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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
#002 #321 #Let's Spring

2019 年春季號《就係香港》在 3 月 21 日春

都可以隨時享用；而口袋公園與中央或地區

分正式跟讀者見面。在傳統 24 節氣之中，

性公園的分別，不僅在於面積大小，更在於

春分是第四個節氣，排在意味著萬物蘇醒的

功能上的不同與互補。中央公園可以成為城

驚蟄之後。這一天太陽直射赤道，所以晝夜

市的重要景點（如紐約曼哈頓的中央公園、

時間完全均等，而春天已過了一半，萬物生

倫敦海德公園，或香港的維園及九龍公園

機最盛。所以春季號的《就係香港》亦以香

等），面積廣袤可以容納不同類型的活動進

港植物公園內各種顏色的大紅花作為序幕，

行，也可以有較大型的地景及設施規劃；而

Spring is here。

面積有時甚至小於一百數十呎的口袋公園雖
然空間有限，但因為散落在城市各大小角

作為名詞，Spring 是春天，是溫泉水，是彈

落，地點方便就腳，無論在附近工作或居住

簧發條；延伸開去，spring up，spring in

的人，活動能力如何，都可以隨時放空休

your step，spring to life……都有新生，活

憩，在擠得滿滿的生活節奏中稍一停息。也

躍的涵義。沿著這份春天活力柔韌的氣息，

因為口袋公園與社區的關係息息相關，亦能

今期 REvisit REthink REcreate 的主題為香

夠凝聚社區，成為社區的特色之一。所以當

港的公園。書封海報綠意盎然的九龍公園固

下的城市規劃者對於口袋公園的設計更形重

是值得一再重遊，但我們更想將焦點放在看

視，務求在有限的空間和條件下，發揮創意

似微不足道的口袋公園之上。

和想像，為人口愈益密集的都市帶來更多喘
息休憩的空間，補充人的精神健康。

#Park is Life

在香港鬧市旺區如中上環灣仔或油尖旺等，

現代都市尤其像香港這種高度密集的例子，

口袋公園或休憩處為數其實不少。但每次路

空間運用經常聚焦在高速和效率之上，且往

過這些空間，每每看到的卻是維修及清潔的

往以數字去概括空間的價值，而忽視了人

失效，空間佈局的錯置或呆滯，場內各類型

的需要。城市規劃的最終極目的，應是讓人

設施包括遊樂場、健身設備、桌椅及亭子的

活得快樂，而不只是活得有效率。至於怎樣

單一重複，圍欄和規則無處不在，連原意為

才是快樂，當然因人而異，但高廈林立的都

帶來生氣的花草樹木都顯得奄奄一息……更

市之所以需要公園，就像人需要呼吸一樣基

遑論不少口袋公園其實位置甚差（例如在垃

本。所以像紐約和倫敦等大都會，市中心都

圾站或車輛頻繁的道路旁邊），或者根本談

有著不少面積偌大的公園，並在其中極力重

不上是「公園」。呆板、髒亂、破落，它們

現大自然的氣息，市民無論甚麼年齡階級，

就像城市中的「死場」，令人不想親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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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eciation 珍惜），去定義藝術的七種功

少，如已逾 20 年歷史的「藝術在醫院」等。

Camellia 身上。「茶花和一代人的故事」由

能。這種討論甚麼是藝術，以及其價值的

對談部分邀來曾文通、萱寧、廖佩芳和鄭嬋

英國人怎樣到世界各地尋找不同物種，包括

一直以來，香港人都是活用空間的能手，再

角度及方法，出發點跟藝術市場、學術和

琦四位嘉賓，分享他們在各自範疇如何以藝

由中國移植第一朵茶花開始講起，來到殖民

細的地方，都可以變出新意，滿足生活各種

創作都不同。簡單點去說就是：Art is Well

術療癒人心，也反詰香港在推動藝術治療的

香港的階段，又建立本地第一個花園（即後

需要，我們的口袋公園卻未有發揮應有的智

Being，讓我們能夠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

現實性和可能性。但無論甚麼方法，怎樣冠

來的動植物公園）和植物標本室，記錄本地

名，人心的療癒往往不能由數理邏輯去推

繁盛的花樹，當中便包括了多種本地原生的

白浪費了珍貴的都市空間。

慧。當中原因眾多，但重新認識它們的重要
性，拋開既定思維和做事方法，才能釋放想

九十後的鄭婷婷，八十後的黎清妍，或者資

算，一如藝術的本質無法完全以理性去分

茶花包括「大苞山茶」和「香港茶」等。

像和創意。這一期，我們追溯了多年來本地

歷更深的梅卓燕、朱興華；乃至已辭世的

析，也不能只用市場價值去評估。喚起人本

REtouch 部分特意將香港植物標本室提供的

休憩公園的規劃及發展，又仔細檢視市區近

大師唐景森和韓志勳，這一群香港藝術家

能的反應，或者潛藏著的、混沌的的志向；

早期茶花標本及繪圖，以特別的印刷方式呈

百個口袋公園的問題，同時呈現了 Design

都在不同界別進行創作，亦各有自己的追求

與他人能共感、分享，接納與被接納，藝術

現出來，也希望讀者可以用全新的眼光去看

Trust 信言設計大使策動的四個再造口袋公

和成就。這次我們嘗試從「人」出發，從生

也如這輕柔的春天氣息，不經不覺在接近。

待這些香港重要的自然遺產。

園項目（項目被命名為 Micro Park「微型公

活切入，講藝術家的故事，更是講人的共鳴

園」
；執筆之時，四個設計已全部通過了區議

故事—人的成長、孤獨；時間和人生的流

專題內還會介紹長期支持藝術活動的太古

在這當中，不得不說的是香樂思（Geoffrey

會，將於今年內開始動工建造）外，我們更

轉，對過去及未來的記憶……這些不單是藝

地產 ArtisTree 的故事：怎樣藉著藝術去滋

A. C. Herklots，1902-86）的故事。有別

以油麻地榕樹頭為 Reimagine 的對象，邀請

術家個人創作的主題，更是人共同面對的人

養一個商業區，令工作環境變成有生命力

於一般殖民者的予取予攜，香樂思多部著作

關注公共空間的組織、設計師和藝術家分享

生命題。藝術家的故事和作品可以移情，

的社區，紓緩工作的壓力，甚至激活人更

不但詳細記錄了香港的花鳥魚蟲等動植物，

他們對此的想像。榕樹頭公園是歷史悠久的

inspire 我們更深刻去感受、思考和沉澱，進

多效率和創造力。隨書附刊中，我們則與品

是本港最重要的博物學家，成為葉靈鳳等早

公眾休憩空間，雖說是重要景點（加上有天

而修煉成為更好的一個我。這興許是藝術讓

牌 Bvlgari 聯乘，以 Pop Art 為主題，由紐約

期香港作家書寫本地自然的重要依據外，更

后古廟），整天卻只見行色匆匆的人，或者

人面對生老病死的永恆法則，或當代生活裡

的 Andy Warhol 說起，當 80 年代的歐美有

有份發起本港漁護署、蔬菜統營處和嘉道理

活在城市邊緣的露宿者徘徊，一般人甚至區

的焦慮和不安，還有環境變遷及天災人禍的

Warhol / Roy Liechtenstein / David Bowie

農場等的建立。彭玉文先生去年中將香樂思

內人士，真正使用的甚少。曾經熱鬧繁盛的

無力無助時，依然能夠為自己和他人乃至社

/ Madonna / Keith Haring 等等等等，其時

的著作翻譯並出版了《野外香港歲時記》一

公園廣場只能變成通道甚至一般人望而生畏

會全體的存在，here and now，找到心的安

的香港亦身在這份狂野的創新精神當中：陳

書，我們也特意邀請他撰文進一步演述書

的地方，像在提醒我們，小如一個公園，背

適和落腳點。而近年在香港開始備受關注的

福善 / 蛙王郭孟浩 / 烈火青春 / 哥哥張國榮，

中未有發表的香樂思故事。From take to

後的社會問題是如何深層糾結，也更需要正

藝術治療 Art Therapy，無論是哪種形式，

乃至街上霓虹招牌的璀璨不滅，這個 Wild

give，香樂思以一個外來者身份卻為香港帶

視和反思，才能為重生、活化帶來基礎。這

正是將藝術的價值放在慰藉人心和推動社會

Pop Art scene，香港從來不是旁觀者而是參

來重要貢獻，對香港出生成長的我們，又可

些口袋公園，有可能嗎？香港，有可能嗎？

的正向兩大方面去討論。Art Therapy 結合

與者。我們邀來年輕藝術家 Vivian Ho（何博

以有甚麼啟示？這個春天，或可作為思考和

心理學、社會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知識，但切

欣）以插畫將 80 年代本地和外國的 Pop Art

行動的起始。

#Art is Well Being

入點是藉著藝術手法，釋放人慣性的思考和

icons 再現出來，曾經的 Dare to be different

表達方式，學習創新的手法跟自己跟別人溝

的精神，還可以往前走多遠？

若說口袋公園可以提供生活中的休憩空間，

通，緩解問題。

藝術則可以滋養和延展人的心靈空間，甚至

最後要鳴謝藝術家周俊輝用全新創作的畫作
為我們 REread 導演杜琪峰四齣電影中的不

#Camellia is Hong Kong

同人物，雖然性格、背景和處境都不同，面

可以療癒人心。英國作家 Alain de Botton

當下用於藝術治療的方式十分多元化，畫

與藝術史家 John Armstrong 在聯合著作

畫 / 音樂 / 戲劇 / 身體舞動 / 寫作等，或多

這期春季號我們以各式大紅花作序幕。春天

《Art is Therapy》中，對應人類情感的特

樣結合都有。有的經已建立完整的系統，如

的香港真是花多眼亂，不必到維園花展去也

質和需要（Remembering 記憶 / Hope 希

表達藝術治療、一人一故事劇場或心理劇治

可以在城中各處賞花：木棉、杜鵑、洋紫荊

2019, Well Being HongKong

望 / Sorrow 哀傷 / Rebalancing 平衡 / Self-

療；有的則仍在民間發展，如頌缽 Singing

還有蔓山生長的野花，春意正盎。在芸芸

Let's Spring up !

