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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看我們

搭建的舞台
去年 10 月，「歷史文化學堂」展開了一系列講座。接
著在今年初，來自不同學校的中小學生，每週分別在香港電
台兩個時段為全港聽眾講故事。這個由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贊
助的文化活動，配套項目周延，既有理論，也有實踐，兼且
廣邀大、中、小學師生一齊參與，這是近年少見的。本刊上
期特以「歷史文化新天地」為專題，探討在現今世代推廣歷
史文化的關鍵。
今期本刊則以「歷史舞台的魅力」作專題，嘗試析述這
次活動參與者背後的理念和動力，其中有中學組節目主持白

香港電台主持白耀燦先生訪談

特稿頻道
陶藝發展一瞥                

編者的話

耀燦老師的訪問稿，以及由本會黃富榮主席主持的小學組師
生交流會。同時，為了鼓勵大家關注「歷史文化學堂」，本
刊邀請了本會的青年文化大使，挑選一些已經播出的佳作，
略加介紹品評，以饗未曾收聽本節目的廣大讀者。
白老師的舞台魅力，通過他那渾厚的聲音，提點學子如
何把歷史廣播劇編演得更好。他的睿智與經驗使節目生色奪
目。至於交流會上的小學師生，認真投入的幹勁與敢於創新
的精神，都教我們佩服不已，從中發現部分熱愛講故事的學
生，自小就得到家庭或學校的培育。
今次，文聯會有幸邀得戲劇「發燒友」白老師為「歷史
文化學堂」擔任節目主持，真是深慶得人。他憑著深厚的國
史造詣，以及其豐富的教學與舞台編演經驗，在故事播出後
隨即帶引同學們反思其中的情節鋪排與演繹技巧，這個創新
安排，相信參演者和聽眾都獲益良多。
同學們初試啼聲的演出，或有不盡善之處，原是在所難
免。因其中所涉及的知識面，不僅歷史文化，也包括文學、
寫作、語言技巧等，他們還需兼具課程改革所標榜的種種共
通能力。個中甘苦只有參與師生才能領會，相信他們也必認
同這確是難得的一課。
歷史文化如果只限於知識傳授，對於大家來說，一旦離
開了學校，不用再考試，也不必計較成績，這似乎已是個無
關痛癢的問題。事實上，歷史文化有如家國的根和社會的枝
葉，倘若不重發展承傳，不懂擇善固執，不知所愛惜，我們
的生活即使十分豐足優裕，在心底裡也是疏離浮泛的。因為
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僅存概念的認知與形式的追求。
本會在大氣電波中搭建了一個舞台，讓師生們親自挑選
感興趣的題材，並各自以其獨特的演繹方式，在電台聲演了
一個個精彩的歷史故事，就是希望藉此為參與師生與全港市
民開拓一條孕育歷史文化興趣的路。

總編輯

胡志洪

白耀燦先生為知名戲劇教育家，本會與香港電台合辦
《歷史文化學堂》節目主持人。圖為節目錄製中。

歷史，原來可以這樣有趣 ——
香港電台主持白耀燦先生訪談

歷史舞台的魅力

白老師接受本刊總編輯專訪。

教育
「香港是一座歷史很短的城市，留給人們集體回憶及追尋根源的東西不多，所以這也
使得香港人的歷史感薄弱」，白 Sir 一開場就尖銳指出此問題。他認為了解歷史極其重要，
關乎「我們從何處來，將走向何處」這一終極性命題，而要讓港人有學習歷史的意識，教
育在其中扮演了關鍵作用。   
很多人認為只要把中小學歷史科列為爲必修，就能徹底解決歷史教育問題，白 Sir 不同意
這個觀點，因為歷史教育成功的關鍵在於學生有沒有興趣，以及是否深切感受到歷史與自
己有關，歷史科即使成了必修課，但如果教師還是沿襲一套沉悶及粗糙的舊教學方式，那
就肯定無法引起學生的興趣。

