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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香港現有的博物館大大小小共有五十多所，其

中 14 所由香港政府直接經營，本刊上一期特撰專

文介紹了康文署轄下四所各具特色的專題博物館，

今期更以「廣角鏡下的博物館」作專題，讓大家對

博物館的角色與功能多點宏觀的瞭解。其中《大學

生博物館手記》，特以另一表達方式為讀者介紹幾

所公營機構的博物館。而為了讓大家多點認識政府

經營博物館的理念，我們與康文署吳志華助理署長

做了個專訪。

　　在訪問當日，吳志華博士用「窗口」來形容香港的博物

館，博物館真的很像一個城市的窗口，無論是外地遊客或本

地居民，想要進一步認識這個城市的過去和現在，她的歷

史文化積澱，以至她的關懷與抱負，都可以徜徉其中，窺探

一二。

　　此外，我們訪問了本會的名譽會長楊向杰先生、副主席

李乃堯先生，他們熱愛遊覽博物館，他們的參觀感懷，通過

我們的訪問，向諸君讀者娓娓道來。我們敢說若沒有深度的

認知，就不可能有相應的感動。

　　現代旅遊出現了一個新詞語，名為「知性之旅」，這是

指有別於消費購物，消閒享樂，遊覽參觀的旅遊。參加者期

望通過刻意安排的主題參觀與考察，增廣知識與見聞，開闊

眼界，認識別國的歷史文化，欣賞外地的藝術文物，體驗異

域的風俗民情。這樣的旅遊當然不限於外國，在本土也可以

籌辦知性之旅，只要挑選一些喜愛的地方或場館來參觀，再

安排專業的導賞員講解，也是不錯的選擇，更是輕輕鬆鬆認

識歷史文化的好機會。林輝的《失戀博物館》和青年大使的

《探尋地質歷史的奧秘》，正是這類文章。

　　其實，現代不少具規模的新型博物館，已把靜態的展覽

品立體化、數碼化，變成動畫，甚至經過設計，可以讓參觀

者代入虛擬的實景中。昔日為了保護文物，只能在幽暗的燈

下觀賞；現在可以複製放大，並加上說明，或製成模型，好

讓觀眾近看、把玩。參觀博物館這樣的知性活動，也可成為

「感性」之旅。看過近年香港的大型展覽，尤其館際合作的

精彩項目，相信市民也必認同此言不虛。

　　當然，兩三所博物館不可能負載整個城市的現在，更沒

法包羅與她相關的歷史文物。編者認為愈是充滿自知與自信

的城市，她的博物館類別和數量愈多，不論是政府抑或民間

團體，公營機構還是私人組織，都樂於出資營運有特色，有

創意，有活力的博物館，為市民提供知性與感性並重的展覽，

以提升市民的文化素養。

■總編輯：胡志洪

知性與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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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專題：廣角鏡下的博物館

