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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陶是一個非常複雜又細緻的過程，

從原料至燒出成品，任何一道工序稍有疏

忽，都會有引起缺陷甚至報廢的可能。”李

春說，往往一個不小心很多功夫就前功盡棄

了。

李春點着手指細數製陶工序：“先把選好

的泥土按比例澆上一定量的水，在攪拌過程中

不斷調整泥和水的適合度，取出一定量的泥鋪

在陰涼的場地上光腳踩拌，讓泥變得柔韌，還要把裡面的小疙瘩踩碎或

挑出，僅踩泥就要經過三大次共九小次橫、縱、斜反覆踩踏，再像揉麵

一樣揉泥，並分成大小不等的泥塊備用。”

“然後就是拉坯造型，成型後放在太陽下晾曬表層水分，再放置

到無風處自然陰乾，這個過程一般需要一到兩周，有的作品泥坯較厚

則需近一個月才能自然乾透。再進行修型、打光、繪畫或者雕刻，包

括陰雕、陽雕、浮雕、鏤空等手法，再進窯燒製，前前後後細分大概

有二十多道工序。而在燒製的過程中溫度、火候、升溫速度的掌控

也是最難的，一旦掌握不好前期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

“製陶就是一個精益求精的過程，可謂十窯磨一‘件’，在這

個過程中不僅磨礪着耐心，不斷在失敗中提升自己，也更令人感

到這門手藝的傳承不易。”李春對此無比感慨。

“拉坯的時候，大家注意我運用了兩

個手法，一個是兩隻手相對往起

提，還有一種是要根據坯子的薄厚用大拇

指與內側手邊擠泥料邊慢慢提。”李春在

電動拉坯機上邊講解邊示範着。在劍橋學

院的黑陶技藝課堂上，數十名來自藝術學

院室內設計專業的學生正興致勃勃地圍着

李春，認真地在筆記本上記下關鍵內容。

生於“黑陶之鄉”幼時迷上捏泥
“從我們共同設立傳承基地並開課以

來，學生們非常喜歡這門傳統手工藝課

程。”劍橋學院藝術學院院長董磊說，黑

陶這一文化瑰寶區別於其他民間手工藝，

具有很強的設計感，通體的黑色又極富現

代感，我們設想把這種古典元素應用到現

代家裝設計等科目中，用現代藝術的形式

和美感進行再次詮釋。

現年55歲的國家一級工藝美術雕刻

師李春，出生於素有“中國黑陶之

鄉”美譽的黑龍江省綏化市綏稜

縣。“我出生的村子裡就有好幾個

盆窯，差不多人人都會製陶。”李

春說，小時候看人製陶，自己覺得

有趣，就拿點泥巴跟着捏，不知

不覺就入迷了。他切身體會

到，孩童時期對文化和技藝的

認識對一個人未來的愛好和發

展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為了完成傳承黑陶技藝的使

命，自2012年起，李春便帶着材料去各所

學校“推銷”自己。“當時全靠一己之力，

一家家學校跑，吃過很多閉門羹，也一度灰

心過，但我已經認識到讓非遺走進校園對推

動傳統文化的傳承意義十分重要，所以從沒

想過放棄，咬牙也要堅持下去！”

過程繁成功難“學到家”者寥寥
“製作黑陶其實是比較複雜的過程，

工序多，每個環節要點繁雜，成功率還比

較低。”李春說，這門手藝特需要韌勁，

更要不斷實踐積累。通常而言，從開始學

到成功完成作品至少要一年，他表示，有

很多愛好者因有日常工作而難以一心撲在

黑陶製作上，真正把手藝“學到家”的人

幾乎沒有。

“但是在學校不一樣，學生在校四

年，有足夠多的時間培養興趣和熟練掌握

製陶技藝，同時社會負擔小，可以循序漸

進把基本功打牢。”李春設想，隨着學生

的畢業，不管他們未來是否會專門從事黑

陶製作，這門手藝都將一直伴隨他們，並

影響他們身邊的人。

李春說，隨着全社會對文化傳承的認

識不斷加深，以及相關部門和學校的支

持，僅2018年上半學期，他就累計在哈爾

濱市各大中小學校授課達90餘次。“黑陶

製作課程深受孩子們的喜愛，學校的支持

力度也越來越大，我的信心也更足了，這

條路一定會堅持走下去！”