活化
歷史其實一點不沉悶，可以很有趣，歷史不僅在課堂，更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白
Sir 很高興能主持今次《歷史文化學堂》廣播劇節目，他沒想到現在中學生的想像力如此
豐富，同時，廣播劇內容也涵蓋古今中外，例如《當慈禧太后遇上維多利亞女皇》以東
西方人物對話的形式來表現文化差異，《文革春秋》則生動敘述了國學大師季羨林在文
革時期的特別經歷。
「廣播劇是對歷史的活化，學生通過策劃及演繹話劇，可以激發對歷史學習的興趣；
而《歷史文化學堂》對於成年聽眾來說，亦是一個具有通識教育意味的節目，能讓他們領
會到以史為鑒、以史為師的道理。總而言之，文聯會與香港電台的這次合作，是具有前瞻
性的。 」

演繹
接下來的歷史廣播劇，白 Sir 希望學生們能更好地融入歷史人物的情境中去，同時他認
為活化歷史的成功關鍵在於「演繹歷史空位」。
例如「四面楚歌」的歷史，我們都知道當時司馬遷不可能在現場，他能將四面楚歌的
故事寫得如此生動，全憑想像力，四面楚歌是一個歷史事件，是一個結果，但這個結果發
生之前，有許多「空位」無史料記載，比如當時項羽的心理活動，他與士兵們的交談實錄
等等，這就留給後人許多填補的空間，而成功的廣播劇就是要演繹這些可供想像的歷史空
間，讓每位觀眾都能在歷史中感到趣味盎然。

訪問：胡志洪 筆錄：劉挺

「歷

古仔由你講」──

羅淑婷 安虹
由本會和香港電台文教組合辦的「歷史古仔由你講」已
經在一月六日起於香港電台開播，參加講故事的同學均施展
渾身解數，除了一手包辦劇本的選材及創作，更親身演繹歷
史人物的故事，令聽眾有機會輕輕鬆鬆聽故事，從另一角度
接觸歷史。
開播至今，已有近二十所中小學的精彩故事相繼播出，
還有超過五十所學校的故事準備登場，大家可拭目以待。

歷史舞台的魅力

現在就讓我們回味一下剛剛播出的故事，分享一下青年
人心目中之「最」吧！

最震撼人心：
最佳聲線 :
瑪利曼小學——回到唐朝
		
話說文成公主進西藏
三個小女孩以三把甜美的聲音生動演繹了歷史故
事——唐太宗時期文成公主遠嫁邊疆的事跡。當
中有同學反串聲演松贊干布，她的表現令我們歎

新亞中學 —— 顧維鈞與「巴黎和會」
顧維鈞一個不太熟悉的名字，但因為他的堅持，令中國在巴
黎和會上力爭到底，拒簽的行動打破了近代以來中國在與列
強交涉中「始爭終讓」的慣例。新亞中學同學充分演繹與會
各國的各懷鬼胎，詮釋著顧維鈞的那顆愛國心，堅守「寸土
不讓」原則，不屈不撓、不卑不亢。前車可鑒，顧維鈞的故
事發人深省。

為觀止，實在是巾幗不讓鬚眉。

最具默契 :

最佳選材 :

天主教佑華小學 —— 堯舜讓位故事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 孔子學琴

四個天主教佑華小學的小學生合作無間，你一言

「萬世師表」孔子提倡的學說很多人都聽過，他孜孜不倦的

我一句將舜和其他角色演繹得性格分明，栩栩如

學習態度就是他得到後世敬仰的原因，實在值得我們每個人

生，實力不容忽視。

學習。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的同學選擇了這個題材，真是別
出心裁。

天主教佑華小學

4

─ 青年人心目中歷史廣播劇之最

歷史，不但不沉悶，
而是記錄著中華文化五千年的發展。
歷史，不但不過時，

最突出選材：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 文革春秋
「這場空前的災難，若不留下點記述，則我們的子孫

播出指南 :

將不會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將來氣候一旦適合，還

中學組︰歷史文化學堂  

會有人發瘋，幹出同樣殘暴的蠢事。這是多麼可怕的

時間︰晚上八時半至九時  

事情啊！」《牛棚雜憶》中的一段文字，或許是中華

頻道︰香港電台第二台

基督教會基道中學的寫作目的。十年浩劫中的點滴血
淚由一代國學大師季羨林娓娓道來，季老口中流露的

小學組︰好孩子星期天——兒童故事會  

深刻情感，突顯了其破壞力，文化浩劫的傷又可否隨

時間︰逢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半至十二時  

風而逝？

頻道︰香港電台第五台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最具創意：
玫瑰崗學校（中學部）—— 當慈禧太后遇上
			