香港：一個寬廣美麗的窗口
　　──專訪吳志華助理署長

■訪問：胡志洪　筆錄：鍾蘭英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吳

志華博士百忙中在香港公園內的茶

具博物館接受我們的訪問。

　　他首先指出博物館有兩種功能：

一是保存及研究，館員與大學學者

合作，展開一系列的研究計劃，這

是鮮為人知的工作。二是展覽及推

廣，康文署轄下共有十四間博物館，

每年的參觀人次都在增長，由十年

前的 470 萬人次到去年的 580 萬，

其中八成是本地人，兩成是內地人

或外國遊客。而最受歡迎的是歷史

館、藝術館、科學館及太空館。

　　有關展覽方面，香港博物館既

展出香港歷史、香港故事等常設主

題，讓人們認識香港，也與內地及

外國的博物館合作，舉辦中外歷史、

文化、藝術等專題展覽。所以香港

作為一個窗口，文化角色愈見吃重。

　　舉例來說，香港曾與內地合作，

展出兵馬俑、清朝服飾等展覽。這

類展覽，三、四年前已開始規劃，

中港雙方有經常性的會議，並作出

種種的協調，例如展品數量、運送

安排等。展出方面，吳博士強調不

會將內地的展品照搬過來展出，而

是用香港的方式表達。香港喜歡用

人、用生活、用故事去表達，再配

合多媒體演繹，令展覽更具吸引力。

香港在古物古迹活化方面做得好，

在博物館的管理及教育功能方面，

起步又較內地早，所以近年更被天

津等有關機構邀請參加會議，提供

意見。

　　外國方面的合作，例如辦過美

索不達米亞展覽、畢卡索美術展等。

英國、澳洲、俄羅斯等國都願意與

香港合作，只因香港有財力、有專

業，而且展品的演繹方式他們也欣

賞，他們樂於把本地文化推廣到香

港。

　　博物館的經費主要是由政府資

助，四年前政府在展覽上每年資助

6000 萬，去年資助已近億，加上香

港賽馬會慈善基金的贊助，本港的

展覽辦得出色，入場費卻便宜，這

對推廣及教育方面意義重大。

　　吳博士說，康文署藝術推廣辦

事處近幾年更致力將藝術帶入社

區，例如在機場、醫院、商場、屋

苑、公園舉辦各種的藝術展覽，而

「藝遊鄰里計劃」，在北角油街提

供藝術空間給青年發揮藝能。對於

弱勢社群，康文署會為少數族群如

南亞裔青年及傷健人士安排一些參

觀活動，又曾為視障人士安排特別

展板，並由專人講解。這是進一步

發揮博物館的社會功能。

　　香港是個寬廣而美麗的窗口，

我們的博物館既肩負起地區博物館

的使命，也展現中國文化與世界文

化，讓香港巿民和外地遊客都能擴

濶視野，陶冶胸懷，神遊千載文明，

飽饗美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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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重演，德國人將集中營開放給世界各國民眾，算是

顯示出他們深深的懺悔。」

　　走訪博物館的歷程中，點滴的觸動匯聚在一起，就

是一種文化的情懷，更是對生命價值的終極關懷。李先

生說，他還在路上。

走訪博物館時的
點滴觸動

李乃堯與博物館的緣分

■劉挺

■李先生為本會副主席、京港學術交流中心總裁

杜拜博物館

被流放俄國貴族居室內景

今期專題

　　李乃堯先生到過的博物館不計其數，但他對某些展品及場

景特別難忘，他說這可能就是緣分，在參觀時驀然見到引發自

己無限興趣的東西，猶如驚鴻一瞥，帶來的內心觸動是雋永

的。

　　「金步搖」是古代貴族女子的髮飾，李先生曾在香港文化

博物館見過這一樹枝狀的展品，當時腦海中猶憶起兒時誦讀過

的《長恨歌》：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眼前的金

步搖居然從遙遠的記憶中找到歸宿，實在是一種溫馨的觸動。

				而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康熙御批，則讓他讀出一些戲謔的意

味，很多份文言為主的奏章結尾都是「知道了」三個字的白話，

會心一笑之後來到門口的文創商店，發現「知道了」主題膠帶

居然賣脫銷，生意原來可以這麼做，於是感到這實在是一件拍

案叫絕的事。

				另一邊廂的國外博物館，帶給李先生又有一番別樣觸動。

　　19 世紀初拿破侖入侵沙俄，由於抵擋不了俄國的寒冬，

法軍節節潰退，俄軍乘勝追擊，但沿途發現西歐世界遠比自己

國家發達，於是軍心動搖，之後沙俄一批貴族要求改革，卻激

怒當時的沙皇，被流放到遙遠的伊爾庫茨克。就這樣，一座紀

念被流放貴族的博物館在當地應運而生，李先生

看著貴族裝修講究的臥室、掛滿壁畫的會客廳，

竟難以相信這是被流放者的生活狀態，也許這就

是一種貴族精神，無論環境如何窘迫，生活永遠

從容安詳，這也讓李先生心中泛起敬佩之情。

　　還有一種觸動，是對生命的反思、對正義的

呼喚。李先生曾到訪德國達豪（Dachau）集中營，

這是納粹德國建立的第一個集中營，專用來折磨

猶太人等「人民禍害」，那裏只有黑白兩種壓抑

的色調，參觀完黑黝黝的集中營，聽著遠處白楊

樹被風吹過的沙沙聲，令人感到絕望及恐怖。勞

改場鐵門外「勞動使人自由」幾個字赫然醒目，

李先生深有感觸，「絕不能讓納粹及種族主義的

達豪集中營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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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閱歷的增長，楊向杰先生在旅

