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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有個為期三個月（
四月初到七月中旬）的中國秦、漢文物展，名為
「帝國時代：中國秦漢藝術」，從中國各地三十

二個博物館與考古機構借來一百六十多件文物，
探討秦漢時代形塑的中國文化身份及與波斯、希

臘等地通過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與物質交流。其中大部分作
品從未在西方展出過，形態種類豐富，包括過去五十年中國墓葬出
土的各種禮器（陶器、漆器、玉器等）、樂器、舞樂俑、絲織物、
秦磚漢瓦等，以西方藝術史式的分類，則跨越雕塑、繪畫、書法、
建築等門類。也借來幾個神采奕奕的兵馬俑。

據說大都會博物館新任館長Thomas Campbell上任後積極與中國
展開合作，短期內便有五次中國之旅，以博物館為平台推進中美文
化交流。當然，在目前大都會博物館財政困難的情形下，來自中國
的資金和大量訪客都重要非常。此次展覽便有中國招商銀行的財力
支持，也見到中外觀者如雲。

想起幾年前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看過的漢代文物展。對 「羽人」
和舞樂俑印象深刻，自在飄飛，精妙至極。見到古詩中提及的物品
，如 「莫使金樽空對月」的 「金樽」，及 「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
人」的 「羅綺」。一邊驚嘆巧奪天工的物品，一邊與人類學系的朋
友Z慨嘆：秦漢時代精英階層積累巨大權力與財富，要在來世（墓葬）
繼續複製這種 「紙醉金迷」；每種令人嘆為觀止的工藝奇觀背後，
都有無數無名工匠的血汗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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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磚漢瓦 張 泠

去了趟西
泠印社，杭州
西湖孤山一角
。這座金石篆
刻印學勝地，

通常有兩大誤讀：一是 「泠」字被
看成 「冷」，二是通常被誤認為是
個茶社。

那天我進門時，一群年輕遊客
路過，驚呼吳邪古董店就在附近。
吳邪是網絡名作家南派三叔代表作
《盜墓筆記》中主角，三叔是浙江
人，他將吳邪古董店虛構到了西泠
旁。其實西泠旁除了著名食府 「樓

外樓」，再無其他商舖。此書粉絲
龐大，書迷尋找吳邪古董店，倒給
西泠印社做了個大廣告。一九○四
年創立的西泠印社，如今卻通過盜
墓文學形象被年輕一代熟知，假如
當年創立此社的四君子九泉之下獲
悉，我想他們可能會尷尬得笑不出
聲來。

創立西泠印社的是丁仁、王福
庵、葉銘、吳隱四位晚清先生，在
西學東漸之時，挽救篆刻江河日下
的局面，成為四人自覺的責任與共
識。丁仁首先捐出自家的土地，四
君子又各自拿出積蓄，修建仰賢亭

，建成之時，科舉制度被廢止，同
盟會已悄然誕生。在變革的大時代
，西泠印社先後得到了晚清與民國
的政府保護，更有盛宣懷等名仕的
私人支援，盛家慨然將孤山部分地
產捐贈給西泠印社。風雨飄搖中，
這個私人社團不僅有了固定的自有
產權地產，更有四千多方印章，從
戰國古璽到明清流派印，這些文物
都來自西泠印社社員的個人捐贈。
藝術共產與時代分享，是西泠印社
的百年精神。如今出任西泠社長的
，卻是一位香港人。 （上）

麥先生今
年八十三，人
家說他不像，
他也希望如此
，卻總是沒信

心。
當他閒坐街旁咖啡檔，看人來

人往，尤其關注跟他年齡差不多的
老人家。結果多是失望的，因為難
看的多，不難看的少，別說好看

了。
最近他去過一次郵輪，船上八

成是長者。他坐在甲板上看他們，
他看到禿頭、大肚腩、火雞頸和傴
僂蹣跚的姿態，他知道自己亦屬其
中一員。

他召集了一次老同學的茶敘，
他最先到。最早到的是小李，現在
人稱李伯。他手拿枴杖，步履不穩
，是孫子送他來的。跟着是靚仔陳

夫婦，當年一對璧人，如今一齊鬆
垮，所有的肌肉都下墜。波牛黃到
了，看上去還可以，但頭上的假髮
顯得滑稽。隨後到的是詩人程夫婦
，靚女程太是詩人寫詩騙回來的。
程太也戴了假髮，還有滿口假牙，
太齊整了，與年齡不相稱。程詩人
連眉毛都全白了，像武俠小說中的
白眉道人。

