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紐約現代藝術館看德國女導演烏爾萊克．奧
汀格（Ulrike Ottinger）電影《蒙古的聖女貞德》（
Johanna D'Arc of Mongolia，一九八九）。東方主義
色彩的傳統西方探險小說式設定：四位西方女人（
兩位說法語，一位說德語，一位說英語和德語）與

三位女歌手在跨蒙古列車上被一蒙古公主率領的部落劫持，在草原上
度過一個美好夏天，有些文化碰撞和儀式奇觀（薩滿，敖包，摔跤，
賽馬，射箭等）展示，然後再踏上列車繼續旅途……導演對殖民式 「
東方主義」危險有明確認知，不時有戲仿（美國西部片）和自我調侃
意味。風格也天馬行空，突破線性敘事，時而歌舞之，時而因對草原
美景與儀式的迷戀而幾乎成為 「旅行電影」，時而突現神秘超現實場
景。有些段落之詭譎、用色之奇妙，令人想到亞美尼亞導演帕拉賈諾
夫作品如《石榴的顏色》、《被遺忘的祖先的陰影》等。

可惜演過《去年在馬里昂巴德》的法國女演員德菲因．塞里格
（Delphine Seyrig）拍攝次年便去世，享年五十八歲。她在《蒙古的聖
女貞德》從容優雅，完全看不出在與肺癌搏鬥。說是 「蒙古的聖女貞
德」，卻是在中國拍攝（大約是內蒙古），綠皮火車上寫有 「建設」
字樣，聽着零星的中文（未譯英文字幕），很有趣。有中央電視台協
助拍攝。奧汀格一九八六年拍過一部《中國藝術與人民》，倒很有興
趣找來一看。關於西部，荷蘭導演伊文思一九八九年在戈壁拍出《風
的故事》，謝飛一九九四年在草原拍出《黑駿馬》。

鏡鏡屋屋

《蒙古的聖女貞德》
張 泠

上周，美
國電影藝術與
科學學院公布
了新增的七百
七十四名奧斯

卡評委的名單，馮小剛、甄子丹、
姜文、范冰冰、梁朝偉、劉嘉玲、
張曼玉、陳可辛、杜琪峯、許鞍華
等成為新成員，華人媒體報道入圍
此番新評委中有十四位華人，其實
是十五位，被疏漏的是香港影人王
為傑先生。

王先生早年遊學紐約，曾出任
陳凱歌《霸王別姬》的美國、康城

宣傳，後任職哥倫比亞，多年負責
協助柏林電影節亞太選片工作，與
徐楓、楊凡、許鞍華、張艾嘉、關
錦鵬、王家衛等影人有密切合作與
深厚友情。每回到港，基本都會與
王先生下午茶，一杯茶的功夫，華
人電影的動態就瞭如指掌了。王先
生基本都約在上環，他每天在此練
瑜伽，離楊凡公司也近。因為他，
我才真正了解到上環的地道香港風
味。今年到港事務纏身，一直未與
他碰面，直到上月上海國際電影節
才有空早餐會面。奧斯卡評委共分
十七大類，除了演員、導演、編劇

、攝影等常規電影工種外，還有公
關人員。王先生入圍的即是公關類
奧斯卡評委。

內地著名導演馮小剛入圍的則
是編劇類，去年賈樟柯導演被邀奧
斯卡評委也是在編劇類。這兩位導
演確實有眾多編劇類獲獎電影作品
。馮小剛得知自己被邀奧斯卡歸於
編劇類時，在我的朋友圈留言自嘲
說： 「我還當過美工呢！」馮導是
從美工起步進入影視的，後涉足編
劇、導演甚至演員，早年他還寫過
流行歌曲。

書展在即
，許多出版社
、編輯、印刷
公司都在趕工
，大批新書即

將誕生投入市場。可是讀者有這方
面的消息嗎？幾乎沒有。

能有新書消息，最直接的方法
是登廣告。可是一幅較能引起注意
的報章廣告要多少錢？別說電台和

電視了。
如今一本文學類的書，能賣個

一千冊已是暢銷。出版社的成本還
未能賺回，哪裏還有 「筆值」去做
宣傳？只能由書籍本身為它的命運
奮鬥了。那就是靠口碑，一個相當
慢熱的過程。

記得有一家大出版社，書展前
在報章頭版刊全版廣告。因為宣傳
的不是一兩本書，而是數十本書，

而且有多個王牌作家。不知還有出
版社能有此 「豪舉」否？

以前有人出了新書會寄贈一些
認識的專欄作家，希望他們能在專
欄介紹一下。但有這種 「義氣」的
作家似乎越來越少了。或許他們覺
得介紹書籍吃力不討好，還會 「趕
客」。收到書後打個電話說多謝已
經很有禮貌，更多的是全無反應。
書和郵票都浪費了。