行中會經常到訪以戰爭及屠殺為主

題的博物館，「我也曾問自己，大

多數人旅程中喜歡看開心美好的事

物，為什麼我總會有興趣參觀這類

主題凝重的博物館呢？」這個問題

最終由楊先生自己解開：它們引發

我對歷史的反思、對人性的叩問。

吊詭：南京大屠殺與廣島核爆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

紀念館，經常被國人提起，楊先生

有次帶家人去參觀，幾個子女竟不

敢入墳墓外形的展館，已足以見其

氣氛之肅殺。而讓他最難忘的是快

走到尾館時，耳邊每隔十二秒就響

起水滴聲，一張張遇難者肖像隨聲

音或明或暗，預示著每十二秒就有

一個同胞遇害，這樣的設計實在讓

參觀者的內心受到觸動。而拜訪該

館的那段時間，恰逢日本首相參拜

靖國神社，兩件事情交織在一起，

楊先生直言心情有點複雜。	

　　吊詭的是，楊先生想起自己在

廣島核爆紀念館，居然也發現有關

南京大屠殺的資料。進入該舘，發

現很多鐘錶都在 8 點 15 分停頓，

核爆那一刻。在某個展區內，他發

現有張照片，畫面上是廣島市民提

楊向杰的歷史反思與人性叩問

著燈籠，慶祝日軍順利攻入南京，

「不知道這些市民是否知道他們的

軍隊在南京的暴行，1937 年南京大

屠殺，8 年之後的 1945 年廣島核

爆，對日本人來說，是否有因果的

意味？」楊先生幽幽地說。

博物館折射出德國式的反思

　　工作原因，楊先生已去過 20多

次柏林，他發現德國人對侵略及屠

殺的態度與日本人截然不同，「在

柏林著名的博物館島，常年設置著

反映德國納粹上臺、焚書、希特勒

推行種族清洗政策等展覽，總之把

自己國家做過的最醜惡的事，毫不

遮掩地展示出來，這麽徹底揭自己

傷疤的民族，我真的沒有見過第二

個。」

　　而揭傷疤的目的，其實是為了

反思，位於柏林市中心的猶太博物

館很好體現了這一點。這是德國人

讓猶太人自己管理的博物館，楊先

生已去過兩次，如果說第一次參觀

完感受到的是震撼，第二次則提升

到了對人類良知、醜惡的反思層面，

「整個博物館的外形猶如一條不規

則的刀疤，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大

屠殺塔，四周高牆漆黑一片，只能

在頂上看到一線自然光，有些高牆

建有階梯通向頂部，但非常高，人

根本上不去。希望似乎有，但遙不

可及，令人不寒而慄。」

　　楊先生說，他在以色列也走訪

過當地的猶太博物館，但遠沒有柏

林的震撼，這更令他對德國人肅然

起敬。

　　下一站，他將會專程奔赴柬埔

寨，只為了弄清楚為何 1973-1977

年間，那邊怎會死了 400 多萬人。

通過歷史叩問人性的道路，楊先生

說他的腳步永不停歇。

楊向杰先生為本會名譽會長、新駿有限公司總經理。
廣島原爆博物館，日人只銘記其發動侵略戰爭的「果」

柏林門旁「納粹焚書」露天展覽，德人反省其種族滅絕屠殺之「因」

柏林猶太博物館內的大屠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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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博物館手記

　　香港，除了
政府經營的博物

館，如歷史博物
館，文化博物館

外，你有沒有留

意到一些非政府
機構營辦的博物

館呢？你能數得
出多少間？現在

，一起來沿着港

島的大街小巷，
找尋這些博物館

吧！

香港賽馬
博物館

　　身為一名不煙不酒不賭的基

督徒，我沒有使用過馬會設施，

對賽馬也沒有多少興趣。但這次，

我竟走入了這座曾經令馬迷聲嘶

力竭「奮戰連場」之地，參觀賽

馬的歷史。在這現代化的博物館，

看着那些歷史照片，我看到了賽

馬的昔日光輝，體會到了那些達

官貴人看着自己的馬飛馳的興奮，

也明白了馬迷們對賽馬的瘋狂着

迷。賽馬，從昔日精美的場刊，

到現時平民化的馬報，反映這賽

事已由上流階層的貴族運動，成

為現時雅俗共賞的大眾活動。

　　在這座充滿航海氣息的博物

館，我彷彿上了一艘穿梭時空的

郵輪，由古中國起航。眼前，盡

是中國古船及船上的古玩畫作，

轉眼間越過了印度洋，到達殖民

時代及大海盜時代的大西洋及加

勒比海，一艘艘雕飾細緻，炮管

滿佈的帆船在我面前巡航，一箱

箱茶葉、瓷器起落港上。船回到

了維多利亞港，由昔日的中西商

貿轉口門戶，經過 60 年代的經濟

起飛，到現在的國際樞紐。博物

館的各式軍艦商船模型，彷彿穿

過了玻璃窗在維多利亞港航行。

看着各式船上儀器，聽着中外遊

客好奇敲擊的船鐘聲，以及港上

絡繹不絕的船隻，令我和那些遠

行的海員一樣，產生了對大海的

嚮往，聽着起錨的聲音，在船鐘

及鳴笛聲中航向遠方。

香港海事
博物館

　　再次走進這座博物館，我已

從一名跟着老師走的中學生，成

為一名在大學讀生物化學的學生。

走進這座老舊的化驗所，有如回

到昔日學習的年代。老舊的實驗

室，簡陋的器材，還有泛黃的檔

案，簡單的醫療用具，便造就了

一位又一位的醫學精英，使他們

可以醫治病人，醫治社區，甚至

如孫中山一般醫治整個國家。現

在，感謝高科技的協助，使我們

輕易可在彈指之間獲取所有知識，

並且更有效地進行疾病防控。由

西式的醫療實驗室到中式的草藥

堂，中西文化的融合，就是中西

醫療的合璧，使疾病能更有效地

得到控制。由過去，我看到了未

來。

香港醫學
博物館

今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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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凱旭