Understanding 自我認知 / Growth 成長 /

Bowl；而專門推動藝術治療的組織亦有不

之中，今期的 Rediscover 我們聚焦在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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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壓抑時反應亦各異，但他們身上都有我們
熟悉的影子，他們都是熬過逆境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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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龍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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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很多口袋公園的質素未如理想，仍有一些值得欣賞的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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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塑造公園的景觀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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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的督導委員會的工作，把藝術、文化結合健康與治療，為醫院注入「Livskraft」
（丹麥語解作「活力」）。

不解之緣，即使他離開以後，香港仍可見到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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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樂思離職前演說 BEING HK 的重要一章
撰文 // 彭玉文
本地自然愛好者彭玉文去年中將香樂思的著作《野外香港歲時記》翻譯註釋，他
特別撰文進一步演述書中未有發表的香樂思故事，除了著述博物學，香樂思也是
心繫香港的社會改革鬥士。

Resilience// Art is Well Being
藝術讓我成為更好的自己
Art is well being，藝術能夠滋養和療癒人心，讓我們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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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 「如果我們對人已經漠不關心，一切創作都是徒然。」
—唐景森（1940-2008）
撰文 // 三三
記者到訪香港雕塑家唐景森生前故居，本身也是藝術家的唐太趙慧儀向我們分享
丈夫的生前點滴和創作歷程。
藝術因緣 韓志勳給我的潛移默化，以至 James Turrell 給我的靈光一閃。
撰文 // 又一山人
又一山人分享個人經驗，談及韓志勳和 James Turrell 的作品對他的影響。藝術，
可以是潛移默化的精神互動，也可以是一剎那間的頓悟。
Art As Therapy 藝術 療癒
Dialogue
撰文 // 三三
藝術治療 Art Therapy 近年在香港受到關注，頌缽演奏家曾文通、表達藝術治療

床邊的藝術
撰文 // 洪靄婷
哲學家 Alain de Botton 在《藝術的慰藉》提到，藝術是一種工具，讓我們面對內
心，矯正或彌補各種心理缺陷。在寧養院的藝術治療，參加者在生命終結前看到
自己最真實的內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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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陳奉京
彭秀慧：書籍就是為那些消逝的留下證明
跨媒體工作者彭秀慧回到自己戲劇起步的地方香港演藝學院，與記者分享那些曾
感動過她的書，以及書裡的那些人和事。
謝曬皮：一個喜歡看陰謀論的「麻甩」插畫師
時時自稱低能、麻甩的新生代插畫家謝曬皮看書頗雜，買的書也很多，除了本地插
畫師、藝術家的圖集，她也會看李怡的《心靈絮語90題》、陰謀論插圖集《Project
After Dark》。

Print Matters//
302

撰文 // 三三
How Far Can We Go RMM 我們的雜誌年華
2006 年末，Amber 和 Raymond 共同編輯設計的 RMM( Readymade Magazine）
畫上句號，12 年後的今天，這對夫婦檔卻正在籌備出版新雜誌，即將面世的雜誌
將會尋找新的模式、新的讀者，也會放手讓年輕人主導，但不變的是他們做雜誌
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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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良駿 //《生命拼圖 2》 一啖餛飩一碗麵
「You are what you eat」，人如其食。導演趙良駿用文字回憶外公的播種與外婆的
灌溉，如何形成自己口腹的初戀，那些食物最終在生命裡轉化成養分，匯成不滅
的記憶。

師萱寧、資深一人一故事劇場培訓員廖佩芳和「藝術在醫院」總監鄭嬋琦四位嘉
賓，接受《就係香港》的邀請，分享他們在各自範疇如何以藝術療癒人心，也討
論在本地推動藝術治療的現實性和可能性。
224

Reread// 杜琪峯
繪畫 / 文字 // 周俊輝
「面對壓抑，香港人是如何反應？」藝術家周俊輝為我們繪畫杜琪峰電影裡面的四
個人物，雖然性格、背景和處境都不同，但在他們身上都是香港人逆境自強的寫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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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176
182

ArtisTree×BeingHongKong
Art is Community
撰文 // 邱汛瑜
藝術的出現，無形中會改變一個社區的氣息和面貌。在太古坊，藝術是人與人之
間的互動，也是一種在生活和工作之間流盪的氣息，無疑是經年累月鋪植土壤所
結成的果。這第三條路，是如何走出來的？

者專訪在不同界別進行創作的本地藝術家鄭婷婷、黎清妍、梅卓燕、朱興華，從
「人」出發，從生活切入，講藝術家的故事，亦是講人共同面對的人生命題。

撰文 // 余婉蘭
成長 鄭婷婷 // 我對自我的認識是後知後覺的
自主 黎清妍（Firenze Lai）// 當一個人成為某種人 既孤獨 亦宇宙性
尊嚴 梅卓燕 // 以日記流轉六十年華

Art & Vitality 哥本哈根醫院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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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joice//
All Free 就在九龍公園
雖然身處鬧市，九龍公園卻是本港觀鳥的好地點。香港觀鳥會成員的鏡頭捕捉到
春天時節在公園內拍攝到的各類雀鳥，聲色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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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mapping//

一個好公園
一個公園的設計，應該包括不同設施和物料等細節的考慮，並
制定公園開放以後的營運和維護方式。但是一個好公園，更重
要的是人性化的設計和管理，才能滿足社區居民的日常需要。

休

憩

。

公

園

港英政府早年只是因應需要在市區劃分若干綠化
地帶作為康樂及休憩用地，其中 1864 年開幕的植
物公園是香港首個開放予市民的公園，亦曾經是
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公園。
（政府圖片資料室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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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空間是現代城市不可或缺的
公共設施，它除了是鬧市之中的
綠化空間，更成為市民的休息場
所、遊樂場地、運動地點等，具
備不同的社會功能和意義，能夠
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但是香港
市區人口密集，大型休憩空間數
量也不多，政府早年規劃的公共
空間多以見縫插針的形式存在，
生活在市區的市民若然想在日
常中享受閒暇，很多時只能夠
使用遍佈街頭窄巷的口袋公園
（Pocket Park）。

填補
缺乏綠化空間的
重要拼圖
撰 文 // 翁 時 樂

維多利亞公園佔地 19 公頃，多年來一直是香港島面積最
大的休憩用地，裡面的大草地是其中一個標誌。
（政府圖
片資料室圖片）

「口袋公園」這個概念最初源自美國，早於 1897 年便由城市改革者
Jacob Riis 提出，不過美國建設小型社區公園的潮流直到 1960 年代
才出現。戰後美國城市不斷發展，形成大量建築物密集的城市結構，
費城的城市中心卻同時出現不少廢棄用地，如何改造和管理這類閒置
空間便成為設計師和城市規劃者需要思考的問題，結果促成不少作為
鄰里公共空間用途的小型社區公園，供居民作休憩花園、活動場地之
用。
「小型社區公園」的概念後來逐漸被其他城市參考摹倣，並由園境
設計師 Robert Zion 設計成「口袋公園系統」，成為填補現代城市缺乏
綠化空間的重要拼圖。
但是在香港，口袋公園並非一個有意規劃的系統概念。現時規劃署把
1
休憩用地劃分成區域休憩用地、地區休憩用地和鄰舍休憩用地 ，三種
用地在城市中的用途不一，不過《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訂明的基
本準則只作一般參考，並不具備法定效力，區域休憩用地、地區休憩
用地在市區中甚為缺乏，多數只是屬於鄰舍休憩用地的口袋公園。

在最初發展的市區中，大型公園的數量不多，1957 年開
幕的維多利亞公園已是政府比較後期的規劃，成為香港
最重要的市肺。
（政府圖片資料室圖片）

1 一般而言，鄰舍休憩用地為面積較小的用地，服務毗鄰人口；地區休憩用地為中等規模用地，用以滿足地區內人口的康
樂需要；區域休憩用地為大型用地（面積最少達五公頃），用以滿足全港市民和遊客對康樂活動的廣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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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 黃大仙、橫頭磡一帶有不少公共屋邨，人口密集，佔地 15.8 公
頃的摩士公園為附近居民提供一處空間，在城市之中投入自然。
（政
府圖片資料室圖片）
上 // 最初的大型公園設施種類不多，公園使用者多是使用遊樂場的
兒童，又或者是到公園內閒逛的成年人。
（政府圖片資料室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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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地發展中的
休憩空間

港英政府早年並未對地區內的休憩空間數量訂立
標準，1920 年代曾經設立城市規劃委員會，又於
1939 年頒佈《城市規劃條例》，亦只是制訂個別地
區的規劃圖則，並因應需要在市區劃分若干綠化地
帶作為康樂及休憩用地，例如京士柏公園、九龍塘
休憩公園等。後來日軍佔領香港，加上戰後大量移
民不斷湧入，城市規劃的重點旨在解決房屋及公共
衞生的問題，並發展經濟，戰後首份對香港進行長
遠的整體城市規劃的《亞柏康比報告》雖有提及建
立公園系統的重要性，但亦明言「預料市區休憩用
地會出現嚴重短缺」。《亞柏康比報告》的設計後來
未有完全實現，卻預示了政府後來以發展為先的規
劃思維，市區的遊樂空間和公園往往只能在建築物
的夾縫中覓地興建。
受限於這種規劃思維，這些最初發展的市區休憩空
間通常都是以口袋公園形式穿插在鬧市之中，並根
據不同功能、範圍大小、設施多寡等因素，因而被
命名為休憩處、休憩花園、遊樂場、兒童遊樂場等
不同名稱，但是它們更像是互不關聯的獨立地點，
而且數量也不多，難以稱得上是能夠互補不足的休
憩空間系統。自 1957 年開始擔任市政局議員、並
在 1973 年成為市政局首位由非官方人士擔任主席
的沙利士便曾經在《口述歷史訪錄》回憶道：「你
到石硤尾、鑽石山看看，你可以找到很多公園和花
園；到窩打老道看看，到窩打老道尾的渡船街看
看，你可以找到不少兒童遊樂場，這些都是我出任
主席前以議員身份寫信給政府爭取得來的官地，如
果不是這些地可能已被政府拍賣出去了。」可見在
搶地發展的情況下，休憩空間並非當時政府最重視
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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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戰後兒童人口大幅增加，缺乏遊樂設施成為其中一種社會問題，但當時的公
園未有太多規限，玩水也可以是其中一項遊樂活動。
（政府圖片資料室圖片）
下 // 60 年代的社會缺乏公共空間，公園便是市民唯一可以使用的地方，即使是
座位長櫈，都已經是一項受歡迎的設施。
（政府圖片資料室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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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 戰後香港市區急速發展，難以覓地興建足夠的休憩空間，
於是衍生了天台和室內的遊樂場，西營盤郵政局便是其中例
子，後來政府興建市政大廈，也有採用類似做法。
（政府圖片資
料室圖片）
右 // 在九龍最初發展的油尖旺區，遊樂場通常都是在建築物
之間覓地興建，中間道兒童遊樂場可能已經算是比較寬闊的空
間，不過當時政府只是採用一式一樣的鞦韆，令設施選擇頗為
單調。
（政府圖片資料室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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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休憩用地
捉襟見肘