維多利亞女皇
慈禧太后和維多利亞女皇，如果有機會坐下來談天說
地，說的竟是美食、沐浴與愛情！玫瑰崗學校（中學
部）同學以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讓東西方各撐起半邊
天的兩位女強人，跨越地域界限，在大氣電波中相遇，
感覺新奇有趣。
玫瑰崗學校（中學部）

歷史舞台的魅力

而是孕育著每個中國人成長的基石。

曾亮遠老師（右）發言中

「老師同學生都珍惜的機會」
——

黃主席：兩位老師對於組織學生上電台講故事的整個計劃有什麼看法？

經歷中成長

曾亮遠老師：廣播劇是一種新的學習方法，我們學校希望學生透過這次活動多認識歷史。這是一次對學生的

挑戰，也是對老師的挑戰。我們起始對這計劃有所擔心，不知道在創作歷史劇的過程發揮想像力的界限在哪

裡。後來聽完了文聯會舉辦的三堂演講培訓課，才明白創作歷史劇既要尊重史實，又要從歷史空白處著手發

揮想像力。是次劇本，是由學生創作、老師修改，這是一次難得的體驗，學生喜歡這樣的學習模式，可以增
加他們對歷史的興趣，也可以實際地學習到歷史的基本知識。

文惠宜老師：廣播劇可以讓小朋友有學習的體驗，對老師來說也是一次嘗試。我們創作的初期，電視劇《回

到三國》就很受歡迎，學生就建議以《草船借箭》為題。我們都知道必須有所突破，讓劇本富有現代感。與

學生一起製作廣播劇，我覺得學生們的表現很好，在我心目中已經是滿分。

黃主席：如果是下一次，用不同的語言演繹廣播劇，例如普通話或者英文，大家有何看法？大家又希望計劃

更好的在下一次！
會有哪些新的嘗試？
曾亮遠老師：普通話和英文都沒有問題，學生都喜歡！
林嘉怡：我有親戚是上海人，我也常說普通話。

黃明欣：我們都會使用拼音打字法，用普通話演繹廣播劇也可以。

曾亮遠老師：可以嘗試在小學組演出後增加討論環節，也希望主持人可以當場給學生意見反饋，讓他們知道
如何演得更好。

黃濼敏：加入討論環節可以，但是學生可能會緊張，擔心說錯話。

林嘉怡：這一次的機會我覺得很榮幸，過五關斬六將才能爭取到上電台講故事，我希望下次都可以參加。

文惠宜老師：創作方面由於沒有太多的指引規限，出現百花齊放的現象，效果令人滿意。

曾亮遠老師：這種各出奇招的廣播劇，讓我們學校之間可以互相刺激、互相學習，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

黃主席結語：歷史以廣播劇的形式演繹，拓寬了我們的思考維度，橫向的對比也是一種學習歷史的方法，學

生的表現令人滿意。本會感謝學校對活動的大力支持！下一次我們希望加入更多新的嘗試，讓未有發聲機會

的群體可以透過大氣電波發出自己的聲音，也爭取讓學生得到更多的磨練及學習的機會，我們寄望歷史文化

學堂的聲音如同春天的花絮，飄落至每一位聽眾的耳朵，帶給人美好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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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舞台的魅力

蘇雪冰

「講故事帶給人快樂」
——

暢談參加本次活動的感受。
B.B.S

「上電台講故事緊張又興奮」
——

黃明欣：錄音的時候，氣氛就已經很緊張，一有講錯或者不順暢，馬上要重錄。有難度的地方在於我飾演的
諸葛亮與麥穎欣飾演的周瑜，聲音上比較接近，自己必須想辦法去區分，例如在適合的位置加入一些抑揚頓
挫的語氣。
麥穎欣：這是我第一次上電台講故事，我爸爸聽完，覺得我已經做得很好，可以一個人模仿不同的聲音。
林嘉怡：我覺得自己算是咬字清楚，電台的設備很好，出來的聲音很動聽。
黃濼敏：錄音的時候真的很緊張，擔心出來的效果，沒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杜樂遙：在電台講故事，更加緊張，因為知道是給全港的聽眾收聽。