後記

　　這次旅程主
要以古蹟改建為

主。在這趟博物
館之旅途中經過

不少值得參觀的

地方，如舊立法
會大樓，終審法

院，孫中山史蹟
徑，孫中山博物

館，還有香港大

學的老建築，如
本部大樓及許士

芬博士地質博物
館等。這次遊歷

，有如時空穿梭
，

從七、八十年代
的跑馬地唐樓區

，到摩天大樓林
立的中環，再進

入五、六十年代

舊樓夾雜的上環
，以及古蹟處處

的西環。在繁忙
的生活裏抽出這

麼的一段時間漫

步港島，饒有趣
味，令人輕鬆之

餘更深入了解到
香港的過去，甚

至觸摸到一個地

方的根。

香港大學美術
博物館

　　這座博物館，是我每天上學必經的建築物，縱然

每天都會在她門前走過，卻只進去過兩次。走進博物

館，猶如回到 20 世紀初在金文泰管治時代，中文學院

得以興建。在馮平山樓展出的是典雅的古中國展品，

置身其中，仿佛置身華人望族的家居。由一幅幅字畫，

到各式各樣西式的文檔，到現代藝術都有它們的展出

位置。每一件展品，都在向遊客細訴她的故事。看着

這些展出的作品，我仿佛穿梭古今，往來中外，聽着

各種新奇的故事。

保良局
歷史博物館

　　經過中式牌坊，在眼前的是一座具亞洲殖民地風

格的大樓，前面則是一個花園及兒童遊樂場。進入中

座大樓的中軸線可以看見整齊掛着對聯橫批。走廊上

滿是善長的相片和名字。從燈光搖曳的中堂，經過陰

暗的走廊，便可進入展覽廳。裏面，各式歷史文檔盡

入眼簾，看着這些舊

物，使我腦海中泛起

了當年就讀保良局幼

稚園及小學的久遠回

憶；看着文檔中的幼

稚園生，再看一看遊

樂場歡快遊玩的學生，

使我懷緬過去孩提時

天真爛漫的時光，小

學時唱過的校歌在腦

海中迴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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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聯會參與由香港電台舉辦的「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由眾多申請

者中脫穎而出，成功獲得首次親自製作電台節目的機會。從節目內容、形式到籌備等

方面全由本會負責。文聯會一向關注社會，今次以《異鄉人的香港故事》為題，旨在發掘社區內的勵志故事，

鼓勵嘉賓說出自己的故事，讓大眾聽聽異鄉人在香港生活的樂與悲，喚起大家對異鄉人的尊重。又本節目特意讓青

少年擔任不同的崗位，如節目主持、廣播劇播音員、編劇等，好讓他們實地學習及體驗製作電台節目。

《異鄉人的香港故事》
 台 前 幕 後

看看參與本節目製作的工作人員的感受：

　　「很高興可以成為這個節

目的監製，這是我從事廣播

行業廿多年來第一次接受非

商業的工作。在此，我感

謝文聯會對我的信任、

以及各位小演員的認真

合作。本節目令我對

生活有很深的啟發。節目主人翁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對工作的認真、對未來的熱情期待，讓我體會到原