港英政府於 1960 年代開始對全港進行更全面的發展
規劃，除了整體性的長遠發展策略大綱，更開始制訂
次區域發展策略，政府一方面汲取觀塘及荃灣的經
驗，改善了後來發展的新市鎮規劃設計，預留部分土
地作休憩空間的用途；另一方面也致力增加公營房屋
的配套，於公共屋邨中加入公共空間和活動場地。但
是，當時香港的休憩空間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仍然
難言理想，面對難民湧入，加上嬰兒出生率上升，兒
童人口大幅增加，缺乏遊樂設施便成為其中一種社會
問題，而且早期發展的市區的情況尤為嚴重。據相關
的數據統計，在 1970 年代末期，全港的公共休憩空
間總數只有 482 個，當中包括 340 個公園、花園，
以及 142 個兒童遊樂場；而在市區生活的市民可以選
擇的休憩空間，主要都是口袋公園。
1970 年代末期，政府開始制
定休憩用地及康樂設施的規劃
標準與準則，並在 1981 年正
式通過採用，當時在市區和新
界的休憩用地標準有別，港九
市區及荃灣葵涌的標準是每 10
萬人可享有 15 公頃的休憩用
地（包括 9 公頃地區休憩用地
和 6 公頃鄰舍休憩用地），而

左 // 港英政府於 60 年代開始對全港進行更全面的發展規劃，同時致力改善
公營房屋的配套，於公共屋邨中加入公共空間，1975 年入伙的瀝源邨已經
有不少休憩及活動場地。
（政府圖片資料室圖片）
右 // 後來發展的新市鎮都會預留部分土地作休憩空間的用途，以沙田的設
計為例，政府早就計劃興建中央公園，在人口逐漸增加的 80 年代末期，公
園也同時開放啟用。
（政府圖片資料室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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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鎮及主要墟鎮的標準則是
每 10 萬人可享有 20 公頃的休
憩用地（包括 10 公頃地區休
憩用地和 10 公頃鄰舍休憩用地）。造成兩種標準差
異的原因，除了因為受到早年市區規劃缺乏遠見所
影響，也與 1970 年代中期以後政府的非經常開支
主力投放於新市鎮發展有關，令市區的休憩空間捉
襟見肘，欠缺足夠的康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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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落成的九龍公園由威菲路軍營改建而成，同樣是市區中少數的大型公
園，但在搶地發展的情況下，最初也有人認為應該用作住宅和商業用途。如
果當時不是有市政局議員進行斡旋，今天九龍市區便少了一個重要的大型公
園。
（政府圖片資料室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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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社會環境的變化和使用者的需要，政府於 1992
年和 1995 年先後進行康樂土地用途策略基礎研究
和休憩習慣與康樂喜愛研究，以便更新規劃標準與
準則，最終於 1998 年更新休憩用地的規劃標準。
現時規定全港每 10 萬人可享有最少 20 公頃的休憩
用地（即每人 2 平方米的休憩用地，包括 1 平方米
地區休憩用地和 1 平方米鄰舍休憩用地），而實際上
市區人口的休憩用地平均可達到 2.7 至 2.8 平方米，
但當中卻包括由私人提供的休憩用地。公共休憩空
間有不少問題為人詬病，例如部分休憩用地選址
奇怪、設計質素差劣、相關部門對外資訊不透明等
等。歸根究柢，都是與政府官僚為了「填數」而規
劃休憩空間、規劃發展以後又無心管理經營有關，
令這些口袋公園無論在選址、設計、設施、功能、
質素和管理等不同方面都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問題。

為「 填 數 」而 規 劃 的
休憩空間

雖然如此，設立標準以後令休憩空間數量在 1980
年代開始有所增加，其中政府在《全港發展策略》
的都會計劃中，大力發展市區的休憩用地；又於
1989 年重建九龍公園和 1991 年啟用香港公園等
大型公園，這兩個公園都是改建軍營的用地而成，
成為市區中難能可貴的區域休憩用地，但它的功能
和作用顯然與作為鄰舍休憩用地的口袋公園有異。
1980 年代正值香港社會人口結構變化的重要時期，
當時戰後嬰兒潮人口開始步入壯年，港人的平均教
育水平和經濟水平提高，同時也面對著生育率下
降、人口開始老化的問題，種種改變令社會對休憩
用地的需求有所不同，除了對數量的需求外，也增
加了不同使用者對各種休憩活動的特定需要。

上 // 九龍公園的面積不小，當中也有不同的區域和設計，包括一個中國式的庭園，為市
民提供另類的選擇。
（政府圖片資料室圖片）
下 // 在九龍公園開放以前，油尖旺區最大規模的休憩用地在京士柏一帶，但對於區內以
至九龍的居民而言，九龍公園不止是進行休憩活動的地方，更可以讓市民參與其他不同類
型的活動，功能與京士柏有別。
（政府圖片資料室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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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公園
也可是好公園

首先，口袋公園本應是在附近居住或工作的市民日
常使用的公共空間，理應滿足社區內各類人口的特
定需要和使用習慣，甚至令不同地點能夠成為互
補不足的公園系統。其次是如何因應地點的空間限
制，作出更合適的設計，從內裡規劃佈局到微觀
的各種設計，都應該按照選址的實際情況而周詳考
慮。最後是在營運管理方面，現時公共休憩空間對
遊人的規限很多，有關部門卻未有妥善的管理，在
設施維護、場地清潔等方面都未如理想，而更多公
共空間是被政府部門設計到一板一眼的死寂角落，
或者是以官僚思維「管理」，甚少收集使用者的意
見，難以吸引市民使用。

樂慶里臨時休憩處被後巷圍繞及冷
氣機槽包圍，不但空氣質素和清潔
狀況欠佳，設施配置也單調，遊人
只能呆坐睡覺。

對於不少生活於市區的市民而言，每天使用九龍公
園和香港公園等區域休憩用地並不可能，更大機會
是使用口袋公園般的鄰舍休憩用地。既然市區中很
多口袋公園的選址已經不能改變，同時也不太可能
增加大量休憩用地，若然要改善現有公共休憩空間
的質素，如何規劃它們以至鼓勵社區人士參與，便
是箇中關鍵。
一個好公園的佈局，其實沒有一個固定標準，但在公
園的設計之中，應該包括建築、家具、植物、遊樂
及健體設施、涼亭、欄杆、間隔、地板物料等不同細
節，並要制訂規劃、執行、維護等不同階段的工作方
式。只要考慮上述各種因素，一個微小的口袋公園也
可以有不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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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

上 海 街 山/ 東 街 休 憩 處

山東街休憩處

太和街遊樂場

大王東街休憩處

差館上街休憩處

尖沙咀東海濱平台花園

建築和設計是公園規劃中重要的一環，特別
是在細小的口袋公園環境中，它們對塑造公
港的公園愈來愈多不人性化的設計，對遊人

園的景觀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今日香
做成阻礙，令很少人願意停留駐足，有時候
更變成了行人的通道。

九龍公園徑休憩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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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慶里臨時休憩處

a r c hite c t u r e
& d esig n

廣 東 道 奶/ 路 臣 街 休 憩 處

市政局百週年紀念花園

詩歌舞街休憩花園

浣紗街兒童遊樂場

德昌街遊樂場

黃泥涌道休憩花園

廣 東 道 登/ 打 士 街 休 憩 處

廣東道遊樂場

窩 打 老 道 廣/ 東 道 休 憩 花 園

蓮花宮東街休憩處

普樂里休憩處

architecture & design

廈門街休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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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仁街兒童遊樂場

浣紗街兒童遊樂場

堅道花園

李陞街遊樂場

屈臣道休憩花園

屈臣道休憩花園

急庇利街休憩處

枱櫈是休憩空間的基本設施， 不少市
民使用公園都是為了坐低歇息， 但是座位
的設計、 座向和潔淨程度等因素， 都對使用

者的選擇有影響。香港有不少公園的座位擺放
似是未經深思的結果， 有時會是面向大馬路
的露天座位， 有時會是對著後巷花槽， 要
找一個舒適的座位也不容易。

屈臣道休憩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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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巷花園

Fur n i ture

銅鑼灣道休憩處

差館上街休憩處

箕璉坊配水庫休憩處

西湖里遊樂場

聯發街休憩處

荷李活道兒童遊樂場

鵝頸街市天台兒童遊樂場

北京道休憩處

香港佐治五世紀念公園

百子里公園

麼地道花園

Furniture

葵喜街休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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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公園特色，是狹小的空間中總會有一
兩棵大樹。植物是公園內其中一項最重要佈
和作用， 無論是遮蔭、 隔音， 還是吸引雀

置，它除了能夠綠化空間，更有不同的功能
鳥棲息，樹木都能夠改變公園的環境。可惜
的是，我們的公園內愈來愈多人工設計的園
圃，不少大樹都被水泥石屎框住。

德仁街兒童遊樂場

廣 東 道 豉/ 油 街 休 憩 處

城西公園

九如坊兒童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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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公花園

司徒拔道花園

H o r t i c u lt u r e

蓮花宮花園

Horticulture

長沙街休憩處

荷李活道公園

羅便臣道休憩處

軒 尼 詩 道 莊/ 士 敦 道 休 憩 處

葵喜街休憩處

旺角道遊樂場

遮打花園

急庇利街休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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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仁街兒童遊樂場

中間道兒童遊樂場

廣 東 道 豉/ 油 街 休 憩 處

上 海 街 登/ 打 士 街 休 憩 處

不少公園都有遊樂設施和健體設施，遊
樂和健體本身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只是香港
空間有限， 才經常把這些設施放在一起， 久而
久之，使用者也把兩者當作同一設施看待。香港
的公園大多採用遊樂設施組件，部分遊樂場更只
安放搖搖馬之類就算， 但其實理想的做法是把
整個遊樂場當成遊樂空間看待，而非一式一
樣的罐頭組件。

地士道街休憩花園

詩歌舞街休憩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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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

第三街休憩處

Play g r o und

修頓遊樂場

卜公花園

九如坊兒童遊樂場

永寧街休憩處

Playground

堅道花園

渡船街遊樂場

市政局百週年紀念花園

康達徑花園

海防道兒童遊樂場

鵝頸街市天台兒童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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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芳街遊樂場

上 海 街 登/ 打 士 道 休 憩 處

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

堅道花園

詩歌舞街休憩花園

涼亭最大的作用是遮風擋雨，香港有不少公

園以至休憩處都備有這項設施，也衍生出各

式各樣的亭子設計。從外觀上來看，這些設

計可能有好有壞，但他們更重要的功能，是

如何令到使用者感覺到舒適，又不會覺得設

計過於突兀，讓遊人在公園享受閒暇。

眾坊街休憩花園

告 士 打 道 景/ 隆 街 休 憩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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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拔道花園

急庇利街休憩處

Pa v ilion

浣紗街兒童遊樂場

香港佐治五世紀念公園

西貢街遊樂場

卜公花園

通州街公園

伊利近街遊樂場

永利街休憩處

在理想的公園設計之中，各款圍欄和欄杆都
有不同，例如公園門外的應該具備視野開闊
的圍欄， 公園內的欄杆卻應該具備間隔作
用。今天我們在香港的公園見到的圍欄和欄
杆，不少都是功能主導的設計，可能是用作
通道間隔、行人扶手，又或是保護植物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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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不過圍欄和欄杆太多，未免讓人覺得有
太多規限，也妨礙了公園內的景觀。