肯花錢搞一個新書發布會有作
用嗎？看你是誰？要有心理準備一
個記者也沒有。

內地有一男
人得了一種怪病
，每次打麻將就
會發作，徵狀是
全身僵硬抽搐，

雙眼翻白，口嘔白沫，醫生診斷後
認為那是 「麻將性癲癇」。

我不知道醫學上是否真有這麼
一種疾病名稱，或許有，或許是醫
生胡編出來搪塞這個病人的。

這真是天下最好的一種病，不
知道有沒有傳染性，最好是有一種
病毒附著在麻將牌上，打麻將的人
以手摸牌後被感染，從此也染上這
種怪病。

這種病無藥可醫，但也可以不
藥而愈——只要不打麻將就不會發

病。
打麻將可以消閒，但要有節制

，也不可沉溺賭博。染上 「麻將性
癲癇」也沒什麼可怕，即使本是不
治之癥，也不會死人，最大損失是
不能打麻將，不打麻將也不是什麼
大不了的事。

有麻將性癲癇，有沒有偷盜性
癲癇呢？一個人要小偷小摸了，因
為心虛，當場會倒地不起，口吐白
沫，只等警察來收拾他，那多好！

有沒有非禮性癲癇呢？男人好
色心起，正想動手腳，馬上雙眼翻
白，全身抽搐，旁人叫白車將他送
院，他的罪行就消弭於無形。

最好也有搶劫性癲癇、行兇性
癲癇等等，如此可保天下太平。

好病 斯 人
兩孩子小時

，一到國慶節，
我們就興高采烈
地帶他們去主題
公園，白天在公

園裏玩，一直玩到天黑，等着公園
裏放煙火。可女兒小時也不知為啥
，害怕煙火， 「辟噼啪啦」一響，
煙火一升空，她就大哭，每次都弄
得掃興至極，每年都指望她長大一
點了，不會害怕了，總算到我們離
開加州前，她才看到煙火不哭了。

搬到美東第一年的國慶，我們
也是很興奮地到哈德遜河邊去看煙
火，據說那裏的焰火，是美國規模
最大、時間最久的。我們早早就開
車到澤西城的河邊，看煙火的人很
多，車子不容易停，好不容易找到
停車位，離河邊好遠，要走二十分

鐘，倆孩子就走煩了，還得在河邊
乾等天黑，更加不耐煩，好不容易
煙火起來了，他們都說還不如在家
看電視看得清楚。

後來，聽說我們不必去紐約看
煙火，我們居住的小鎮每年都會在
湖上放煙火，是一年一度鎮民歡慶
的假日。住在湖邊的人家會邀請鄰
居們到家裏的後草坪上邊吃美食邊
等天黑了看煙火，更有人划着小舢
舨，到湖中間看着煙火在頭頂上開
花，那種感覺據說終身難忘！

我們再到國慶日也入鄉隨俗了
，只是不巧下雨了，我們划着獨木
舟，在湖水的中央被雨水淋成了落
湯雞。不過，湖中觀煙火，水與花
火相輝映，真美！

不僅美得難忘，光是那一身濕
這輩子也忘不了。

美國國慶節 海 雲

聖彼得堡
運河旁，有座
門面堂皇的大
宅，院內有尊
普希金塑像。

這便是被譽為 「俄羅斯現代文學奠
基者」的普希金舊居。城內以他名
字命名的建築物有好幾處。惟這座
他只住過半年、但死於此的故居，
最具吸引力。

港人對普希金的認識，多來自
一首詩《假如生活欺騙了你》。詩
裏對命運誓不低頭的意志令人鼓舞
。他享負盛名的作品曾拍成電影，

內地 「文革」前就放映過《上尉的
女兒》、《黑桃皇后》和《葉甫格
尼奧涅金》等。

普希金曾因冒犯沙皇政府被流
放，釋放後娶妻生子。漂亮妻子受
到一個法國軍官的糾纏，他散布了
普希金的許多流言蜚語。詩人忍無
可忍，約之決鬥，卻不幸傷於這名
無賴槍下。詩人被抬回家，煎熬了
一天多後去世。