來生活中還是有好多東西需要學習的。另外，我也

見識到九十後年輕人的清新、活潑、認真和好學

態度。非常期待再次和各位合作的機會。在此

祝福曾參與本節目的每一位嘉賓及幕後工作人

員，生活愉快！」　邱繼菲（節目監製）

　　「訪問每一個人就多聽一個故

事，每聽一個故事就像經歷多一次人

生。感謝文聯會讓我擔任節目主持，這

個節目的製作意念甚有意義，在香港生

活，每天都與不同國籍的人士擦身而過，

但我們都未必有機會或有空間去瞭解他們。

縱然膚色、國籍不同，但我們呼吸同一樣的

空氣，同樣都是在這裡生

活的「香港人」。衷心希望

藉本節目能喚起更多人關心

身邊的異鄉人，令大家可以更

為共融。」　張思晉（節目主持）

　　「我首次參與廣播劇，感覺

新鮮，這對於日後投身傳媒工

作有莫大裨益。由聽眾變成

其中一位幕後工作人員，當

中有很大樂趣，感激有此

機會讓我參與和體驗。」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一年級

邱泳雯（廣播劇播音員、編劇）

　　「用文字感動讀者，一直是我

的夢想，十分榮幸可以參與異鄉人

的香港故事節目擔任編劇。切實反

映被訪者在港的生活，是一個不小

的難題。大量的資料收集，讓我更

深刻地體會到被訪者的文化內涵在

港的變奏 ; 在訪問中，聽到被訪者笑談他們的生活經驗及

面對的困擾，我深深感受到他們的樂觀與積極。盼望您，

也聽見那來自異鄉的香港故事。」

香港樹仁大學三年級

安虹（編劇）

■黃詩恆

數碼廣播
8 冬季號˙第十四期



每 集 內 容 精 彩 豐 富 ， 絕 對 不 能 錯 過 ！
播出日期：2013 年 10 月 20 日	至 2014 年 1月 12 日（逢星期日）

播出時間：晚上 9:00	-	10:00

播出頻道：香港電台數碼 31台

節目重溫：http://www.hkccda.org/

　　每位參與本節目製作的嘉賓、播音員及幕後工作人員均十分投入，以至每次在錄音室都笑聲不絕，以下為部份錄

音花絮，跟各位分享我們製作節目的喜悅。

播音員戴杅栩（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張浩軒（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曾婉儀、周莘蕊（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主持張思晉、
嘉賓 Dr.	Rizwan	ULLAH、

副主持梁詠琪

嘉賓蔡琳及張恒暉老師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協和））

嘉賓 Christine 及其女兒

主持張思晉、嘉賓 BIBI	ARFEEN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副主持何劍峯 播音員黃梓鴻、
黃雅文（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姚蓓兒（可立中學）、梁彩霞（英華女校）

嘉賓 Ajaz（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廣播劇播音員與監製集體合照

嘉賓金昶華

錄音現場
播音員雷子興、

曾埸琛（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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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走進麥教授的辦公室，這位

儒雅而隨和的學者就和筆者像老朋

友般聊起了歷史。1800-2000 年，

在麥教授眼中，實在是驚心動魄的

200 年，從乾隆末年的盛世隱憂，

到 19 世紀東西勢力的轉換，這是一

部從內憂外患到改革自強的歷史。

　　香港人對近代史尤不陌生，這

座城市的割讓就是中國近代史的大

事件，20 世紀 70 年代中後期起，

市民逐漸開始接觸當代中國議題，

而香港回歸亦增加了大眾對近代史

的認知。

　　聽聞本會現正申請政府基金以

開展近代史推廣項目，麥教授表示

非常支持，他覺得向市民尤其中小

學生推廣近代史很有必要，能讓市

民大眾

更 多 了 解

家國的過去，養

成「借古知今」的思維，

以在紛紜的社會中明確自己的責任

及價值。

　　推廣近代史的方法多不勝數，

麥教授指出主要有講座、展覽、實

地考察、攝影比賽等，但有些活動

逐漸流於形式而失去意義，比如市

面上推出很多歷史考察團其實已變

成了「樣板戲」。因此，如何在常

見的活動形式中推陳出

新，是很考驗主辦單位

功夫的事。

　　愉快的交談中，筆

者向麥教授展示了一批

明信片複印本，原件是

本會一位收藏家朋友在

遊歷世界時搜集而來

的，有關列強侵華、民

國軼事、人物肖像等近代史內容，

明年本會有意以此策劃一個專題展

覽。麥教授覺得這個活動有創意，

「專門收藏明信片的有心人很少，

因此值得做，最為重要的是，知識

分子寫的歷史大家見多了，而明信

片上的歷史顯示著當時的民間史

觀，更多樣化，且吸引力更強。學

近代史不一定只靠讀書，一幅圖可

以勝過千言萬語，這是認識歷史的

一個新切入點。」

　　最後，麥教授表示推廣近代史

是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來不得功利，

因此他反對以證書、嘉許狀為主要

吸引元素的活動設計。在他看來，

近代史乃至歷史推廣，不一定每次

都要有大動作，如能安靜地做好一

個書屋，或維持好一個不需要有嘉

賓的沙龍，已經很具有社會效益。

列強侵華主題明信片

麥勁生：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德國雷根斯堡大學歷史、政治

學博士。曾任教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

教學和研究以史學方法和理論，中西近

代思想史、中德文化交流為主。先後

出版中西文專書和論文集八種，

論文四十餘篇。

麥
勁
生
教
授

談
近
代
史
推
廣

人物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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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戀博物館
　　旅行路上，去過的博物館不少，有時看得多甚至覺得有點膩。所以在