R a i l ings

黃泥涌峽休憩處

黃泥涌道休憩花園

窩 打 老 道 廣/ 東 道 休 憩 花 園

即使一個公園的設計怎樣成功，更關鍵的是
如何維護。現時香港有不少口袋公園，都有
或者是地方污糟，更過分的是堆滿了雜物垃

一種日久失修的感覺，可能是設施損壞，又
圾，一個清幽的休憩空間就此被破壞。

堅道花園

堅巷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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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街遊樂場

M a i nten a n c e

城西公園

旺角道遊樂場

有時候一棵大樹便能改變一個公園的生態，中西區有不

香港的公園甚少會採用樹木作為屏障，但其實適當地運

少公園都有古老的大樹，它們除了可以遮蔭以外，更重

用，樹木可以達到隔聲的效果，令公園在鬧市中自成一

要是讓遊人感受到自然的氣息。

角，也讓人暫時遠離繁囂。

S O M ETHING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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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宮花園

香港不少配水庫的上蓋都會變成休憩空間，雖然他們位

涼亭是香港的公園常用的設計，但只有涼亭的位置擺放得

置相對偏僻，開放時間亦有限，但一大片可供自由活動

宜，周邊也有植物環繞，它們才可以達到讓人放鬆乘涼的

的草地，已經比不少公園或休憩花園更令人覺得舒適。

效果。

皇后街休憩花園

西貢街遊樂場

堅巷花園

不少休憩處和花園都在城市中扮演通道的角色，但若然

對於老人家或行動不便人士而言，能夠到公園坐坐可能已

只有在地形的限制中發揮創意，才能令公園有自己的特

在當中加入更多植物和設施，以及定期維護清潔，這種

經是一種享受，如果一個公園能夠讓不同使用者都找到一

色。堅巷花園其實沒有太多特別的設計，但裡面設施的擺

通道一樣的地方也可以令人停留。皇后街休憩花園更增

個舒服的角落，就是一個好的設計。

放方式，以至行人的通道，都讓人覺得這個公園有層次之

SOMETHING GOOD

箕璉坊配水庫休憩處

添了「百草園」呼應區內南北行林立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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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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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ALLY B AD
葵喜街休憩處
即使是馬路傍的休憩處，我們也應該對它有更高的要

詩歌舞街休憩處

眾坊街休憩處

求。如果只是放置一些植物、設置幾個座位，遊人坐在

不少為了「填數」的休憩處都會設計成為路旁一字排開的

另一種使用這種一字排開椅子的方法，是乾脆把椅子佔

裡面便等同於站在馬路旁邊，被廢氣和嘈音圍繞。

椅子，除了坐著讀報以外，很少其他用途。

領，反正這種椅子也不會有其他遊人使用。

海防道兒童遊樂場
很多休憩處的設計都被地形和周邊建築限制，但設計者只是為了遷就地形，因而把公園設計成通道，又不考慮增加植物
的數量，使用者走到後巷附近根本無法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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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道 / 莊士敦道休憩處

休憩空間的好壞，同樣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一個毗鄰

在馬路中心的休憩處，同樣是為了「填數」的規劃，在熙

威菲路道休憩花園

垃圾站的公園門外長期堆滿垃圾，使用者根本無意欲

來攘往的鬧市之中，這種休憩處除了綠化空間以外，根本

在公園內設置涼亭本無不可，但若然刻意地在石屎上堆砌

行近。

毫無作用。

著假山假石，不免讓人覺得突兀，也讓人對涼亭卻步。

REALLY BAD

李陞街遊樂場

渡船街遊樂場
若然公園的設施不能合乎使用者的需要，他們就只能用自己的方法使用。一個公園的硬件應該不斷調整，與時並進，但
卻不能讓人覺得工程沒完沒了，又或者是把「臨時」變成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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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
先導計劃
圖片及設計概念圖由 Design Trust Futures Studio（未．共研社）提供

不少人都會認為香港的口袋公園質素有改善的空間，但如何
規劃令它們滿足社區內用家的需要，往往是一個抽象的理
念。每個人對好公園的期望都有差異，最理想的方式當然是
能夠設計一個不同使用者都能夠兼容的休憩空間，不過更
多時候我們只能夠針對性地滿足公園附近人口的需要。所以
要改善口袋公園的質素，最重要還是研究區內人口的生活習
慣，並設計一個配合公園地形環境的方案，以滿足區內市民
的日常需要，而具體的做法往往要從細節著手，務求透過設
計改變公園內的環境。
信言設計大使（Design Trust）最近聯同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
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建築署等進行「未．共研社」
《眾．
樂樂園》先導計劃，邀請來自不同專業背景人士組成的設計
師團隊為四個口袋公園進行翻新工程。設計師團隊對於口袋
公園的研究，源自於他們對香港空間狹窄問題的思考，他們
嘗試在設計過程中加入不同元素，提出能夠改變生活的口袋
公園設計，最終希望增加使用者對休憩空間的歸屬感。
四個口袋公園分別為山道天橋底休憩處、二陂坊遊樂場、砵
蘭街休憩花園和咸美頓街休憩花園，各個選址現時的使用者
或有不同，設計師團隊便要按市民的使用習慣，在既能保留
舊有使用者慣常使用的設施的同時，加入能夠吸引其他新使
用者的設計。目前四個設計方案都已得到區議會通過，工程
預計將於明年初展開。
左 // Design Trust 信言設計大使最近進行「未．共研社」
《眾．樂樂園》計劃，邀請設計
師團隊為四個口袋公園進行翻新工程，除了需要考慮使用者的使用習慣外，設計師亦要兼
顧公園的地形。圖為張智強及團隊「山道有山」早期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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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道

利用天橋底高度設計

Mentor

山道天橋底休憩處最大的特色是它位於斜
坡，位置是山道及皇后大道西交界的天橋底
下，面積約 314 平方米，這類地方通常會
Gary Chang
張智強

成為靜態休憩設施。今次設計團隊將會重新

Team

休憩處更開揚舒適，更會利用橋底的高度空

佈局，除了改善現有設施和園景的設計，令
間，加設具有照明功能的多用途構架，架上
亦可讓人掛上小型裝置，塑造出屬於社區的
空間。

在山道天橋底休憩處的設計概念中，張智強及團隊把多
用途構架融入橋底空間，除了具備照明功能，亦有助營
造休憩處的空間劃分。重新佈局後的休憩處將會更開
揚，又增加了座椅數量和改善了綠化空間，成為連結社
區和海濱長廊的休憩地點。

陳芷瑤
（建築與景觀）

在市區各個一式一樣的休憩處之中，多用途
構架並不常見，所以設計師便要透過不同研
究，嘗試設計一個既能兼顧休憩處地形，又
能有社區特色的構架設計，令社區內更多不
同的使用者能夠使用。

傅李程
（大灣區，新媒體與科技）

山道天橋底休憩處的使用者現時以中年人及老人為主，翻
新後將重新佈置座椅及棋枱，並打通毗鄰行人道。

曾偉俊
（建築與景觀）

鄭雋
（建築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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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二陂坊遊樂場位於一塊被樓
宇包圍的長方形空地，但現時裡
面的設施不多，只有數張長椅及
一些長者健身設備。
下// 針對區內兒童的需要，Mimi
Hoang 及團隊決定在新設計中加
入遊樂設施，色彩鮮艷的地板除
了是可供玩樂的一部分，亦有助
公園的間隔劃分。

Team

以「 社 區 客 廳 」為 意 念

Mimi Hoang

二陂坊

Mentor

荃灣二陂坊遊樂場是四個將會進行翻新工程
葉希芃
（建築與景觀）

的公園中，唯一一個位於新界的選址。雖然
新界的公共休憩空間普遍較多，不過由於荃
灣屬於較早期發展的新市鎮，區內不少休憩
空間都是以夾雜在建築物之中的口袋公園，
二陂坊遊樂場便是其中一個。它是一塊被樓
宇圍繞的長方形空地，亦是周遭居民出入的

陳韻淇
（工業及產品設計）

必經之處，加上附近一帶的劏房數目近年不
斷增加，令它的使用者涵括了小孩至長者的
年齡層，但是現時卻沒有兒童遊樂設施在其
中。有見及此，設計師團隊便以「社區客廳」
為意念，把公園劃分成活動區域、遊樂設施
和休憩區三大板塊，務求令不同人士都能夠

蔡旻諾
（建築與景觀）

使用。
透過空間間隔的劃分，能夠增加公園空間的
用途，滿足不同居民的需要。但是二陂坊原
本屬於消防通道，可以擺放設施不多，設計
師便需要修改通道設計從而增加的遊樂設

麥朗
（平面設計及
品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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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並把地板加上鮮艷繽紛的顏色，營造景
觀開揚的感覺，可見公園間隔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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砵蘭街

粉紅為主色大幅增加座位

Mentor

Sam Jacob

Sam Jacob 及團隊把公園三分之

Team

二設計成粉紅色為主色的空間，
地板、枱櫈、間隔植物都採用了
同一色調，希望為公園增添生氣。
砵蘭街休憩花園現時的設計以花園設施為主，座位數量
只有 16 個，椅子很容易坐滿。
黎偉傑
（平面與品牌設計）

砵蘭街休憩花園位於人口密度甚高的油麻地
區，鄰近馬會投注站及跨境巴士站，加上場
地允許吸煙，所以使用率很高，但目前的座
位數目只有不夠 20 個，無法滿足使用者的需
要。另外，現時公園的衞生情況惡劣，不時
有異味傳出。故此，設計師團隊著力改善休

曾首彥
（工業及產品設計）

憩花園內的環境，並大幅增加座位。
設計團隊參考了紐約 High Line 公園的經驗，
以半新半舊的形式，把公園原來佈局的三分
之一保留翻新，並透過間隔將另外三分之二
規劃成新設計區域，全新佈局的空間以粉

洪錦輝
（建築與景觀）

紅色作為主色，當中包括粉紅色系的植物佈
置，另外亦設置了大量可移動枱櫈，令它的
用途靈活多變。
吳然
（珠三角地區，
建築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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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or