最後到的是阿蔡，為自己的遲
到向大家斟茶，那手抖得厲害，把
茶都斟瀉了。麥先生心情欠佳，他
知道歲月不會饒任何一個。

退休後悠閒
起來，每天都抽
空到外面散散步
。鰂魚涌近海旁
，從住處走十分

鐘就到海傍大道，向東一直走到西
灣河，往西一直走到北角，慢慢走
一個來回，消磨一個鐘頭。

香港真是好地方，堤外就是海
水，隔岸看到大片九龍半島，陽光
明媚的日子薰風拂面，霧氣繚繞時
朦朧如夢境。海面上大船小艇穿梭
，更遠處有大郵輪，靜靜泊在那裏
，等候貴客。

身邊來往的人，有跑步的，大
量是和我一樣的散步者，大家迎面

相見時，都有一種同道中人的善意
流露出來。有的成群人出動，有的
作孤獨行客如我，更有年輕父母親
帶他們年幼的孩子出來親近山水，
我看到這些年輕的父母，總是格外
歡喜，因為世界本來應該如此，他
們才是最合格的父母。

散步不單是活動身體，也是活
動思想最好的時候，思想在散步時
可以最自由，想想眼前事，也可以
召喚古人來懇談，想起一個不那麼
明白的事，就可以自己跟自己打架
。過去的人與事，恩怨情仇浮上心
頭，有的一筆勾銷了，有的永遠銘
記。腳在動，腦子在動，等到兩者
都疲倦了，就回家交差。

散步 斯 人

陽春四月，回
到家鄉金陵，到處
綠意盎然，尤其每
天小菜場裏那些綠
色的野生的菜蔬更

是令人眼睛一亮。
金陵人有一怪：喜歡吃野菜。春

天的野菜有：馬蘭頭、母雞頭（上海
人稱草頭）、香椿頭、菊花澇、茭白
、蘆蒿、薺菜等等。

江南還有句民俗語：三月三，薺
菜花煮雞蛋。這時的薺菜雖已經老了
開花了，但人們用薺菜花與雞蛋一起
煮，可以喝湯吃蛋，當地人相信那可
以治頭昏病。信不信由你，不過，薺
菜花煮出來的雞蛋湯，還是挺清香的。

特別要提的是菊花澇，有些地方
又叫菊花菜，是一種有着特別香氣的
野菜，吃進嘴裏更有一種清涼的滋味
，春夏之際，喝菊花澇湯，特別的清

火。在海外，凡南京人遇到一起，都
會情不自禁地相互詢問：有沒有種菊
花澇菜？都說這種菜生命力強，很容
易活，可也不知怎麼回事，我種過很
多次都種不活，後來我有位老鄉實在
看不過去，從她種活的菊花澇中挖了
一株有根的菊花菜苗連土寄給了我。
可是，還是沒有熬過新澤西寒冷的冬
天。

還有一種野菜是南京獨有的——
蘆蒿，一種植物的根莖，野生的帶有
些許的紫色，現在很多都是種植的，
呈現出青綠色。這種野菜我小的時候
，是冬天才能吃到的，這次在家鄉四
月天也吃到了。科技發展到今天，四
季的輪迴對野生的野菜還是起着決定
性的作用，但對於人工種植的 「野菜
」，已經失去了節氣的意義。雖說有
人批評這種混亂季節的種植，可對我
這樣的回鄉人，卻是一種福音。