走了許多個沉重的歷史博物館之後，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一個另類的、輕

鬆卻又有趣的小型博物館，它有著一個特別的名字：「失戀博物館」（The	

Museum	of	Broken	Relationships）。

　　這個博物館座落於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內裡的展品是由世界各地

搜集而來，據說也曾在其他地方如台灣展出過。館內的展品本身都沒有甚

麼價值──至少對這世上絕大部份人來說──但對於「當事人」而言，它

們都有著獨特的意義，也代表著至少一段付出了的感情。

　　這個博物館，收藏了許多關於「關係」和「分手」

的物品，各種各類都有，由剃鬚刀、相片、衣服到

斧頭和單車，而它們背後的故事，有些感人，有些

幽默，當然也伴隨著更多的關鍵字如：背叛、報復、

距離、時間、懷念、（無法）忘記、以及浪漫和

憎恨。

　　有令人哭笑不得

的，像其中一個展品是個塑

膠沙灘飛碟，是當事人的前男友送給她

的周年紀念禮物（怪不得再沒有更多個

周年了）；另一個很吸引人眼球的展品，

是當事人前夫買給她的一雙製作粗糙的假

乳房──原因是前夫常叫她戴上，說這樣會

挑起他的性慾。

　　還有一些帶著憤怒情緒的展品：其中一個展品是一個汽車的倒後鏡。

故事的主人發現丈夫／男友的汽車在一間「錯的房子」之外，一氣之下把

後視鏡拆了下來；後來對方向她胡謅說有街童把車的後視鏡拆了下來，在

這時候她也決定要結束這段關係。還有另一個故事，是關於一柄斧頭的：

同居女友離開他，與新認識的情人旅行去，留下了一屋的傢俬。故事主人

不知怎樣處理自己的憤怒，於是買了一柄斧頭，每天砍爛一件傢俬，而這

柄斧頭也榮升為他的治療創傷的工具。

　　有趣的故事還有許多，而這些故事最有趣之處，就是總會與觀看者產

生共鳴。有經歷的人，都會在別人的故事之前，容易找到與自己共鳴的部

份，記起自己曾經失去的一些關係。也許不少人會和我一樣，邊看邊想起

自己的過去，並想像有甚麼物品可以加進這個展覽之中、怎樣去描述自己

那些關係破碎了的故事。

■林輝
　智庫組織

　Roundtable Community
　前總幹事、
　全職旅行專欄作家

收到這樣一份周年禮物，
你會不會和他分手

在 Skype 上分手，
會痛得比較輕嗎？

文化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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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頌婷　羅淑婷