Stanley Wong
黃炳培

不少路人也不會對現在的咸美頓街休憩花園

Team

留下甚麼印象，但裡面的一棵大型中國榕樹
是它最大的標誌。

吳泳雯
（工業及產品設計）

咸美頓街

「 搭 枱 」增 加 交 流 活 動

王守賢
（建築與景觀）

咸美頓街休憩花園鄰近砵蘭街休憩花園，它
是四個選址中最小的口袋公園，面積只有
陳曼霞
（寫作和評論）

243 平方米，當中有一棵大榕樹。目前公園
內設有長椅，讓用戶面向公園內部而坐，使

黃炳培團隊決定以「搭枱」為

用者主要以休息為主，甚少交流互動，令設

設計意念，一方面利用大枱和

計團隊決定以「搭枱」為設計意念。

周邊座位，促進人與人之間交
流，另一方面在枱上設置社區
地圖，加強使用者對油麻地區

新設計強調建立使用者的社區歸屬感，翻新
崔亦伶
（建築與景觀）

的公園將設置一張大枱，一方面希望促進使

的歸屬感，希望公園能夠成為
社區的焦點。

用者互相交流，另一方面會在枱面上設置高
低起伏的社區地圖，標示社區內的特色商
店，公園內的設施亦計劃使用社區手作文化
的物料。整個設計意念，是希望公園可以成
詹皓雲
（建築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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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用者互相交流之地，有需要時更可以成
為社區展覽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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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實現，如何維護

意念在區議會的議程中，往往會變成議員的各種憂慮，有議員會認為
長枱設計會吸引露宿者，更極端的會擔憂翻新這類破落的公園可能會
浪費資源。

砵蘭街休憩花園和咸美頓街休憩花園同樣位處油麻地。香港島和九龍的

面對種種基於現實情況的意見，設計師團隊便要按照實際需要作出適

市區一向缺乏足夠的公共休憩空間，油尖旺區更是全港人口密度最高的

量的改動和回應，例如有意見表示可移動枱櫈未必適合長者使用、更

地區，該區的人口結構多元，同時也面對著人口老化的問題，但是區內

有可能會被偷走，砵蘭街休憩花園的團隊便保留原有公園的部分座

缺乏大型公園，最近的地區休憩用地已是京士柏休憩花園，如要使用區

椅，只作翻新；又把新添加的椅子設計成一定的重量，減低失竊的機

域休憩用地則要走到九龍公園。區內長者要使用休憩空間，往往習慣到

會。至於咸美頓街休憩花園則因應意見而剔除圍邊高牆的設計，並增

區內口袋公園的座椅休息。在考察和研究的過程中，設計團隊發現兩個

加了閉路電視，希望改善公園的治安。

公園的使用者以年長男性為主，但公園內衞生環境欠佳，加上有時會有
性工作者招攬生意，令其他市民無意欲使用。面對以上種種情況，兩個

從長遠角度考慮如何營運

設計團隊便分別以多用途空間和搭枱為設計意念改造公園。
在慣常的公園規劃或翻新過程中，如果設計師的重點是要增加座椅數
面對不同的質疑

量，他們的最基本考慮往往是椅子的外形和功能、能否放置更多在公園
的環境等，卻甚少會考慮到公園的舒適程度、座椅與外在環境是否配合

改造砵蘭街休憩花園成為多用途空間的設計，最初是由增加座位的意

等因素（同屬油麻地區、最近完工的普慶廣場花園增設休憩設施工程便

念開始。現時政府擺放的座椅設計單一，而且數量不足，而由於砵蘭

是這種失敗的例子）。但在砵蘭街休憩花園和咸美頓街休憩花園的翻新

街休憩花園位處賽馬會投注站對面，外面又有跨境巴士站，繁忙時間

設計過程中，設計師團隊更會在長遠的角度來考慮公園營運後設施的維

便會吸引很多人駐足，盡量在有限的空間中增加座位便是設計師首要

護方式，以及對其他使用者造成的影響，一方面當然是因為需要回應不

的考慮。所以他們一度計劃設置大型階梯式座椅，不過後來參考了紐

同持份者的意見，另一面是它作為試驗計劃，得到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

約 High Line 公園的經驗，便決定以半新半舊的形式，透過間隔保留公

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建築署等政府部門的支持和協助。

園三分之一的原來佈局，在新規劃的區域加添可移動枱櫈，並以粉紅
色作為新設計的主調，令到空間用途靈活多變、顏色鮮明。

區議會會議往往充滿政治考量，有議員甚至形容區議會傳統是只要工
程地點所屬選區的議員支持，其他議員便不會反對。四個公園已經順

這種規劃的原意，本來是希望把新的意念引入現有空間，並透過空間

利在區議會會議中獲得通過，設計師之後的職責便是繼續密切跟進項

間隔，令新舊使用者可以同時使用，但當這種創新概念放到區議會審

目的執行。接下來工程會於 2020 年初展開，並於同年年尾完工。不過

議時，便會面對不同的質疑，例如擔心休憩花園會被馬迷佔用、公

在實際便是繼續密切跟進項目的執行，設計師的意念也未必可以完全

園翻新後會否吸引更多性工作者招攬生意等。歸根究柢，是因為作為

實現，例如咸美頓街休憩花園的設計團隊原本打算邀請區內工藝商店

政治諮詢組織架構的區議會會議慣常以「民生影響」的角度討論社區

參與公園內的設施製作，從而加強市民對社區的歸屬感，但若然在實

議題，但大多數議員沒有想過各類民生問題的出現，其實是社會政策

踐過程中，有關部門仍然執著於現有的投標指引，這種社區工藝的設

失效的結果，公園設施的好壞卻並非他們出現的原因；而且，長遠來

計或許無法實現。

看，改善公園環境對區內市民大有益處。
所以，如何能夠實踐設計師的創作意念、在公園重新開放以後又怎樣
類似的討論也出現在咸美頓街休憩花園的審議過程，設計師團隊最初

確保它得到維護？究竟翻新公園以後，只是為了美化市容，還是可以

發現政府慣用的座椅不利使用者互相交流，所以除了改善座椅的質素

滿足區內居民的日常需要？如果要令四個口袋公園的設計實現，並且

外，亦打算把座位設計成鼓勵使用者交流溝通的設施，最終決定設置

改變市民的生活質素，這些都是有關部門需要思考的問題，否則所有

一張長枱，在有限的空間中增加座位，讓人可以聚在一起。不過這種

的創意也只能停留在意念的層面，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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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Trust
Futures Studio

生活本來就由無數大大細細的事件串連，而創意設計往往可以令
人面對這些重複的日常時，不只於機械性地承受。在感受和參與
的過程中，思維得以轉變，進而發揮自我潛能，建立主體性，同
時與外界連結，積聚社會的認同和歸屬感，才是社會創新的終極
意義。

創新，且由設計過程開始

Designing the process，中間有著大大小小的里程，而每一段，

De sig n Trust × Bei ng Hong Kong

過轉化為歷練，進而累積視野和經驗，對個人對社會都可以帶來

都可能關卡處處、困難重重，更非三言兩語可以複述。若能將經
重大的裨益。

油麻地咸美頓街、砵蘭街、西營盤山道、荃灣二陂坊四個實驗性
口袋公園的出現，中間參與的人為數眾多，而在背後策動整個項
目的主題，動員各界包括設計師、商界、教育界、議會代表、多
個政府部門等等參與，在探新的過程中協調每一個階段的配合和
進度，則是 Design Trust Futures Studio（未．共研社）。
由 2017 年首屆主題「 Small is meaningful 」來到 2018 年的

（文中設計概念圖由未．共研社提供）

「 我們如何集體『設計』和
建構一個未知、
回應現今各種困境的共同未來，
以及對未來城市的潛在假設。」

「Play is for the people」，以討論「微細」的意義為起點，進而聚
焦在探索香港社區口袋公園的可能性，帶動新的原型設計同時重
新命名為 Micro park（微型公園），連結社會各界包括多個區議會
及多個政府部門，共同落實相關項目，正正演示出「未．共研社」
嘗試在香港現實環境中將抽象意念實踐的過程，從而激活社會大
眾對改造本港公共空間的想像、參與和營造。

未．共研社
當人們談設計，焦點往往落在完成品並以此作為評價的主要指
標。「未．共研社」更希望扮演呈顯現代設計和生產過程的角色，
由策動主題、穿針引線、配對不同背景的人合作，挑戰成規也挑

於 2014 年由「香港設計大使」創
辦，旨在支持本港及大灣區的設計專
案。旗艦項目 Design Trust Futures
Studio「未．共研社」則由信言設計
大使聯合創辦人及執行總監姚嘉珊

戰傳統和單一的專業思維……成果固是重要的，但成果如何卻往

（Marisa Yiu，右圖）推動及構思，顧

往取決於互動的過程中，怎樣帶動人用正面態度去面對各種未知

問團及合作夥伴來自本地及外國知名

和變數，社會創新才會有基礎。

建築設計師及機構，design mentee
則由專業及學界團體推舉。希望通過
建築設計，結合研究、對話、工作
坊及各樣活動，去實踐前瞻及創新意
念，從而帶動公眾參與城市的創造。
（攝影：謝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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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ation
策劃
#small is meaningful
#play is for the people

4/「停一亭」Ting Yat Ting
黃炳培及團隊將焦點放在更精神性的層面去探
索，公園的亭，不止休息，也提醒著人們放慢
腳步，停下來發掘微物大千世界的美好。亭子
設置照相機，拍攝的影像由投映機呈現，讓人

「 我們希望扮演 city curator 的角色，
通過 curation
去建立城市設計的連貫性，
同時突現香港的特色。」

們反思日常被忽略的人情事。

2 0 1 7 年 ，「 未 ． 共 研 社 」 以 「 S m a l l i s

面對香港人口激增及市區土地嚴重私有化，市

meaningful」為主題，對應香港長期擠迫狹小

民嚴重缺乏公共空間的限制，四個項目均是借

的生活空間提出另類思維。小，也可以有很大

著微型公園的構思概念反思「細小」的用途和

的能量，一如小小的香港，能夠成為世界的焦

靈活的擁有權（flexible ownership），以不同的

點，除了歷史和地理的因緣際會，也因為香港

切入點去深入鑽研微型生活空間，無論在全球

人一直擅長在有限的空間和資源下，方方面面

或本地，對當代社會生活愈趨重要的緣由。

發揮創意，才積聚成現在的香港。在此時此刻
提醒人們「小的力量」，儼如在近年低沉的社

2018 年的 Play is for the people（眾．樂樂

會氛圍下打氣，不亢不卑地看到香港的能量所

園），是 Small is meaningful 的延續及深化，以

在，進而探索創新設計的可能性。

香港鬧市中常見的微型公園去具體說明、演繹

Mimi Hoang 及團隊早期素描筆記

「小的力量」。一般人看來，微型公園即使為數

2017 年 10 月在西營盤日富里展出原型設計包

眾多，與社區關係緊密，卻是如此微不足道，

括：

甚至讓人漠視它們其實可以更好的要求。受邀
主持工作坊的其中一位國際導師 Elizabeth Diller

1/「城中線」Part(k) of the City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建築教授，曾參與紐約 High