金陵人愛野菜 海 雲

今年冬天
太不冷，內地
各省的花期都
提前了。春花
圖在朋友圈中

天天有人送上，一張賽一張的艷麗
奪目。

在北方生活過多年。記得以前
的五月，正是春夏之交，才剛是綠
肥紅瘦。人們到五月才徹底褪下冬
衣，換上春裝。女孩子的裙子一抖
開，那就是初夏的通知送達了。

北方這時還會飄起柳絮，帶來
朦朧幻象。 「春城無處不飛花」，

讀着詩意，實卻惱人。棉花般的輕
絮纏繞身邊，直鑽鼻孔，引發噴
嚏。

季節更替帶來環境鮮明的變化
，叫人們開啟了靈敏的觸角，感情
也因此而豐富，也造出了北方人的
情懷。

香港沒有這種體驗，景色似乎
沒有變化的層次，直接就進入夏天
了。四月底就有鄰居開空調了。那
幾天也的確悶如盛夏。某天竟還聽
到了幾聲炎夏才會有的蟬鳴，當時
一驚：苦夏就要來了嗎？

熱是一回事，加上了濕，常叫

不少北方朋友大呼受不了。熱和濕
黏在身上，總是拂之不去，要進入
空調環境才能換來一身的乾爽，香
港因此有了 「嘆冷氣」一說。但稍
不留神，就會 「嘆」出個感冒，港
人患鼻敏感的不在少數。

要來的終是要來的，香港就這
樣一年年、一代代地承受着苦夏，
創下了去濕清熱的涼茶文化。

莫扎特有一首《渴望春天》，
第一句就是 「來吧，親愛的五月
……」。每到五月，總不期然會想
起這首歌，連帶想起小時候教唱此
曲的老父親。

來吧，五月 凡 心

似乎很久沒
有看到投資巨大
，不惜工本的港
產電影，故此觀

眾對劉德華監製及主演的《拆彈專
家》翹首以待。尤其是華哥早陣子
受傷而需要長時間休養，更令觀眾
希望盡快再睹他在銀幕的風采。

如果是華哥的粉絲，大概對《
拆》不會失望。華哥飾演香港警隊
的拆彈專家，制服英偉，器宇軒昂
。他面對大壞蛋的侵襲，對於每個
危機，每個炸彈，都無畏無懼，最
終雖然英勇殉職，但就在市民（觀

眾）心中建立了英雄形象。
然而，該電影依然淪為典型港

產製作的模式，就是只求感官刺激
，不理故事情理。故事開始時，先
交代華哥充當卧底，混入壞蛋集團
犯案，臨危前暴露身份，將部分悍
匪歸案，卻讓大壞蛋逃脫。埋下了
日後的故事伏線。不過，華哥飾演
的本來就是高級警官，如何能夠就
此混入犯罪集團，經年擔任卧底？
真是匪夷所思。

故事發展下去，大壞蛋回來尋
仇，設下重重陷阱，誓要置華哥於
死地。首先，於繁忙時間在商業區

設置計時炸彈。華哥的專家沒辦法
即時將炸彈拆除，於是聯同另一位
警官，開車在鬧市穿來插往，冒死
將炸彈送往海旁，然後將炸彈拋到
大海爆炸。如此不顧自身及周遭市
民的安危而行事，恐怕真實的香港
警察無不失笑。

如此誇張的橋段，在整齣電影
當中俯拾皆是。雖然電影是大眾的
娛樂，即使可以天馬行空，但也不
能過分失實。故事明明是述說 「專
家」，卻勉強地將之塑造成 「英雄
」，其實並不必要，也令觀眾對港
產電影再一次失望。

《拆彈英雄》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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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 「一帶一路：
東莞茶山行寫生作品」日前回到
它的起源地——廣東省東莞市茶
山鎮南社村展出，作品包括內地
、香港及台灣七十多位畫家合共
逾一百五十件油畫、水彩及國畫
作品。

該系列作品展覽是慶祝香港
回歸二十周年活動之一，由香港
油畫研究會、香港茶山同鄉聯誼
會、香港慧結顧問有限公司、香
港文化通行國際有限公司、香港
孟子學院及東莞茶山鎮委宣傳辦
及文廣中心共同主辦。

本次作品寫生的地點選在東

莞茶山鎮的南社和牛過蓢兩個古
村落。其中南社村始建於南宋，
逾八百年歷史，村中古建築面積
十一萬平方米，至今仍保持明清
時期的三十間祠堂、民居二百五
十餘間，是嶺南地區為數不多的
明清古村落的文化景觀名村，而
另一處尚待開發的牛過蓢村，佔
地面積達1.38平方公里，亦保留
大量明清時期古建築的自然村。

