。它們或古典奢華、或宏大瑰麗，讓人看來感覺
故事連連，又回味無窮。多年來，范燕燕以絲綢為載體，給人們開啟的不僅是頸肩上的絲
帶飛揚，更是心中的一扇窗，是歷史長河中的悲喜真相，亦是文化長河中熠熠發光的文化

■ 絲巾設計藝
術家范燕燕。
術家范燕燕
。

瑰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范燕燕表示，絲綢只是文化的載體，希望人們在視
線之外，看到的是文化的弘揚與精神的傳承，是生命的態度與美學，是熱情與堅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位於古都西安的大唐西市，是古絲綢
之路的起點，在唐朝時期曾是規模

宏大的國際貿易市場。因為對絲綢之路文
化的鍾愛，范燕燕將她的絲綢藝術中心設
在了這裡。在這裡，人們既可以欣賞她的
佳作，還能購得心儀之物。趕巧的時候，
還能在這裡參加一場關於藝術設計的沙
龍。而談及自己如何走上絲綢藝術之路
時，范燕燕笑說，這其實就是自然而然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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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臨摹 迷上絲路文化

人，讓大家能了解敦煌文化，也了解絲路
文化。
隨着對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的深入，范燕
燕靈機一動：為什麼不用絲綢做載體呢？
她想起了古時絲綢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扮
演的重要角色。「可以說，絲綢是我們中
國古老文化的一種符號，更是古人的一種
智慧。」她說，從養蠶、繅絲、各種絲綢
面料的工藝製作，到製成不同的成品、衣
服，古人的智慧讓她佩服。加之從動物蛋
白的角度來說，絲綢各種天然的功效，亦
符合人們對健康的追求，於是，她決定以
絲綢來承載自己想要表達的文化。

傳承創新 冀築民族品牌
2002 年，范燕燕離開敦煌，到北京的一
間絲綢貿易公司開始研究絲綢工藝。六年
間，她埋頭鑽研，絲綢手繪、印染等技術
亦都一一掌握。2009 年，她回到西安，開
始創辦自己的品牌，設計的第一個系列便
是「夢幻敦煌」。從敦煌的造景、飛天
舞、音樂，到釋迦牟尼本身的故事等多個
方面，她創作了 100 多款敦煌系列絲巾，以
詮釋莫高窟深邃的文化。
中國是絲綢的故鄉，但范燕燕在工作的
過程中卻愈來愈感到，如今中國的絲綢行
業在走下坡路。「我們的絲綢基本沒有自
己的品牌，往國外出口也大多是低端產
品。」范燕燕說，她希望能通過長期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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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積澱，將自己的品牌打造成國際知名品
牌，提升國人對民族品牌的自信。經歷過
創業初期的困難，如今她的絲巾品牌已漸
入人心，但她依舊堅持走自己特色的藝術
之路。在她看來，對商業味漸濃的時尚界
來說，她的品牌更多地意味着一種向中國
文化本原的回歸；而對於靈感漸枯竭的設
計師來說，又意味着一種無限變化的可
能。
研究絲綢之路多年，絲路沿途的地域文
化珍寶，都已成為范燕燕創意的源泉，也
是激發她創意潛能的力量。「我的絲巾
裡，每一個故事都在表達對生活的感悟，
以及中國文化給現代人的啟發和思考。」
范燕燕說，也正因為她的絲巾作品都有典
故或故事或文化淵源，才受到了眾多人的
喜愛。同時她深諳，民族的東西再好，畢
竟是小眾的，要更好地傳承還必須不斷創
新。為此，她也經常到國外進行文化交
流，關注國際上各種時尚潮流發佈會。
「我從來沒有脫離國際這個大的審美。雖
然是中國傳統的東西，但在設計過程中，
作品所有的審美元素都符合國際潮流和標
準。唯此，才能跟受眾產生審美和文化上
的共鳴。」她說。