張智強及團隊以「哪裡有欄杆，哪裡便有微型

Line 公園改造項目）形容，「如果我們不能建造

公園」為主題，從重新欄杆設計入手，隨時打

另一個中央公園，或許我們能做 100 個微型公

造微型公園，從而延伸到城市不同角落。

園。」無論在紐約或者香港，都市人口愈來愈密

# Challenge
挑戰
#voluntarily synonym
#cross-discipline

眾明白，設計遠不止於創作一個 nice graphic 或

model 出來而已，還有很多獨特的故事和問題
可以討論。」

「設計師慣常的思維及工作方式，都是先有

集，尋覓新的空間去建造像紐約中央公園或香

design brief，然後決定項目怎樣去做，在死線

2/「反斗公園」Skip-Park

港維園這些大型都會公園（也有著市肺的作用）

前面，按既定步驟去做，又有 deliverable。」這

Mimi Hoang 及團隊將經常停泊在路邊的貨斗改

愈來愈難，生活壓迫感也益發膨脹，為社會帶

四個導師包括 Gary Chang（張智強）、Stanley

次微型公園實驗項目，Marisa 卻說：we don't

造成微型公園，內含迷你遊樂場及休憩空間，

來不穩定因素。這些微型公園儼如是市肺以外

Wong（黃炳培）、Mimi Hoang 和 Sam Jacob，

「雖然中間會有 milestone，
see the future yet，

以及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水藻牆，寓休閒和環

的「帶氧空間」，讓都市人在緊張生活之中，隨

雖然都與設計及建築界別相關，但共通點是無

但恆常在變化當中，往往為了更好而要調整，

保於一體，並可以流動運送到不同地點。

時喘一口氣，也有助建立社區特色，凝聚區內

論思維、工作及發展路徑，都沒有跟隨傳統的

保持思維／關係的靈活性是很不容易的事。we

居民。

既定常規。這些走出既定路線的例子，也成為

are looking at voluntarism。」

3/「『遊』樂園」Mobile Park

「未．共研社」組成 mentor 導師團隊背後的重

Sam Jacob 及團隊以「速遞」和「遊牧」的概

要思維。
「不論是 Gary Chang、Stanley Wong、

甚麼是 voluntarism？若以中文去形容，或可解

念出發，通過科技應用程式，組合所需要的公

Mimi Hoang 或 Sam Jacob 等，他們的『專業』

述為每個人都更積極自發，也即是真正的人性

園模件，再由貨車網絡將模件送到指定地點，

發展路徑都並非 conventional 的，每個人的

化互動，而不僅囿於專業的框框和既定規條，

讓人在指定時間享用公園設施。

path 都很有啟發性。重要的不是能否建出一個

機械性地按本子辦事。

微型公園，也在於讓年輕 mentees 設計師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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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這四個微型公園實驗項目從不同角度去帶

Sam Jacob 及團隊設計概念圖

批判性思維。」

出人、社區及社會的多樣性需求，從多角度思

「我們想挑戰甚麼是『專業』」

考並作出新的建議，參與者也不止於是發揮著

在 Design Trust 出版的小冊子內，可以找到一個

role model 作用的本地及外國著名導師，還有

將所有相關人物、團隊及機關連成一個網絡的

17 位來自不同專業背景的 design mentees。

圖表（見後頁），圖表後面其實有更複雜更多層

「如果找到適合的 formula ，這個項目又幸運

次的動員、組織、協作、遊說、調整……還有

地繼續有機會再做，那些年輕的 mentees 可

不計其數的會議，站在中心的「未．共研社」，

能在兩年內會成長為 senior mentee ，繼續

角色是主導方向，也是梳理關係和掌控進度，

empower。」Marisa 認為，香港不乏有潛能和才

是 mind 也是 hand，最終都希望參與者不要牢

華的設計師，但不少人在畢業後只能長期從事

固在現成的框框之內，令計劃能夠實現，從而

單一商業項目，讓他們有機會參與公共設計，

也能夠建立新的機制或模式，為未來鋪墊新的

由構思到實踐，由自我發揮到面向公眾及社會

可能性。

所需，是「未．共研社」的目標之一。

Marisa 以自身作為例證，演繹建築設計師可以

# Collaboration

「這個組織圖是很辛苦才『畫出來』的，要尊重
這個項目令他們持續學習和成長，也因為在實

政府部門和議會，諮詢他們的意見，又要令大

踐的過程中，有社區持份者包括居民、議會代

家能 work alongside。如果仔細去看，內裡有

表，以及多個政府部門包括建築署、康文署、

很多層次，有很多人參與，時間亦用了很多，

消防處以及政府創新及統籌辦事處（ PICO ）

才能做四個微型公園出來，為的是思考怎樣動

等 等 的 參 與 。「 協 作 兩 個 字 很 p o l i t e ， 很

員不同背景但有能力的人，去令城市受惠。」在

之一後，由 2009 年在西九龍海濱策展港深建築

respectful，箇中其實要了解他人，自己才會開

過程中，「未．共研社」也會提出新的建議，

設計雙年展至今，一直都在從事跨領域跨文化

放。」Marisa 強調，Design Trust 最重要的資源

「試想像，若康文署內部有特定的人可以和

怎樣在傳統專業外，按個人性情及能力，發揮
更多潛在的可能。她以執業建築師身份，曾在
大機構工作，又在學院從事教育、投身 NGO 工
作，參與創立設計大使，在紐約生活時又參與
過不同的公共倡議項目；成為 ESKYIU 的創辦人

協作
#mentorship
#mobilisation
#continuing learning

的創作項目—即使身在建築專業，但作為一

從前人們談創意，最容易的切入點便是從 iconic

投放，不是錢，而是思維的改變，開放討論。

PICO、承辦商、建築署等不同部門的人坐埋一

個 human，不一定要囿於既定的路徑，反之，

或星級大師的作品出發。來到這個世代，面

「像 50 多人坐在一起去做 design review，即使

齊（解決問題），例如一個特別小組或一個新的

更積極去嘗試突破框框。在 career path 之先，

對全球社會及環境生態的挑戰，以及人們對

從前在大學的環境裡，也未必有同樣機會這樣

system，令 mobilisation 更容易一點？有機的

更重要尋找到適合自己的人生路徑。

生活質素的期盼的轉變，創意設計的重點也在

做；而且以前只是建築師與建築師之間去傾。

mobilisation 很重要，才會發揮到不同個體的能

經歷另一個階段，其中一個重點，興許便是怎

我們在設計工作坊時卻會安排 stakeholder 的介

力和特質；而能動員到適合的人，動力可以好

「人們經常從事籌款或基金會等慈善活動，但所

樣在講求專業的傳統環境，以及日益碎片化

入，要很持平地以多角度去觀察，才可以做到

大。」

謂慈善其實就是有關 human relationship，不止

的生活和人際關係中，結聚不同人的力量，將

於金錢的資助，慷慨貢獻自己的時間和意念，

目光放大放遠，由社群的福𧘲而不止是個人

也是很珍貴的。設計師以不同眼光看世界，也

利益著眼，社會能夠共生，個人才能健全。

會看到一般人沒有看到的部分，他們願意免費

要達成這個目標，已無法單憑個體的力量，

分享創意，是很重要的。」將這些人集結起來互

Collaboration 早就成為不可或缺的關鍵字。也

動，也就是凝聚最寶貴的人的資源。
「不同學術

惟有如此，才能將個體的微小力量連成龐大的

背景及經歷的人，人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但當

網絡，並以 spiral 螺旋上升的方式，擴大對社會

你把他們結聚起來，開展討論，無論過程是否

的影響力。

「 Human relationship 和 social relationship
是協作的關鍵」
Gary Chang 及團隊早期設計概念圖

愜意，都會帶來新的 synergy 和 energy。」
「未．共研社」無論在主題的著眼點或者推進
項目的過程中，都呼應著這個連結社群的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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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香港
#research
#identity

統，有歷史和文化的連接；有不少人亦喜歡咸
美頓街 adaptable 搭枱的意念，充分流露著香港
中英雙語並行的特質，又有在地工藝作坊的參
與，如果真的可以建出來，會很有趣。

荃灣的例子因為當區人口構成混雜，區內居住
空間愈來愈細，構思將公眾休憩空間設計成一
在進行這些項目時，要改變思維，要動員各

個共享客廳，也很值得參考。

界，除了上述提到各個界別，增加公眾的認知
亦是重要的基礎。設計一方面要能回應公眾用

「香港有 44 個面積小於 100 呎的微型公園，試

家的需求，同時間也在重新定義、建構甚麼是

想像若這裡擁有專為社區而設的優質微型公園

當下及未來的香港。 Research 研究是「未．

網絡，也真的可以增加城市的活力。」與日常生

共研社」十分重視的一環，信言設計大使旗下

活息息相關的微型公園，除了回應香港都市對

對不同類型的研究計劃進行資助，甚至將範圍

綠化公共空間的迫切所需，也可以延續香港一

放大，不限於香港人也可以申請，只要計劃對

直以來的空間智慧，成為城市 rebranding 的示

應到香港的社會肌理和問題，都有可能受到

範，從中可以 redefine 香港的精神、特質和潛

資助。 2014-15 年資助了英國 V&A 研究八個

質。

深圳的項目，包括微信、山寨等等怎樣支援
深圳的科技發展； 2014 年支持香港 M+ 做設
計獎學金，去年又資助香港理工大學對本地
工匠近 3,000 個 pre analogue 時期的霓虹光
管作手繪記錄，建構數碼資料庫等。「 Design

Trust is making resarch more sexy and more
presentable。以前沒有人去整合香港的在地文
化，除了 research，教育公眾明白 research 的
重要性也很關鍵。懂得 appreciation 很重要，
價值並不止於用銀碼去決定。」

「我們在不同年代
都有很多 innovation，
問題是我們怎樣去
重新整理並論述，
繼續深化。」

Marisa 表示，在香港，不斷有外國著名建築
師 受 邀 進 行 大 型 項 目 ， 固 是 好 事 ，「 他 們 的

approach 和外國的建築差不多，都是國際化
的（internationalisation）。但回顧香港，我們
有很多歷史、身份，以及獨特的複合空間使用
方式，都可以作為其他地方的借鏡。雖然我們
也要參考外國做法，但像公園這些在地項目卻
應更能針對香港內部的需要和結構，不應該每
幢建築每個公園都一模一樣，應要有更人性化
圖表由未．共研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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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理。如山道花園的例子便承傳了中國的傳

黃炳培及團隊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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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否出現
大膽創新遊樂場 ?
撰文 // 翁時樂

攝影 // 范家朗（ 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

在 70-80 年代，香港曾經出現過一些設計大膽的遊樂設施，例如當
時的石硤尾配水庫遊樂場便以太空為主題，設計簡單但兒童在遊玩
時需要用力攀爬，不過在 80 年代末期以後，社會日益重視安全標
準，令絕大部分同類型遊樂場逐漸被拆卸。
（政府圖片資料室圖片）