這大院不全屬普希金，有大小
九間房在其名下。樓上樓下兩層展
出了普希金手跡的文稿書信、物品
、家居。予人印象深刻的是書房，

三面由書櫃環繞，據說藏書四千。
皮沙發、台燈、坐椅等傢具也屬高
檔。他出身貴族，生活一直富裕。

中文導覽器播着柴可夫斯基的
音樂，敘說着普希金決鬥前後的故
事。我們見到了決鬥用的槍、他為
此事寫給朋友的信、他妻子家族及
朋友的畫像。其中有文學新秀，青
年屠格涅夫。

門票一百九十盧布，照相票一
百二十（不買便不允照相），導賞
器租金二百。

一代偉大詩人死於流言，僅是
「人言可畏」嗎？

普希金故居 凡 心

現在的學生
參加中學文憑考
試，上世紀八十
年代初期我卻是
參加會考。小學

畢業之後，周邊的同學都說要選擇
英文中學，不單是為了學習英語，
也像是一股時尚風氣和階級思維。
我的父母只是草根階層，沒有為我
刻意選擇學校種類，卻是機緣巧合
地讓我進入了一間英文中學。然而
，除了中文科之外，就連數學也是
以英語教授，令我學習得十分吃力
，結果中學會考並不理想，經過多

年自修才能進入大學。
其後香港開展了母語教學，即

是大部分學校可以自行決定以中文
授課。我接觸到的年輕人都表示學
習興趣提升了，課堂時更敢於發問
，撰寫功課時更有信心。當然，香
港是一個國際城市，英語的教育也
是必須，只是不同學生可以就着自
己的能力，在課堂以外自行補習英
語便是。我在大學也是主修中文，
上至先秦的古代歷史，近至抗日戰
爭的慘痛經歷，以至《詩經》、《
楚辭》，張愛玲的現代小說等，我
都能細意學習，為我日後參與文化

藝術的工作，打好了語文基礎。
直到現在，我的兒子剛進入小

學。據悉二十年前全港只有大約十
間學校開設普通話班，但是去年已
有接近五百間中小學推行 「普教中
」，即是全面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
目。我兒的小學除有普通話班，更
參加每年舉行的學校戲劇節普通話
組別，讓小學生從小透過戲劇學習
普通話，不論在閱讀劇本，抑或互
相對話的台詞，都用普通話進行。
這對於學生的書面語能力，將可大
大提高。我的小孩現在更不時高唱
普通話歌曲呢！

普教中之美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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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疏漏的評委 楊勁松 新書被冷遇 阿 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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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現於The ONE商場UG2中庭
舉行 「好一個盛世」展覽，透過展示崇
慶皇太后六十大壽慶典活動盛況的畫作
，把清朝乾隆時期的繁華景象呈現大家
眼前。展覽同時展出香港老照片。該展
覽舉行至七月九日。

在康熙和雍正兩朝所建立的基礎上
，清朝國力在乾隆時期達到頂峰。透過
展覽，觀眾將了解這段黃金時代國土遼
闊、人口眾多、庫房充裕以及文化昌盛
的狀況。

該時期的繁華盛世可從崇慶皇太后
六十大壽的慶祝活動及各項措施中體現
出來。乾隆皇帝命畫師把慶祝活動畫成
四卷總長逾百米的《崇慶皇太后萬壽圖
》。展覽以插圖形式介紹其中一小節畫
作，鉅細無遺地描繪從萬壽隆興寺到仿

黃鶴樓的一段路上遊人如鯽的盛況。展
覽亦介紹當時的特色建築，包括孔雀翎
翡翠亭、壽桃形戲台、大型西洋樓、群
仙祝壽景點，路上到處張燈結綵，小販
叫賣，商舖、寺院林立，人們購物、逛
街、看戲，活像現今大型嘉年華。