黃主席：上電台講故事，同平時講故事，有什麼不同？

在無線電波搭建的舞台起舞

杜樂遙：故事可以讓深刻的道理簡單地表達出來，令人容易接受。
黃明欣：我自己很喜歡去圖書館看童話故事，然後給同學或者妹妹分享。講故事可以模仿不同的角色，很生
動，很有趣。
林嘉怡：我妹妹喜歡聽我給她講英文童話故事。
黃濼敏：我小時候就聽爸爸媽媽講故事，後來我做了圖書管理員，經常給低年級的同學講故事，他們很喜歡聽。
劉子筠：我讀幼兒園的時候就給低班的同學講故事。
吳泳霖：我四年級的時候就開始喜歡創作故事。

麥穎欣：講故事令人好有滿足感，自己開心，別人也開心。

黃主席：大家什麼時候開始喜歡講故事，為什麼喜歡講故事？

快樂源自分享

吳泳霖同學、麥穎欣同學）作客文聯會，與本會主席黃富榮

劉子筠同學、林嘉怡同學、杜樂遙同學）及保良局陳溢小學師生（文惠宜老師、黃明欣同學、黃濼敏同學、

今期本會特邀參加了《歷史文化學堂》香港電台「歷史古仔由你講」活動的瑪利曼小學師生（曾亮遠老師、

歷史如春天般色彩斑斕，透過大氣電波，自編自演歷史廣播劇，發現歷史別有洞天。

「歷史古仔由你講」交流會 ——
暢談穿梭歷史舞台的成長經歷

黃主席與師生交談中

大嶼山美景

文化沙龍

大嶼山發展如是說

陳德明

如果你的外地朋友到港旅遊，你會推薦他 / 她去大嶼山玩嗎？

李殷泰先生演講中

1 月 23 日本會舉行「文化沙龍」，主講李殷泰先生這樣問道。李殷泰先生是前「昂坪 360」總經理，他
作為「大嶼山經濟發展聯盟」義務秘書，對大嶼山的發展有著一份冀盼。
政府應有規劃地發展大嶼山
他認為大嶼山有很多本土經濟可以發展，就如美麗長沙一帶的沙灘旁，由於政府沒有好好規劃，沙灘旁的
土地已成為有不少外資大商所擁有的「渡假屋」，這明顯對本地的各項發展沒有多大的貢獻。
旅遊業是香港的支柱行業，但李殷泰指出香港並沒有一個統籌機構。不少本地有識之士很早已提出大嶼山北與
大嶼山南的發展建議，可惜到今天，政府當局仍未就大嶼山的發展定案。如果特區政府成立一個「大嶼山旅遊發展
局」，這將會是一件美事。
「橋頭經濟」帶來的全新都會區
此外，港珠澳大橋爭取 2016 年通車，特區政府應把握因此帶來的「橋頭經濟」效應，把大嶼山發展成全新都會
區。從規劃角度，大嶼山北的人工島作為港珠澳大橋的重要連接點，貫通南北東西。
藉大橋通車的機遇，內地珠海橫琴新區已被規劃發展多項金融商務及休閒旅遊產業。以深圳市前海為例，
當地政府為吸引外來投資及人才，亦會推出多項優惠政策。可惜的是，本地不單多項基建工程緩慢，港府 10 年
前提出的航天城計劃及港珠澳大橋「橋頭經濟」研究更銷聲匿跡。
借鑑紐西蘭皇后鎮的經驗
至於大嶼山南長沙一帶等地段，李殷泰以紐西蘭皇后鎮的長沙灘為例子，多年前皇后鎮的長沙灘亦如大嶼
山的長沙，經當地政府多年來悉心規劃，今天的皇后鎮已成為紐西蘭的重要旅遊景點。香港有沒有這個決心？
今天不少有心人在大嶼山搞許多有「睇頭」的活動如「銀礦灣的沙灘音樂節」，主辦單位就需要費九牛二虎之
力與不同的政府部門角力後，才能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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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殷泰始終認為大嶼山有很豐厚的文化資源，如大澳的傳統水上婚禮等，如果有更多的規劃配套支持，可
以有更高的欣賞價值，更可以讓傳統文化傳承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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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天地