在香港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個設計前衞的遊樂
場，這個遊樂場不單止色彩繽紛、設計融合了藝術
元素，更重要的是它是當時亞洲唯一一個歷奇遊樂
場（Adventure Playground），負責設計它的藝術
家甚至認為，如此設計「在美國就不可能實現」。
這個大膽創新的地方是 1969 年開放的石籬遊樂場，
由當時居於香港的美國藝術家 Paul Selinger 設計而
成。Paul Selinger 發現兒子不喜歡公園的遊樂設施，
於是決定親自設計一個遊樂場，並在東亞銀行董事馮
秉芬爵士支持下說服香港賽馬會出資資助，最終獲市
政總署批准在石籬邨附近興建。在 1960 年代末期的
香港社會，公共休憩空間的數量不多，各種遊樂場、
公園加上體育場地的數量只有約一千個，能夠滿足兒
童需要的遊樂設施更加是少之又少，石籬遊樂場便成
為在附近成長的兒童的「主場」。

石籬遊樂場
視作一件藝術品來設計

談到口袋公園，似乎沒辦法不討論遊樂場，因為不
少口袋公園都設有遊樂設施，但講到遊樂設施，不
少人都會認為香港的遊樂場太過千篇一律、管理又
過於因循守舊，到底香港有沒有可能出現一些大膽
創新的遊樂場？

香港策展人樊樂怡剛於今年 3 月初聯同黃宇軒發表《創造遊
樂空間：從石籬遊樂場到二十世紀香港遊戲地景》的研究，
她認為這個由市民發起要興建，並由民間、慈善團體和政府
合作的遊樂場，「在香港是絕無僅有，因為往後都沒有，通
常是交給建築師，就算外國亦然。」她回顧香港的遊樂場發
展歷史，認為石籬遊樂場的出現既是因為設計師「一個人逞
英雄的一件事」，同時也與 1960 年代的香港受到外國思潮影
響。
戰後歐洲和美國的公共建築，不少都有年輕的建築師和藝術
家的參與，其中包括重視整個環境設計的 Playscape（遊戲地
景）概念；另一方面，當時香港開始有本地設計師從海外學
成歸來，又出現園境設計師這種行業，令這些來自歐洲或美
國的潮流，不知不覺影響著本地的設計，「例如美國紐約現
代美術館 1954 年搞了一個比賽，香港其實引入了其中一個
Play Sculpture 設計，各大屋邨都有，是一個獨立的雕塑。」
但是石籬遊樂場最特別之處，是負責的藝術家把它視作一件
藝術品，以整個環境來思考設計，「石籬已經不只一個個雕
塑，已經擴展至整個公園就是一個雕塑，就有這種躍進。」
以護土牆上的繪畫為例，由於石籬遊樂場由底到頂共有三
層，旁邊有一個斜坡，除了樓梯和滑梯作連接以外，設計師
也把側邊整個護土牆造成壁畫，令三層遊樂場既可區分成給
不同年紀兒童玩耍的區域，也能夠成為一個整體；而三層遊
樂場之中，更包括了迷宮、石屎水管、沙池、滾軸溜冰場等

設計師 Paul Selinger 以模型示範其中一個 Play Sculpture 的設計。
（照片由 Paul Selinger

不同設施，甚至有一堆街坊叫做「火箭」的設計，能夠被小

拍攝、Matthew Selinger 提供）

孩攀爬。
以今天的遊樂場來比較，石籬遊樂場的設計明顯大膽前衞得
多，而後來香港的公共屋邨亦有不少具創意的遊樂場設施。
可惜的是，在 1980 年代末期至 2000 年代初期，因為不少設
施保養不善，加上社會日益重視安全標準，令絕大部分同類
型設施都被拆卸，香港的遊樂場也多改用一式一樣的組件，
石籬遊樂場也是因為這樣於 90 年代初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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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樂怡與黃宇軒的研究其中一部分，是探索前衞遊樂場與東

樊樂怡

亞宏觀背景的關係，譬如同樣曾經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新加

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大學建築系，其後獲倫敦藝術大學藝術

坡，以往便把當地元素融入遊樂場設計，作為凝聚社區和建

程，探尋城市空間、歷史及環境之間的關係。2018 年獲 M+ /

立國民身份的用途。但更關鍵的重點是，今天的世界潮流正
在反思過度強調遊樂設施安全對兒童成長的影響，「不論美

碩士學位，現為創不同協作策劃人，透過研究、協作和藝術過
Design Trust研究資助，研究 20 世紀的香港遊樂場。曾策劃項
目包括《玩之大學》
（2018）、
《青涌生活節 @ 西九》
（2016 –
2017）、
《語傘》
（2014）等等。

國、台灣、新加坡，全世界好像突然醒覺在想為甚麼遊樂場
會變成這樣，便會想辦法重新設計，香港也是遲了一些，但
也是在思考。」而剛於去年底啟用的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便
是其中一個例子。

石籬遊樂場由底到頂共有三層，旁邊有一個斜坡，除了樓梯和滑梯作連接
以外，設計師也把側邊整個護土牆造成壁畫，令三層遊樂場既可區分成給
不同年紀兒童玩耍的區域，也能夠成為一個整體。對於 70-80 年代在附近
成長的兒童而言，這裡便是他們的「主場」。
（政府圖片資料室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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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 在歷奇遊樂場裡面，兒童會自己探索如何使用遊樂設施，這樣看似不安全，但其實
適量的風險也是一個學習過程。
（政府圖片資料室圖片）
右 // 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於去年 12 月啟用，由於內裡設施較一般遊樂場刺激有趣，因此
深受兒童歡迎，例如遊樂場內的鞦韆區設有不同形式的鞦韆，其中搖籃型鞦韆可以同時
供一個以上的使用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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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
重新定義遊戲空間

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開幕以後，隨即深受兒童歡迎，也成為
多間媒體推介的的親子活動熱點，最高峰時期的使用率可以
達到四至五千人，對於負責推動設計實現和擔任遊樂環境顧
問的智樂兒童遊樂協會（Playright）而言，達到這個成績毫
不意外，畢竟這個作為先導計劃的兒童遊樂場除了設施新奇
刺激、能夠讓不同需要的兒童參與以外，更重要是遊樂場在
設計過程曾經諮詢過兒童和不同機構的意見，自然深受用家
歡迎。
在今日的政府決策過程之中，興建公共設施前的諮詢似乎是
一個「指定動作」，從持份者到區議會，無一不是諮詢的對
象，但是政府往往不把小孩的意見包括在內。Playright 總幹
事王見好便指出「以往我們沒有見過這麼深入的兒童參與，
重點不是我們只問小朋友或是叫他畫一幅畫，而是我們帶小
朋友來到地盤問他們的意見，用一個過程建立他們的想法。」
事實上，小朋友的角色遠不止是被諮詢的對象，他們也參
與了設計的改動，「小朋友帶著設計去建築署向相關官員和
參與者 Present，隔一段時間後，又到建築署人員向小朋友
Present（按他們意見）修改後的意念。」從諮詢過程已可見
到共融遊樂場的與別不同。

有別於其他遊樂場，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
特別設計了很多可以讓小朋友攀爬的設
施，訓練兒童的觸感和體能。遊樂場的攀
爬設施的高度是一般遊樂場少見的，而小
朋友其實享受這種從高處俯瞰的感覺。

目前看來，這個遊樂場可說是成功的設計，最起碼它能夠符
合區內兒童的需要，令他們覺得裡面的遊樂設施具挑戰性，
甚至吸引其他兒童跨區使用。但是，對於 Playright 的工作團
隊來說，現在才是挑戰的開始，
「設計之後是講落實，然後是
講維護，這三部分都很重要，現在大家關注的是設計，所以
屯門公園開幕後大家都是認為設計很好，希望把這件事推廣
開去，但是大家只看到表面，還未看到精粹。」當大家都覺
得一個遊樂場的設計很好的時候，甚少人會注意到實踐和維
護時的問題，而後兩者卻正是先導計劃的核心挑戰。
「很多人對這個遊樂場有興趣，只是認為這個遊樂場的設施幾
好，問誰是供應商，大家只是想怎樣把這個遊樂場搬去第二
處地方，但其實這個遊樂場好重要的是怎樣重新定義遊戲空
092 | REvisit REthink REcreate

093 | REvisit REthink REcreate

間」，既然在設計之中，整個空間包括遊樂設施、通道、路

是因為他回到美國後，
「發現與公園和公務相關的官員、還有

面、植物等都是遊戲空間的感官體驗，
「所以我們叫 Playable

建築師，只會在現成的目錄中選一些不同顏色、但同款的設

Space，而不 Playground Equipment。」如何令到這些不是罐

施放在遊樂場裡。」而 Playright 的成員則直言，屯門公園的

頭組件的新設計能夠實現，必須通過安全認證、又要符合政府

概念能夠實現，是因為政府部門內有心的官員幫忙推動。

「價低者得」的招標程序，每個步驟都是實踐過程中的挑戰，
「設計師去到現場，很多細節都要修改。」社會上已經出現希望

今天的香港太多一式一樣的遊樂場，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部

把共融遊樂場擴展到其他區域的聲音，但若然要令更多有趣的

門太過依賴罐頭組件；但是在今日的世界潮流中，很多已發

遊樂場遍地開花，絕非把同樣的設計不斷複製便可。

展國家已經從傳統的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轉為風
險效益評估（Risk-benefit Assessment），來衡量遊樂設計

直至遊樂場開放以後，如何維護管理更是重中之重，
「現在的

的安全程度，我們又是否可以在各個口袋公園中使用更多不

問題是 Utilization Rate 很高，用得好多，以至使用者如何使

同的遊樂設計？

用都有影響。」遊樂場目前正處於成功興建後的保養期，有任
何損耗，都是由建築署負責維修，Playright 則是以顧問的形
式給予意見；但是在保養期以後，便會由康文署全權負責，

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開幕以後，隨即深受兒童歡迎，最高峰時期的使用率可以達到
4-5,000 人，但是遊樂場開放以後，如何維護管理便是一大問題。

「最怕就是他們沿用舊思維，舊思維就是不能維修便拆走，就
好似以前的遊樂場，又是變回舊模樣，新的思維應該是如果
有很多人用，我們應該怎樣去管理、怎樣去維修，是應該用
一個 Pilot Project 的 Concept。」
先導計劃的意義不止於如何實現創新的設計，而是應該考慮
一個好的遊樂場到底是甚麼、如何讓其他遊樂場變得更有
趣，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的意義也正是如此，
「屯門公園的示
範作用，還有後面的維修管理，如果這個遊樂場可以持續到
三年仍然能夠保持，這樣才是可以 Substainable。」
關鍵在改變官僚作風
回到前文提及的問題：到底香港有沒有可能出現一些大膽創
新的遊樂場？
從石籬遊樂場和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的例子可見，答案是絕
對有可能。關鍵只是政府官員是否願意改變他們的官僚作風。
Paul Selinger 之所以認為石籬的設計「在美國就不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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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AGINE