黑
龍
江
非
遺
傳
承
人
李
春

攜
傳
統
技
藝
走
進
校
園

桃李綻放冰城
黑陶古法回春

“學校是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最好的平台，培養孩子們的興趣，讓他

們親手體驗製作過程，將傳統文化與現代藝術教育相融合，將會持續保

持文化的生命力和傳統技藝的傳承與發展。”黑龍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

黑陶技藝代表性傳承人李春六年來堅守校園傳承，將習藝30餘年來繼承

的傳統黑陶技藝遍播冰城（哈爾濱別稱），並攜哈爾濱劍橋學院成立了

傳承基地和黑陶製作工作坊，冀望古老的黑陶藝術重現生機，在一代代

年輕人手中繼續綻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千 哈爾濱報道

沿用“燻煙滲碳”成品漆黑如墨
初見李春是在黑龍江省首屆非物質文化遺

產傳統工藝大賽上，當時他與妻子在一架需兩人

配合運轉的人力坯車前再現着傳統製陶方式，一

時吸睛無數。只見，在兩個木製圓盤上連接着一

條寬寬的橡皮帶。李春的妻子在一側的圓盤邊握

住手柄不斷搖動，李春則在另一邊的圓盤上進

行拉坯製作。

李春表示，隨着時代變遷，這種古老的拉

坯設備已逐漸被電動拉坯機所取代。而燒窯方

式的變化也很大，現代燒窯法如氣窯和電窯等

因均由電腦控制，溫度精準，已成行業主流，

但他仍堅持着古老的“燻煙滲碳”法。

“黑陶最大的藝術特點主要在於它通體黑

色，古樸典雅、大氣莊重。而黑色的產生就來源

於‘燻煙滲碳’的燒製方法。”李春介紹，“燻

煙滲碳”最重要的是溫度控制和窯變時間。燒製

到一定時間後，需將窯洞完全封閉，使窯內爐火

與空氣完全隔絕，燻燒過程中會產生濃重的黑色

煙氣，經過10個小時，煙氣中的碳分子慢慢滲

入陶坯，如此製得的陶器漆黑如墨、色澤光亮。

■“燻煙滲碳”法製作黑
陶需精準把握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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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二十道工序
十窯方磨一“件”

■製陶前需用腳將泥
料踩勻，使之與水充
分融合。 受訪者供圖

◀ 課堂上，李
春一邊示範一邊
為學生講解製陶
技藝。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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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患者嘆支援不足 月花萬元吊命家庭負擔大