眾人在赤柱廣場、馬坑進行文化遊覽後，興致勃
勃地出發到燒烤場，共享理事會成員為大家準備的「盛
宴」。燒烤是一項小挑戰，放炭、煽火的背後其實隱
藏著莫大的學問和技術。文化大使們群策群力， 不一
會兒就燃起熊熊爐火。大夥兒圍著火堆聚在一起談天
說地，更不時體現到互助的精神──塗蜜糖、分享爐
邊的玉米茄子、甚至是燒烤叉上的食物，不亦樂乎。

晨光初露，為青年文化大使中心首次舉行的會員
迎新活動拉開序幕。在剛過去的 1 月 26 日，在青年
大使主席林小恒導賞中，文化大使們細味赤柱廣場、
馬坑歷史變遷；烈日當空，演繹年輕活力的現代時尚。
大快朶頤之後，一行人移師海灘進行集體活動。在
負責的理事安排下分別進行四項包括踩氣球、七手八腳
等的團體小遊戲，培養合作精神，大家都樂在其中。
霞光中，大家都樂而忘返，一次又一次的跳躍，
留下青春的汗水；定格在半空的倩影，記錄了這次赤
柱迎新，為今次活動畫上句號。

感言 :
「赤柱迎新活動是我第一次參加青年大使所舉辦
的活動。當日玩了不少團體遊戲，透過這次活動令我
認識了很多來自不同學校的朋友，也擴闊了社交圈
子，希望未來的日子青年大使理事會再舉辦多一些類
似的活動讓我們參與。」 ——青年文化大使 黎沛欣

「這是青年文化大使中心第一次舉辦迎新活動，
地點是赤柱。我不是第一次去赤柱，可是從來沒聽過
馬坑公園，更不知道它的所在，這次活動讓我對這
個地區及其他會員多了點認識。大家一起燒烤、玩
遊戲，渡過了一個歡樂的下午，在笑聲中拉近了大家
的距離。希望以後會舉行更多的活動，不但讓我們
認識更多的朋友，而且更深入了解身邊的文化。」
——青年文化大使 翁嘉麗

墨子工坊

「兼愛」精神
的延展
蘇雪冰

有一種愛，不分階層、不分種族、不分性別、
不論貧富，這就是兼愛。墨子是一個「兼愛主義
者」，他說「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
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
１

２

3

我們自去年 11 月，到本港各中學宣傳墨子及
墨家思想。在天水圍香島中學，一位同學向她南亞
裔的同學請教墨子問答題；聖公會諸聖中學裡，見
同學們互相簇擁，普通話對粵語，交頭接耳，「墨
子是哪個時期的人？」「快點講啦，邊個是墨家最
高成就者的頭銜？」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兼愛
已成為本港同學生活的一部份！
是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這裡人口流
動急速嗎？是因為我們在一國兩制之下慢慢習慣
了彼此的存在？還是因為教育讓我們知道什麽 叫 做
「平等」？
作為一線青年培訓工作者，我們有機會同本港
不同的年青人接觸，無論是為下一代的教育站出來
的，還是爭辯時政的，抑或為爭取青年活動資助奔
走的，都是源自一份「在乎」。我們早已學會在乎
我們的環境，學會在乎少數族群。為他們發聲，或
給他們機會發聲，是在乎的表現。

4

「兼愛」那麼遠，戰國時期就有人提倡了。
「兼愛」這麼近，我們一早就在身體力行。
    有感於此，我們嘗試建立一個平台，把墨家
的兼愛精神與現代的志願者服務結合，命名「兼愛
網」，敬請留意。
6

5

1、2：華仁書院
3、4：天水圍香島中學
5、6：伯特利中學
7、8：聖公會諸聖中學
9、10：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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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入學校」預告
3 月 19 日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3 月 20 日
保良局顏寶玲書院