是次展覽將隨一年一度的茶
山遊團活動分別在南社的櫵穀公
祠和雲野公祠展出，部分作品更
是永久性留在茶山；六月份亦計
劃在深圳多個場館展出。

內地港台畫家茶山聯展

【大公報訊】記者謝敏嫻報道：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在正趨 「老化」的香港，老人對年輕
一代是社會包袱，抑或是家中智慧寶庫？由1a空
間與香港藝術發展局共同主辦的展覽 「跨代共融
」藝術緬懷之旅，現正於牛棚藝術村1a空間展至
六月十六日。

多媒介藝術齊交流
是次展覽由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

學、玫瑰崗學校（中學部）、鄧肇堅維多利亞官
立中學、樂善堂王仲銘中學、新界鄉議局元朗區
中學的師生，與五十多位長者及駐校藝術家，利
用書桌、紙皮、牙刷、木梯、絲網印刷等媒介共
同創作了多件裝置藝術、剪紙、畫作、環保袋、
T恤等作品。

在日前舉行的開幕禮上，安老事務委員會主
席林正財、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研究與發展）
呂大樂、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全方位學習及
圖書館）姚鳴德、藝術教育家陳育強、該次計劃
總監徐香蘭等嘉賓，聯同五所中學的校長及師生
、五十多位長者再次齊聚交流。

陳育強分享： 「今次展覽不同於畫廊、藝術
博覽會，有一種獨特 『氣質』，表達了一種人與
人之間希望溝通、拉近距離的感情，這是當代藝
術的重要表達手法。」他又說在科技高速發展的
今天，而保育卻是往回走，故此產生了一批年輕
藝術家反思社會高度發展的價值，嘗試把本來極
端的兩樣東西再拉回一起，轉而開小店舖、耕田
來呼籲文化保育，透過回顧和重塑，將過去的東
西更新為今日所用。

展廳內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作品《茶樓》，

近看發現那是紙皮做的點心、茶壺、竹籠、茶杯
和碗。學生何明苡在導賞時解釋： 「紙皮是生活
中常見沒有價值、被丟棄的廢物，人們常對 『老
人執紙皮』帶有一些負面的看法，我希望透過將
紙皮變為藝術品去打破這些固化印象。其實，長
者執紙皮也不一定為生計所迫。」

通過作品增進了解
林正財十分贊同這件作品背後的意義： 「我

曾與很多執紙皮的長者聊天，發現他們並不完全
為了錢，更是需要一個生存目的，執紙皮讓他們
再有工作和貢獻。執紙皮既環保又可以換錢，為
何不可？」他還表示現在的長者也不是鐵板一塊
，而是跟年輕人一樣有很多想法，藝術正是讓
人們多角度了解長者，增加社會的人情味和聯
繫。

「跨代共融」並不是冷冰冰的書本內容，而

是活生生的人際關係。作品《牙牙》由十五名學
生共同創作，五顏六色的牙刷立在透明玻璃杯中
，是表達學生對兒時初向父母學刷牙的記憶。導
師梁敏婷介紹： 「我帶領學生透過搜集自己、父
母及家中長輩的牙刷和家庭照，作品當中有一家
三代用過的牙刷，每一隻牙刷印記着 『一代傳一
代』的自理能力。」

另外，據林正財介紹，安老事務委員會有更
多行動促進長幼共融，比如將香港多間青少年中
心改為 「青年長者中心」，供長者及青少年一同
使用。他笑說現在的學生忙於學業，白天上課，
晚上亦未必會去青少年中心；這樣 「二合為一」
不僅可以善用空間，紓緩長者中心擁擠的情況，
二來增加長幼一起玩、互相學習的機會。

1a空間位於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63號牛棚藝
術村內，逢周一休館。詳情可電二五二九○○八
七，或瀏覽網頁：www.oneaspace.org.hk。

學生與長者藝術共融
▲開幕禮後，一眾嘉賓、師生及長者大合照 大公報記者謝敏嫻攝

◀導師梁敏婷
（右一）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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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牙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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