島。	下船後，大伙兒沿著「平洲環保步行徑」觀賞岩石，

完全能夠體驗到什麼叫作水天一色。在碧海藍天的襯托

下，色彩斑斕的岩石更加耀眼奪目。配合上潮汐漲退的

時間，各地質現象都一覽無遺。

　　東平洲擁有香港最年輕的沉積岩，毫不遜色於其他

地質公園。海拔最高僅 48 米的東平洲以「三平一奇」

見稱。三平是指它海平、島平及石平，一奇就是指形狀

像「千層糕」的頁岩。它們就在缺氧、高鹽和靜止的水

域中長期沉積，漸漸形成了其典型獨特的外貌。頁岩仿

佛就像中華文化一樣，在時代洗禮之下經歷潮汐、海浪、

水流長久沖刷，一點一點累積形成今天別樹一格的外

貌。走在東平洲沿岸細看，不難發現於岸邊棲息的各種

獨特海洋生物。在這平

靜的世外桃源，沒有受

城市化的污染，海水清

澈見底。遠離繁囂的城

市，才能真正感受到大

自然的美麗。

　　東平洲是城市人的一個寶藏、一個警醒、一個夢想，

提醒大家要努力保護自己居住的地方。香港世界地質公

園於 2011 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地質公園名

錄，成為中國第 26 個世界級地質公園，亦是罕有位於

國際大都會中的世界級地質公園，東平洲只是香港世界

地質公園其中一部分。遊覽地質公園，不但能欣賞明媚

的風光，更可從不斷變化的地貌，了解過去的環境、地

理、氣候及生態演變，簡直是另類的歷史課。保育恰好

是現下年青人的一大追求，美麗的東西應當好好保存、

珍惜，繼而不斷發掘、欣賞，最後傳承給下一代。

　　青年大使中心於 11 月 17 日舉行本年度第四次文化

之旅，選址於擁有完美海蝕地貌的東平洲。它本名平洲，

位於香港東北部的大鵬灣。由於位處香港的東面，加上

便於與坪洲區分，因而被稱為東平洲。東平洲是香港野

外四大景觀之首，更獲選為「香港十大勝景」中的第二

位。在那兒，漫山遍野皆是奇岩怪石。在陽光映照下，

有香港「第一名岩」之稱的頁岩，一層層的，就像一本

厚厚的歷史書，一頁一頁地向到訪遊人訴說著那兒蘊藏

著六千五百萬年的地質歷史。

　　我們一行十多人從馬料水碼頭出發，乘搭渡輪前往

東平洲，船程大約需時一個半小時。當船程過了約四分

三的時候，已能遠遠看見前方有一個又扁又平的赤色小

一行人在碼頭留影

大自然賦予生物有更舒適的生存環境

形狀有如千層糕的頁岩，正描繪出東平洲六千多萬年的地質變遷

天空這樣藍。海天一色，岩石在藍天映照之下份外耀眼

探
尋
地
質
歷
史
的
奧
秘

青年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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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頻道

　　吃完一頓豐富的「文

化遺產」晚餐，在浪漫的

路燈下散步回民宿，把房

東給的鎖匙插在門鎖中輕輕一擰，大門應聲而開，真有回家的

感覺！

　　我們租有兩個房間，其中一間有張大圓老舊木桌子和籐

椅。京姐在經過酒莊時買了一瓶當地的葡萄酒，計劃晚上在這

桌子上打撲克牌時喝。

　　把所有該充電的器材都插上了電源，把杯子倒滿葡萄酒，

便開始了我們的「牌局」。上場才發現，原來三個人懂的玩法

都不一樣！	我只會釣烏龜和拉板車，京姐和榮哥兩人都會一個

玩法差不多的「鋤大弟」，京港歐三地的玩法輪流出台。藝術

家榮哥深藏不露，原來竟是高手，只有京姐能與之周旋，我則

單憑牌運定輸贏，多次盲拳打死老師傅，把他們氣得呱呱叫。

　　忘情嬉戲之間，京姐笑說，學生時代的感覺全回來了。我

的學生時代可沒有機會與撲克牌為伍	。榮哥說他的牌功，是在

年青打工時與工友學來的。他當時是鑄造廠的少東，經常故意

輸牌，讓大家開心。原來勝者為王也不一定就是最開心的，輸

了也可以津津樂道，而且讓我和京姐都對他另眼相看。那瓶好

酒也沒有被冷落，把最後一口倒到嘴裡的時候，就該休息了。

　　因為要留點精力開車，我放棄了隨他們兩位晨早六時出發

街攝的提議。十時正，我們依約準時坐到了充滿了咖啡香氛的

餐桌旁。老太太為我們準備了地道法式早餐。激動人心的，是

桌子上一個黑白斑紋的貓型咖啡壺，我看著眼熟，把老相冊找

出來核對，證實了正是 12 年前那一個！四顧大廳中的傢具，

每一件都像是有家人在向我打招呼似的。	京姐和港客興致勃勃

滿房子參觀，不斷拍攝，好像進了博物館。

　　法國人收集旅遊紀念品大都有專題，有些人收集開信刀、

鎖匙扣，有些人收集瓷器小動物，在家中擺個玻璃專櫃來陳列，

幫助懷念渡假的美好時光。這裡收集的是雨傘，以及它的杖頭。

另外還有不少家傳古老銅器，榮哥一拿上手，就知道它是真是

假。老太太不停地向我們介紹著，房頂下每樣物件都有一個故

事。我們在家裡磨蹭到中午才出門，今天的節目，是參觀山上

的古堡。

法國深度自駕遊系列

■張明行
法中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作家及自由撰稿人

民 宿 有 情

房東的主題收藏品

杖頭收藏

在民宿客廳吃早餐

民宿房間有家的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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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直擊

文聯會四周年會慶 暨 會員願景

　　金秋十月，迎來了文聯會成立四周年會慶，會員會友歡聚一堂，追憶往昔，暢想未來，一齊為本會的發展

獻計獻策。

　　黃富榮主席首先以「傳承與創新」為題作演講，回顧文聯會一路走來的歷程，洋溢著對文化推廣的熱情及

執著。董事長葉國華教授肯定了本會這幾年的工作，並發表《全球人類視覺下的中華文化》主題演講，他從宇

宙主義的立場出發，認為中華文化不應局限在 7000 年，而應放到 25 萬年的時空中去解讀。

				演講結束後大家共進午餐，分享心得，其中不少會員會友提出很多建設性意見，聽聽他們是怎說的：

黃主席回顧文聯會歷程

葉教授作主題演講

樊素（鳳凰 U	Radio 主播、本會執委）：

　　文化說到底就是生活。我想，我們首先需要在深厚浩渺的中華文化傳統中找到可以

與現代生活地氣相連的基因，再給大家提供一個舒服的通道，讓人擁有不被束縛、不需

依附的感受和思考空間。推廣文化，強勢和沉重都不太好，理想的狀態是優雅和自在，

那是最好的生活，也是最深的文化。與新一屆執委會前輩同仁共勉。

蔡震堯（香港浸會大學管理學博士候選人、本會執委）

　　我期待未來文聯會能夠提供更多適合年輕一代的文化活動。因為隨著互聯網的普及

和交流的增多，兩地年輕人具有越來越多相同的特質。他們擁有強烈的自我實現的使命

感，相信自己的親身經歷和互動的經驗，會有更多共同話題也急切地渴望與世界進行交

流。我真切地希望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參與文聯會的活動，甚至可以自發地通過文聯會