北宋汝窯青瓷蓮花式碗
( 宋代，現藏國立故宮
博物院 )

《珊瑚印象》劉華強
戶外陶瓷雕塑，由多
個色彩繽紛的大小
陶瓷珊瑚組成，以喚
起大家對海洋生態
的關注。

三彩胡人牽駱駝俑
( 唐代，現藏故宮
博物院 )

《瓷衣》謝淑婷
將真實的衣服全
部塗釉，瓷泥附
於物件上素燒。

《嬲褸》李慧嫻
作品以男女三人組，
排列出一系列似是而
非的中文字，與觀眾
大玩文字推理遊戲

《驚奇的水花》曾章成
液體濺起的美麗水花是靈感來源，以
手塑陶瓷的方式，捕捉幻想中的畫面。

陶藝發展一瞥
在中國的陶瓷發展史上，先有陶後
有瓷，瓷器由陶器脫胎而來。中國陶器
生產歷史十分悠久，唐代大批生產的三
彩釉陶，華麗、斑斕，反映著大唐盛世
的面貌，有很高的藝術性。
瓷器是商代中期開始出現的，到宋
代是瓷器藝術高度發展的時期。元代景
德鎮成為瓷器生產的中心，青花、釉裏
紅、白瓷、黑瓷等具有極高的藝術水
平。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官窯和民窯繼

劉華強

特稿頻道

承中國陶瓷藝術的傳統，大放異彩。
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陶瓷發展
已經脫離製作技巧束縛，泥土製品漸
漸進入人的精神領域，現代陶瓷藝術
家有的在形與色裡追求個性的彰顯、
有的透過陶瓷作品投射個人的思想和
理念，有的挑戰泥的各種性能的極限，
利用泥去模仿各種材質如：木、石、鐵、
布、水等等。形形色色的陶藝作品在
現今大放異彩。

張明行

法蘭西美食文化趣談
特稿頻道

法國美食餐桌以潔白桌布和晶亮杯子爲象徵。

旅居法國 30 多年的筆者，與分別來自香港和北
京的朋友於法國自駕遊。第一站是中西部萊雅河上的
芝濃（Chinon）小城，入住 12 年前曾經住過的民宿，
喜見故人故地都風貌猶存……
在民宿房東老太太的推薦下，按著地圖，我們很
容易就找到了那家美食餐館。它坐落在芝濃市中心的
步行街附近，門前是一個綠葉成蔭的小廣場，去到時，
露天的座位已經差不多坐滿了人。原來每到晴天，法
國人都喜歡在陽光下用餐，我們當然也不例外。
一位穿著雪白襯衣，筆直黑西褲的俊朗侍者，展
露微笑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有三個位子嗎？」我也帶著微笑問他。
侍者回頭向露天餐座看了一眼，說：「行，請你稍等。」
我們看過去，見有兩個侍者，一人放潔白桌布，一
人端晶亮杯子，正在不慌不忙地把一張桌子佈置出來。
侍者把精裝的餐牌， 鄭重地給我們每人派一本。榮

哥把每頁都看過後，摸著下巴說：「沒有圖片？」我笑著
說：「現在你明白為什麼不懂法語的外國人只能吃漢堡包、
土豆條，而中國旅客只好吃白菜炒肉片和米飯嘍！」
榮哥又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香港人說，吃法國
餐，一定會‘多一舊魚’，是不是真的？」呵！又來了。
我研究過它的典故，這原是香港人對法國美食餐桌
講究佈置的諷刺。例如吃不同的肉要配不同的紅酒或白
酒， 換每一道菜要換碟子和不同的刀叉等等。 香港人
多以速食和效率見稱，實在看不慣法國人這套繁瑣的排
場，於是有人出言不遜，結果被一傳十，十傳百。
其實「多舊魚」是廣東話方言，中間那個「舊」
字，是非常不雅的助語詞，粵字發音「舊」又是「塊」
的意思。不知怎麼的，到後來，很多香港人都以為法
國大餐一定會多一塊魚了！
點菜的責任最終落在我的身上。我認為最好的酒，
是與好朋友一起喝的酒，最美味的食物，是在回憶中的
味道最好。為了替回憶錦上添花，今天一定要點最好的！
法蘭西深度自駕遊 -2