邁向國際 《十二生肖》拓路
范燕燕的作品主題藏古納今，其中亦有
許多關於中國傳統的民俗文化。在上海世

博會期間，她的參展作品《十二生肖》一
眼便被美中文化交流促進會會長孔太和看
中，孔太和更專程從上海飛到西安拜訪
她，又將她的《十二生肖》和其他幾幅作
品帶回了美國，聯合國官員和美國國會議
員都愛不釋手。這對於創業初期的她來
說，無疑是莫大的鼓勵，也打開了范燕燕
絲巾邁向國際的步伐。
2012 年，全球婦女論壇在美國舉行，歐
美婦女協會總裁羅拉通過孔太和找到了范
燕燕，邀請她為大會專門設計一條絲巾，
作為大會專用禮品。一個月時間裡，范燕
燕仔細研究歐美婦女協會理念，最終創作
了作品《EAWC》。在作品中佈滿綠色的
和平空間，全球不同種族的婦女同在國際
化平台上和平交流，平等共贏。「藍色代
表天空與大海，象徵女性博大的胸懷；綠
色代表生機與和平，中間是月亮女神，象
徵對婦女的一種保護。」范燕燕說，這條
絲巾，羅拉送給了很多政要，包括希拉
里、奧巴馬以及摩洛哥的王室，至今仍是
歐美婦女協會的禮品。
范燕燕也兩度榮獲全球婦女論壇在美國
國會頒發的「阿爾忒彌斯女神獎」，在中
國女性中，她還是第一人。隨着國際知名
度的擴大，她還曾受斯里蘭卡總統馬欣達
．拉賈帕克之邀，設計了絲巾作品《淨
土》，被斯里蘭卡作為邦交國禮贈送給其
他國家元首。

作為敦煌藝術絲綢創新
第一人，范燕燕的初衷和
情懷都在敦煌。在她心
中，沒有敦煌就沒有今天
的自己。也因此，她一直
有個心願，希望再回到敦
煌，在那裡建一個文創中
心，將絲綢之路文化整體
呈現出來。
經過與敦煌博物館的洽
談，范燕燕絲綢之路文創
中心如今正在籌建。「敦
煌莫高窟的存在，承載了
不同時期東西方文化的交
流碰撞。我希望能用現代
手法、設計和語言，把東
西方文化做一個承載、落
地。」她表示，自己心中
的絲綢之路文創中心，未
來不僅是一個售賣展示的
平台，更多的是想做一個
文化交流互動的平台，一
個文化「走出去、引進
來」的平台。她亦考慮未
來在文創中心做一些沙龍
活動，邀請國內外專家分
享絲路文化，或者舉辦一
些設計師作品展，「希望
能成為代表敦煌文化、絲
綢之路文創的名片。」

建絲路文創中心 搭文化交流平台

1997 年，當時的范燕燕還是西安美術
學院國畫系一名大二的學生。一次偶然的
機會，她來到甘肅敦煌，當看到莫高窟裡
多姿多彩的壁畫時，她的心便被震撼了。
「那是一種東西方文化的激烈交流與碰
撞。」范燕燕說。於是，2000 年大學畢業
後，當別人都開始求職就業時，她卻將自
己的眼光投向了敦煌，並潛心在那裡開始
了兩年的壁畫臨摹之旅。
在敦煌的兩年時間裡，她開始研究莫高
窟壁畫，並思考莫高窟與絲綢之路的關
係。「在研究中我發現，不同時期的壁
畫，其實就是不同時期東西方文明和文化
的一種碰撞與融合。而隨着絲綢之路的興
衰變化，每個時代體現出來的壁畫藝術形
態又不一樣。」
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讓范燕燕流連其
中，沉醉不已。但漸漸地，她發現敦煌莫
高窟的保護卻成了讓人憂心的問題。在那
個年代，敦煌莫高窟的知名度還不算高，
洞窟的保護非常差，無論是地質環境，還
是天然氧化和人為破壞，都使珍貴的壁畫
隨時可能消失。儘管二十多年過去，如今
敦煌莫高窟的知名度和受保護程度已大大
提高，但當遊人們興致盎然地看到敦煌舉
世聞名的莫高窟、飛天和壁畫時，范燕燕
卻不斷地看到敦煌沒有了什麼，消失了什
麼。「我想要把那些消失的東西傳承下
來。」於是，范燕燕開始尋求一種路徑，
希望能把自己知道的東西分享給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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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西安大唐西市
的范燕燕絲綢藝術中
心，陳列充滿藝術氣
息。
張仕珍 攝