就漸凍人症患者的支援問題，香港社署發言人表示，漸凍人症及

罕有病患者可申請傷殘津貼，但需透過醫生就殘疾程度作評估。社署

2014年推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並將兩個關愛基金援

助項目，包括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及購買醫療消耗品的特別津貼恒

常化，每月上限各2千500港元。2018年度共有269個案於該兩項目

獲發津貼。

香港食衛局發言人則指，國際間對不常見疾病並沒一致定義，在

香港醫療政策下，公院病人均有同等機會接受治療。發言人指現用以

治療漸凍人症的藥物治療仍在發展中，需累積更多科研和臨床數據。

罕見病國際無統一定義

香港政府遲遲未有為罕有病定義，

目前香港肌健協會轄下約有50名漸凍

人症病友。腦神經專科醫生袁孟豪表

示，運動神經元病（MND）俗稱“漸凍

人症”，為神經元不正常退化，神經線

與肌肉有脫離跡象，肌肉萎縮及漸轉無

力，除影響手腳活動、吞嚥及呼吸功能

外，亦有機會出現呼吸失調，反覆引致

肺炎，危及生命。

袁指，漸凍人症患者由確診計算，

平均壽命約有3年，活上五六年甚至更

久亦不為奇。絕大部分發病成因不明，

但有5%涉及家族遺傳基因引致。漸凍人

症迄今仍無藥可治，袁指有大型藥廠正

研發新藥，但仍處第三期測試階段，現

有藥品僅能紓緩病情。

平均壽命3年
藥仍在測試

2014年一項別出生面、專為

漸凍人症患者籌款的冰桶挑戰席

捲全球， 香港亦不例外掀起熱

潮。本身是註冊社工的香港肌健

協會高級組織幹事蘇美英稱，冰

桶挑戰為協會籌得善款3千萬（港

元，下同）讓該會有資源可協助

患者購買電動輪椅等必需品，紓

緩患者家人的沉重經濟壓力，彌

補政府不足。

蘇續稱，自2015起協會每年

預算撥出300萬元供會員申請，至

今累計約用去600萬元。

不過自冰桶挑戰熱潮過後，

該會每年僅籌到約20萬元善款，

入不敷支。

蘇坦言善款在可見將來始終

都會有用完的一天，長遠只希望

將照顧患者的責任交回政府，讓

病友可在社區有尊嚴地度過餘

生，“病本身已好痛苦，如給多

點支援，心情都會好過些，不會

那麼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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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為病友規劃適切的援助。

▼李先生發
病後肌肉萎
縮，手腳逐
漸失去活動
能力。

曾任九巴維修員的 64 歲李先

生，4年前患上俗稱漸凍人症

的運動神經元病（MND）後暴瘦只

餘下約100磅，四肢僅右手能勉強

提起，要長期臥床借助呼吸機維

生。李日常起居要依靠外傭照顧，

其太太與兩名女兒需打工分擔生活

開支。

最近外傭約滿需告假回鄉1個

月，雖然李在半年前已申請不同政

府資助的暫託院舍暫住，但遭不少

院舍拒諸門外，幾經辛苦找到兩間

合共收留廿多天，但還餘4天沒着

落，幸他上月到醫院覆診時，駐院

心理學家得悉其憂慮，安排入住醫

院。

租呼吸機靠團體補貼
李坦言，確診患上此症後，心

情低落，常徹夜難眠。除了病患困

擾外，沉重生活開支更令他難捱。

漸凍人症無藥根治，病人多靠中藥

補身，李每月針灸連中藥及營養奶

等開支近1萬元（港元，下同），

兩部呼吸機月租數千元，每月電費

3千元，再加外傭費，扣除政府3

千多元傷殘津貼，以及關愛基金資

助租用醫療儀器和消耗品共5千元

特別津貼，仍需月背1萬元開支，

家人非常吃力。

李批評港府支援不足，如非獲

病人組織香港肌健協會補貼購買電

動輪椅、租用呼吸機等，以及獲家

人及教友扶持，“很難撐到現

在！”他希望趁餘生呼籲當局投放

更多資源，協助罕有病患者紓困。

病友盼港府資助聘外傭
同樣需要外傭照顧起居的49

歲胡先生，於2011年患上漸凍人

症，現靠肌健協會補貼外傭薪金，

惟因中介公司沒做好培訓，先後換

了兩名外傭，直至現任外傭才達要

求。胡指外傭對病者非常重要，盼

港府可資助病友聘外傭。

香港肌健協會高級組織幹事蘇

美英稱，不少漸凍人症患者因長期

用呼吸機，須聘外傭貼身看顧，遇

外傭請假或辭工，卻很難申請政府

暫託宿位。

她批評港府對病友支援不足，

協會每年要資助病友租呼吸機、聘

用外傭及購買電動輪椅等使費，

“就是因為政府做不夠，要等我們

這些病人組織幫政府承擔。”她希

望港府可放寬津貼申請門檻，並盡

早為罕見病定義，才能規劃適切的

援助。

早前物理學大師霍金與《海綿寶寶》

作者希倫伯格離世，兩人皆是漸凍人症

（MND）患者，令這罕見疾病再惹關注。

隨着冰桶籌款挑戰熱潮過去，香港漸凍人

症患者的困境漸被遺忘，有末期患者指港府支援不足，只

能靠病人組織補貼購買電動輪椅及聘用外傭等開支；就連

外傭告假回鄉，患者需入住暫託院舍，亦要等近半年至最

後一刻始獲收留。病人組織促請港府增加津貼及政府暫託

宿位名額，不應將支援患者的責任交由病人組織自行承

擔。 ■圖 / 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冰桶熱潮退 漸忘漸凍人

■■李先生最希望太太可以多些陪伴在旁李先生最希望太太可以多些陪伴在旁。。

◀ 早年冰
桶挑戰吸
引不少市
民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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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與
太太結婚多
年，恩愛非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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