香草小面包變化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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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酒是爲法蘭西美食
錦上添花的魔術。

美術作品似的
煙燻三文魚頭盆

甜點是法蘭西美食大餐
的完美句號

——西九大戲棚日夜及青年粵劇演員專訪
安虹

羅淑婷

沒有用一根釘子，木質的棚子載負舞臺上輪轉著的才子將相，戲
棚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在物質匱乏的年代是消閒佳品。對於新一代
年輕粵劇演員而言，戲棚又有什麼回憶？
照

（右）合

洛童小姐

記者與周

戲棚多數上演神功戲，在狹隘的後台，總會見到供奉華光師傅的神位，以保演
出順利。戲棚的演出分為「日戲」與「夜戲」。夜戲由德高望重的大老倌主演，而
「日戲」即是同一劇團年輕一輩的磨練場。「如果有幸在『日戲』中擔演主角，在
不久的將來，可能就是『夜戲』戲臺上的大老倌。」周小姐笑了笑說：「記得小時
候曾經在戲棚的舞臺上飾演小朋友角色，當時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現在聽了前輩
們的戲棚經驗，也希望可以有機會再體驗一下。」戲棚中，明明確確的看到了承傳。
問到對粵劇未來的展望，周小姐坦言粵劇「任白龍梅」的全盛時代已過，經
歷一段低沉後，現時兒童演員數目開始再有上升的趨勢。預計 2016 年落成的戲
曲中心，正好提供給予青年演員主演實踐的場地，專業的舞臺培養出新一代接班
人。然而，與此同時，觀眾斷層的情況也急需重視。雖然，今年入場人數超越十
萬，比去年增逾六倍，可惜坐在西九大戲棚欣賞表演
的，依舊是中老年市民為主。如何吸引年輕觀眾實是
當務之急，「沒有觀眾，都是徒然」。
載譽歸來的「西九大戲棚 2013」是西九管理局特
備的文化活動。為期約十六天的西九大戲棚，至閉幕
共有十萬人次入場，今年
「西九大戲棚」加推連串
免費節目，戲棚外加設新
年市集，並首次呈現未來
戲曲中心設計比賽的設計
及模型。

藝術盛事

「六歲時，第一次看粵劇，戲目是《紫釵記》。」始於對粵劇的一見鍾情，
小三的時候，香港兒童少年粵劇團團員周洛童小姐，開始她與粵劇的不解緣。扳
指一數，周小姐已有十多年的演出經驗，扮演過的角色不計其數，例如哪吒、《寶
蓮燈》中的秋兒等。她亦曾參與 2010 上海世博會香港周的粵劇表演，現主要擔當
「娃娃生」（專門扮演兒童一類的角色）。

於上海世博會
香港周粵戲表演

「夫子會」與「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合辦

第二屆「華服節」之「歡樂自由巡」
在舞蹈的配合下，
如彩蝶翩翩起舞

自去年舉辦第一屆
華服巡遊起，始覺要復興
中華文化需持之以恆，更需喚
起不同聲音，號召多方參與。有
鑑於此，「夫子會」與「香港大學畢
業同學會」以全開放式的巡遊活動為推
廣宗旨，合辦第二屆「華服節」之「歡樂自
由巡」，目的是鼓勵一家大小，扶老攜幼，齊
穿華服，既慶祝新年來臨，又可親身體驗華夏豐富
的服飾文化，從而發揚和傳承中華文化優越的特質。

巡遊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日舉行，是日約有三百多人
參加活動，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女士蒞臨主禮。葉女士十分
欣賞華服巡遊活動，認為可把中華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中。她表示，
以往在英國唸書時，總有一些以民族為主題的活動，其他族裔例
如印度等學生，都可以把活動辦得有聲有色，唯獨是香港的學生，
好像不太認識自己民族的文化。因此「華服巡遊」十分有意義。
她祝願這項活動可一如主辦者所盼，像馬拉松長跑一樣的成功。
華服巡遊參與
者欲笑半遮臉，
歡樂不言而喻。