90 後手碟製作師丁浩峰
創業追夢冀推廣新樂器
作為準物理研究碩士生，理應整天坐在圖
書館或實驗室內研究學術，但 90 後的丁浩
峰（阿丁）卻以專業知識和對音樂的熱愛，
花近兩年時間鑽研製作手碟（Handpan）的
方法，更在工廠大廈內打鐵燒焊建造機器，
最終親手鑄成一隻隻港產手碟，並創辦迴
匠—手碟製音所（Panlab），只為將心儀的
新興樂器在香港發揚光大。
手碟源自歐洲，以細膩夢幻的獨特音色見
稱。2001 年音樂人 Felix 和 Sabina 把鋼鼓改
良，並打造成現在手碟。因為很少人懂得製
造手碟，所以初期發展緩慢，近年隨着更多
人加入製作行列及有不同的音樂家演奏，手
碟在歐美開始流行，如今亞洲亦開始興起手
碟潮流。手碟由兩片金屬片經機器與手工塑
形而成，外形圓而又呈鍋形，靠表演者用手
敲打表面產生共鳴而發出空靈的聲音，近一
兩年開始有表演者於香港街頭表演，並憑藉
如 UFO 的外表及獨特的聲音吸引不少人圍
觀。

用盡積蓄親手建廠房
阿丁與手碟的邂逅源於 2013 年去歐洲當
交換生時，聽到街頭藝人用手碟表演後對樂
器大感興趣，並希望學習這種前所未見的樂
器。回香港後阿丁開始尋找手碟的銷售渠
道，發現港台並沒有任何人在製作手碟，內
地也只有西部少數幾位手工匠識得製作，大
眾如有興趣購買必須要由歐洲訂購且輪候甚
久。經過半年的等待，他耗資近兩萬元終於
擁有第一隻手碟，同時萌生自己製作手碟的
念頭。
他先在觀塘租用工廠大廈內一個小單位作
為自己的工作間，在網上自學手碟原理，
「我望着網上的片段，或者是製成品，估計
它是怎樣製造出來的。」他再用盡多年積蓄
買鋼材工具，親手打鐵燒焊自行研發手碟製
作機器，像工作室內的 Hydroforming machine 便是他耗時一個多月砌出來。自去年
11月起，阿丁開始在工作間敲打製造自己的

手碟。其間他曾遇到技術上
的樽頸，幸得偶然來港的手
碟製作大師 Mayuko 點撥半
天，解決一個核心問題後， ■丁浩峰介紹各種製作手
張岳悅 攝
成功研發及製作出本土第一 碟的工具。
隻手碟，他現時除了是全港
台唯一手碟製作師外，亦是 ■丁浩峰希望藉「香港製
亞洲首十位的手碟製作師。 造」的手碟讓更多人認識
而迴匠作為香港首個手碟製 這種新樂器。 張岳悅 攝
作單位，早前開放了首批 10
隻手碟供愛好者訂購，短短 3 日已售罄，而 少不了物理知識的幫助。」
阿丁認為，音樂可以令世界變得更美好，
本月初則將開放第二批訂購。
「香港人的確很需要一種令人放慢腳步的音
手碟易上手適合港人
樂，並在閒時以音樂放鬆心情。礙於傳統樂
原來阿丁 10 幾歲便開始學古典鋼琴，再 器的技術門檻較高，令人難以輕鬆享受演奏
自學流行鋼琴，至今已有 10 幾年，常參與 音樂的樂趣。手碟擁有獨特動人的音韻，而
音樂節或活動演出，音樂和物理的雙重背 且沒有很多演奏上的規限，新手很快就可以
景，使他製造起手碟來更為得心應手，「鋼 自如地即興演奏，激起對音樂的熱情。手碟
琴使我更加理解到手碟的音階排列，以及怎 值得被更多人認識。」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樣與不同的樂器配合演奏，而製作過程中也

■各式錘子是他在世界各地搜羅而來。
張岳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