提供的平台進行策劃和倡議。而文聯會本身也能夠組織更多符合年輕人需求、有益於年

輕人瞭解世界、平等溝通、尊重歷史、職業發展等「互動式」的文化活動，幫助年輕人實現他們的「文化夢想」，從

歷史和現實的層面上促進中華文化在香港的繁榮。

李凱旭（香港大學學生、本會青年文化大使）

　　我由今年參加台灣團開始接觸文聯會，由對文聯會毫不認識，到現在參與了各種工

作，如青年大使執委，八合薈萃編委，到協助籌辦內地團及準備參與香港電台試播計劃

的節目。雖然我只是一名理科生，學的科目和文學是南轅北轍。但是，我對文化仍有相

當的興趣。文聯會正正是一個平台，讓一眾對文化有興趣的人可以和其他志同道合者交

流及接觸更多文化事物。今年是文聯會四周年，祝願文聯會能匯聚更多對文化有興趣的

朋友，令香港成為一個愈來愈富文化氣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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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動態

中國演出行業協會

25 周年慶暨六屆三次理事會
　　11 月 14 日 -16 日，中國演出行業協會 25 周

年慶暨六屆三次理事會在上海舉行，本會黃富榮主

席應邀參加，理事會展望了中國演出行業協會新

一年的工作，議程包括演藝經紀人培訓及考試新動

態、高級演出經紀人資格評定管理辦法等。香港及

台灣地區的代表同時應邀參加了本次活動。

「長期病患與我」

計劃成功獲批
　　本會早前向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

遞交的第三季申請：「長期病患與我」，已經獲得接納，

香港電台給予此計劃的評語為：「題材值得探討，形

式有趣味，故事經過精心挑選，節目給予長期病患者

和中學生一個機會參與電台製作及表達心聲的平台。」

該節目將邀請長期病患者和照顧者分享他們在生活中

所面對的順逆和感受，以喚起大眾對他們的尊重、關

懷和支持。節目將引入訪談及專家意見，預計 2014

年 1月至 4月在香港電台數碼31台播出，敬請關注。

西安考察團即將啟程
　　「歷史文化學堂」的壓軸活動之一：古都西安

考察團將於 12 月 23 日啟程，全團 41 人，團員主

要是之前參與過香港電台歷史廣播劇講演計劃的中

學師生。五日的行程包括走訪陝西歷史博物館、秦

始皇兵馬俑、鐘鼓樓廣場、華山等，增進參與者對

祖國歷史文化及人文環境的了解。

劉江華副局長主講政制沙龍
　　11月8日，本會與香港政策研究所合辦政制沙龍，

邀請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先生蒞臨，就香

港政制發展問題發表講話，並同與會者交流。劉先生深

入講解了普選、民主化等政治議題，並結合中華文化來

分析問題，他認為中華文化中蘊含著普世價值，民主的

最高點很可能從中華文化中得到啟發。只有各界行正

道、公道、中道，香港的政制才能得到真正的發展。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動向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今年與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合

辦「綠化我家嘉年華」，透過

創意的環保生活設計比賽推廣

普通話。首個活動「環保講座」已於 11月 9日舉行，

林超英先生 ( 前天文台台長 ) 及梁榮武先生 ( 前天文

台助理台長 )應邀主講。壓軸活動「綠化我家嘉年華」

將於2014年2月23日（星期日）於紅磡海逸坊舉行，

屆時會有學校主持的攤位遊戲，以及各種不同的環保

展覽和比賽，歡迎公眾人士參與。

文化部文化市場司副巡視員孫秋霞、台灣演藝經紀人協會創會會
長王祥基、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主席黃富榮共注香檳塔。

本會執委彭淑敏博士新著出版 
　　11 月，本會執委彭淑敏博士的新

書《民國福建協和大學之研究：以師資

和財務為例（1916-1949）》由台灣基

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本書劃分兩個重

點，討論福建協和大學之學術開拓與研究貢獻，以

及學校之經濟後援與財源經理，是代表全書精華所

在。另外著作佈局結構，得見明確綱領。而運用史

料，多為地方之獨有，顯見校輯用心，深入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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