華夏衣飾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發
展，穿著華服巡遊，既可認識文化，
又可增進節日的氣氛，是十分有
趣的活動，期望每年都舉辦巡
遊，日後成為香港以至珠
三角的節日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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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前排為香港大學的學生，
後排為主辦單位的幹事

藝術盛事

巡遊隊伍於市政局百周年紀念公園起步，經海濱平台花園，
再沿海濱長廊，最後回到紀念公園羅馬噴水池解散。巡遊的一
大特色，是有許多年青的香港大學學生參與，他們覺得華
服既漂亮又優雅。亦有親子組隊參與，有些是三代同堂，
祖父母也有同行。另外，孔教學院何郭佩珍中學的
學生穿著中國民族服裝，演繹各個民族的風情，
並向路過的市民介紹自己穿著服裝的特色。

葉劉淑儀女士與主辦單位的
才子佳人合照留倩影。

文化動態
「演出經紀人資格證」考試及管理新辦法
3 月 9 日上午，中國演出行業協會主辦的全國演出行業協會工作會議在廣州南洋長勝酒店召開，香港地區
代表——本會主席黃富榮先生應邀參加。
會議達成的決議包括，從 2013 年 3 月 1 日起：
1. 演出經紀人資格培訓與考試將分離。
2. 每年組織 2 次全國考試，日期為每年 6 月上旬及 12 月上旬。
3. 推行網上考試、隨機抽題、考試科目增加《舞台藝術基礎知識》一科、考試題型更改為單項選擇、多
項選擇及判斷題。                    
4. 演出經紀人資格證書有效期由原來 2 年延長至 5 年。
5. 將增加證書年度備案及網上持續教育系統。
本會為香港地區舉辦《中國演出行業演出經紀資格證書》考試的唯一合法機構。目前已考取證書的學員
需要在期滿前 2 個月至期滿後 1 年內提出換證申請。

兒童劇《寶貝兒》6 月底在港上演
濟 南 兒 童 藝 術 劇 院 應 本 會 邀 請， 將 於 6 月 底 赴 港
獻演兒童劇《寶
貝兒》，該劇曾
獲全國第二屆優
秀保留劇目大
獎。該劇講述獨
生子女與長輩溝
通的故事，傳遞
助人為樂、無私
付出的精神，內
容精彩，歡迎全
港中小學師生、
家長屆時前來觀
劇。請於近期瀏
覽本會網站了解
詳情。

饒宗頤教授銅像揭幕暨「藝聚西泠」
展覽開幕典禮
2012 年 12 月 14 日，饒宗頤教授銅像揭幕暨「藝聚
西泠」展覽開幕典禮啓啟動。這尊高 1.8 米的銅像在饒
宗頤文化館揭幕，日後將長期矗立在文化館「天光
雲 影 」 庭 院，
香港特區政府
民政事務局曾
德 成 局 長、 香
港中華文化促
進中心理事會
主席李焯芬教
授、 本 會 主 席
黃富榮先生出
席了當天的儀式。同日，「藝聚西泠」在文化館開幕，
展出西泠印社之前在杭州舉行的饒宗頤書畫藝術特
展的精選作品，包括「五嶽圖」、「四時山水」等。

文聯會 2013 新春團拜

墨子計劃公開講座﹕「印度．女權．平等？」

2 月 23 日下午，文聯會新春團拜在董事長葉國華教
授府邸舉行，吸引會員會友及青年文化大使共 40 餘
人出席，大家
談文化、敘友
情，展望新一
年的發展。黃
主席回顧過去
一年文聯會在
歷史文化學
堂、墨子工坊
等工作中取得
的成績，並介紹了新一年重點政府基金項目的籌備情
況。最後葉教授作簡短致辭，他祝願文聯會越辦越好。

印度去年底發生輪暴案，引起世界各國關注當地男
女平等問題。2 月 5 日，本會與 Roundtable 國際關係
研究學會就有關議
題合辦講座，國際
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總幹事區美寶小姐
向現場觀眾解釋道 :
印度本身的多元性
及聯邦制，是難以
根治問題的原因。
例如，政策不能於
每一個邦有效落實，又或者是新政策遇上保守力量
的阻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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