展覽同時展出維港兩岸及海防道的
老照片，並設置拓印區，公眾可於紙上
印上各種祝福字句及圖案，如以蝙蝠和
蟠桃象徵的 「福壽雙全」和以大象代表
的「太平有象」，與家人朋友分享祝福。

該展覽為康文署於二○一六年底至
今年七月舉行的 「故宮全接觸」活動之
一。 「故宮全接觸」透過一系列與故宮
文化藝術相關的展覽、節目及教育活動
，與公眾分享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和現
代意義。The ONE商場位於尖沙咀彌
敦道100號（港鐵尖沙咀站B1出口）。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珮鳴粵劇團晚上七時十五分於高山劇場劇院舉行 「粵劇折子戲專場」 。

■湖北省京劇院主辦 「2017迎接香港回歸20周年京劇專場演出」 ：京劇《烏龍
院》晚上七時半於北角新光戲院大劇場公演。

■ 「高主教書院鑽禧前奏曲音樂會」 晚上七時半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

■ 「林家絲綢之路——林文傑教授個人畫展」 ，於灣仔港灣道1號會展廣場M/F
舉行至七月五日晚上七時。

■ 「理大設計年展2017」 於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創新樓舉行至七月十五日晚上
七時半。

▲以蝙蝠和蟠桃象
徵 「福壽雙全」 的
拓印圖案

康文署供圖
◀《崇慶皇太后萬
壽圖》其中一節，
展現清朝乾隆時期
北京城的繁盛

康文署供圖

觀萬壽慶典圖 了解乾隆盛世

【大公報訊】記者王豐鈴報道：為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應香港各界慶典委
員會邀請，中國歌劇舞劇院主演的大型原創
民族舞劇《孔子》首次訪港，前日及昨日（
七月一至二日）在紅磡香港體育館演出，呈
獻聖賢孔子的傳奇一生。

六部分解讀大同理想
《孔子》創作於二○一三年，憑藉其對

傳統文化的生動詮釋和銳意創新的風格，首
演即獲得了 「2013年國家藝術院團演出季」
優秀劇碼獎。全劇分為 「序．問」、 「亂世
」、 「絕糧」、 「大同」、 「仁殤」、 「尾
聲．樂」六部分，選取孔子進諫復禮、周遊
列國、弦歌幽蘭、追求大同等生命歷程，通
過舞蹈形式，展現孔子的出世與入世，解讀
他的大同理想。據悉，該劇此前已演出逾兩
百場，代表中國文化先後赴澳門、台灣及歐
美等地，受到海內外各界的讚譽。

作為孔子第七十七代後人，總導演孔德
辛在接受訪問時憶述，每年都有去 「孔林」
參加家祭，小學時在教科書中看到自己的祖
先， 「感覺好神奇」，而真正走入祖先的傳
奇人生，還是在創作這部劇的時候。通過對
孔子的性格特點、家庭生活、教育理念、哲
學思想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呈現一個鮮活生
動的孔子形象。

舞蹈重抒情 備受熱捧
孔德辛說： 「《孔子》作為我們劇院的

代表，和我個人家族的榮譽，能夠把它奉獻
給香港的觀眾，我們感到非常榮幸。香港觀
眾喜愛這部舞劇，是我們最大的榮耀和期待
。」七月一日，有觀眾於現場感動流淚，首
演後，主辦方舉行簽名活動，受到觀眾的熱
烈追捧。

孔子如何起舞？孔子的飾演者胡陽坦言
，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對中國歷史文化等方
面影響頗大，地位崇高；且舞蹈這種藝術表
現形式，長於抒情，輕於敘事，用肢體語言

詮釋孔子一生事跡並不容易。形態是 「輕浮
」還是 「厚重」、步態的 「重心如何控制」
，都是他揣摩角色時需考慮的問題，比如，
孔子走向奸臣的一瞬間，他先傾倒重心，後
邁出步伐，這與孔子走向難民時，是不一樣
的步態處理。

「今天的孔子形象，是文學塑造的形象
，我們作為現代人，心中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我們用自己的身體、用自己的情感來完成
敘事，刻畫人物。」胡陽說。

舞劇《孔子》演繹聖賢一生

▲《孔子》演出後，觀眾爭相索取簽名及
合影

◀舞劇《孔子》總導演孔德辛（右）與主
演胡陽 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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