榕樹頭

可能不會有很多人知道，榕樹頭還有另一個名字：
油麻地社區中心休憩花園。這個擁有百年歷史的地
方，既是一個公園，也是油麻地的地標。上一代人
口中的榕樹頭，是個聚人、熱鬧、多元化的地方。
今天親歷榕樹頭，即使人來人往，卻時刻令人感覺
零散，陰沉。上一代記憶中的熱鬧畫面，只能從舊
照中回溯，新一代則只能憑空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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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 范 家 朗（ P 97- 11 2）

若要談活化，最終是希望連繫人與地方的情感歸
屬。那一個公園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用相機記錄
榕樹頭的一天，端詳觀察，讓我們看到不同人的活
動，還有不同的面孔和神態。且以此作為起點，重
新想像榕樹頭。

REIMAGINE
榕樹頭
頭頂一團飛蠅盤旋
飛機陸續離開
坐石櫈的低聲說話
坐地的驀然回頭
側躺在牆邊的躁動呼喊

捶首頓足

歌唱

運行的大輪劃方成框
框內小輪弓腰駝背
推 拉 拖 滑
光頭為大鬍子帶來橙花紙杯
同坐天后閉合的門前
老婦抱著身睡歪了手推車
男女交頭接耳
盤坐的香煙吹遍廟外
夜晚不需要亮光
人穿戴紅色
空間漆作綠色

Sean Wong 黃翊豐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嘗試在不同的崗位拉近藝
術與大眾的距離。除了創作以外，亦擔任展覽嚮導、工
作坊導師及項目統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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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創作主要以文字及相片勾勒出榕樹頭公
園的氣質。文字關於身處其中的經驗，以聲
音為切入點，寫聲音來源而非形容聲音；相
片關於空間構成的聯想，以視覺出發，歸納
塑成公園特色的兩種元素。兩種表達略有相
關但重心不同。

光
經過公園時多是黃昏前後，外圍的攤檔、街
燈、車燈及招牌逐漸亮起，公園內照明節
制，與外間相比顯得幽暗。然而這種幽暗正
是公園所需要的，相片呈現的是公園內外人
流漸多的時分，讓這空間自成一角的光線。

格子
榕樹頭公園的空間以格子構成，例如遍地的
方磚、欄杆形狀及花紋、廟牆，以至被車路
街道包圍的場地劃分，一個井井有條的休憩
用地。相片所攝的是格子盛載的隨機內容，
偶然在框線內經過或留下的人物及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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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AGINE
「油」櫈開始
圖片由拓展公共空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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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公共空間 2014 年在油麻
地進行「油櫈開始」計劃，在
櫈上填滿具油麻地特色的設計。

「拓展公共空間」
（英文簡稱「HKPSI」）為一非牟利的慈善機構，由一班在
不同專業範疇工作的青年人士成立。本會透過社區參與活
動、教育活動及學術研究，把公共空間的知識帶進社會各
階層，從而使香港市民更了解公共空間的意義及重要性。

作為拓展公共空間團隊的一員，不時被公眾

共空間，從公園內其中一個最不可缺少的設

結果發現，在區內有近六成人都選擇在公共

或傳媒問及何謂好的公共空間，如何能設計

施—櫈—開始，透過改變大家習以為常

空間內休息，亦有兩成人會在公園內與朋友

出好的公園、街道設施等。最近又被問到理

的座位，釋放大家的想像空間，讓公共空間

聊天，一成三人在空間內嬉戲。其餘的受訪

公園是我們享受公共生活的場所，公園裡需

想的休憩空間的座椅應該如何？而且人們總

變得不一樣。

者在公共空間內主要進行的活動為放狗、吃

要有不同的椅子以配合不同人的需要。可

東西、等人和玩電話。這些活動當中，大部

是，試想想，若有人問：
「你認為公園的椅子

分都較為靜態，未必需要與身邊的人互動交

有甚麼用途？」或者是「你喜歡怎樣的公園

流，甚至乎可以獨自進行。單看表面結果，

椅子？」你會如何回答呢？要憑空想像，或

想聽到別人批評現在的情況有多壞，然後就
期望得到解決問題的直接答案，就像小時候

尋訪背後的故事

老師教我們基本議論文的格式一樣，這樣的

是一個他們又熟悉又自在的空間。

論述絕對不會出甚麼錯，只是漸漸覺得這樣

由於公共空間與社區生活息息相關，雖然設計

我們可能以為公共空間以靜態活動為主，欠

許會難到大家。街坊平時都只是因應天氣、

的思維模式有點單一，也不會帶來甚麼意外

的對象是公共空間內的櫈，但我們決定從了解

缺交流，其實經過我們的細心觀察，事實並

環境、心情等等，憑著直覺坐下，那會去特

驚喜。

油麻地社區開始，走遍大街小巷，尋訪街坊老

非如此。即使他們表面是在休息，他們其實

別考究椅子是甚麼設計呢？其實街坊的「直

店背後的段段故事，又在當區和不同族裔的家

會不期然地觀察四周和其他人的活動。這種

覺」就正是我們要考究的課題了。所以，我

要說現在我們常見的公園內的座椅有何不

庭互動，了解居民的生活習慣。除了談天說

觀察、注視，以及眼神接觸其實也是交流的

們廣泛地收集街坊對椅子的喜好，並拆解其

足，想不用多費唇舌大家都很清楚，因為大

地，我們亦進行有系統的街頭訪問，記錄對方

一種。我們希望設計出來的櫈一方面可以促

背後的原因，同時激發他們對公園椅子的想

家都是用家，而「坐」也不是甚麼高深學

的特徵從而歸納出使用油麻地公共空間的主要

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從而加強社區連繫，

像力，發現椅子更多的可能性。

問，也不需要等學者告知才發現此櫈有欠舒

群組。對談內容主要分三部分：

另一方面，亦要滿足部分街坊有時希望享受

適吧。一般常見的問題有如長椅被分隔、椅

一個人的浪漫。因此，我們的設計需要鼓勵

進行展覽及投票

背太直太硬、座椅太高太低、物料太冷太

1/ 了解受訪者的生活，例如了解他們到公園

熱，或者設計有安全衞生及保養等問題。要

前曾到過甚麼地方，離開公園後又會到甚麼

羅列休憩空間的座椅如何的令人不滿意是輕

地方，因而了解公共空間在他們日常生活中

受訪者一般都偏好一些較大型屬區域性的公

種公園椅子的卡通圖畫，然後舉行了一星期

而易舉的事，但要道出如何能設計出好的座

的角色；

園，如九龍公園和香港動植物公園。他們喜

的展覽及投票活動，希望市民選出他們最喜

歡這些公園的主要原因是它們提供較多元的

愛的椅子設計。展覽是在區內的一家電影院

2/ 了解他們使用公共空間的情況和習慣，例

設施，能滿足不同種類的活動，所以較富趣

大堂進行，同時義工拿著小型展板走到油麻

如他們在這個公共空間裡會進行甚麼活動，

味。油麻地人煙稠密，區內的公共空間大部

地的公園和大街小巷進行街頭投票。街坊只

選擇到這個空間的原因等；

分都是「嬌小玲瓏」，很難提供各式各樣的康

要在展板上，把我們準備的貼紙貼在自己喜

體設施。但是面積小是否代表沒有趣味呢？

歡的設計旁就可完成投票。藉著圖像創作，

椅卻不簡單。
「油櫈開始」是拓展公共空間智庫（一）團
隊於 2014 年在油麻地進行的一次社區實驗
計劃，希望透過公共空間創意實驗及一連串

交流，亦同時容許享受一些私人時間的需要。
為激發街坊對「坐」的想像，我們創作了 25

的社區凝聚活動，重塑油麻地區的公共空

3/ 分享他們最喜歡的公共空間，以了解他們

又不一定。有不少受訪者都說他們身在的公

我們為街坊展現椅子的可能性，打破他們傳

間，並以較自然的手法介入去營造理想的公

的喜好。

共空間便是他們最喜歡的公共空間，因為這

統的想像。這亦是最易明白及能展開對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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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讓街坊認識不同的設計。於趣致的圖

4/ 趣味性

畫上貼貼紙投票，不論大人小朋友或長者都

利用特別的設計，如形狀、物料等，使櫈本

可參與其中，簡單直接又好玩。對於油麻地

身能成為人與人之間的話題，從而改變人們

的老人家、小朋友及少數族裔家庭來說尤其

對公園櫈既定的想法，增加生活樂趣。

有效。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專業的知識，所以
即使他們是公園大多數時間的用家，他們也

總括而言，好的公園座椅設計意念應源於大

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方法旨在鼓勵及

眾，並讓公眾能一同參與創作。根據之前得

引起他們的興趣並說出想法。

出的設計條件，最終我們製作了轆轆櫈，而
櫈的表面卻刻意留白，然後邀請街坊為這些

經過街訪、展覽、街頭投票及小組討論後，

轆轆櫈髹上色彩，為每張轆轆櫈填上充滿油

我們發現輕易被人隨意移動的椅子在油麻地

麻地特色的設計。

的街坊眼中並不討好。街坊擔心這些椅子太
輕易被人偷去，甚至直覺會成為壞分子打架

如果我說其實這項目的目的不在於製造出最

的武器。另外，鐵通、石或者是箱型的設計

好的櫈，你或者大惑不解。但其實這的確不

都令人覺得有欠舒適，而且不適合老人家，

是我們的主要目的，因為每個人心中的最好

不符合社區需要。對於家長來說，最關注的

都不同。是最高票數的好？還是設計師工程

莫過於喜愛跑跑跳跳的小朋友了。他們對於

師專業設計的好？又或是最價值連城的好？

容易推倒的椅有分外的危機意識，認為小朋

當中很難找到一個指標。尤其在這多元文化

友在玩耍時會很易推倒座椅而造成意外，亦

的油麻地，要設計出人人都覺得好的公園櫈

怕粗糙的石會弄傷小朋友。總括而言，街坊

就更是困難了，所以重點不是要找出甚麼是

對公共椅子最關注的元素是舒適性、安全性

最好的，而是街坊們真正有份一起給意見、

和趣味性。另外，一些較討好的設計條件包

一起討論、一起創造，然後把它實現。雖然

括：

櫈上的裝飾未必比得上大師的傑作，但它們

「油櫈開始」計劃收集了社區中不同人
的意見，設計既鼓勵使用者交流，也容
許他們享受一個人的浪漫。

全是由街坊親手畫上，每個圖案每幅畫都
1/ 有遮蔭效果

表達了畫者對油麻地的感覺和情懷，這種情

香港夏天日照時間長，有遮蔭功能的櫈能為

懷是這裡街坊獨有的，所以即使它們未必完

使用者提供比較舒適的環境。

美，但絕對是大家都喜歡又滿載大家記憶的
公園櫈。

2/ 自然環境元素
由於香港是個石屎森林，設計櫈時應考慮融

下次再有人問「你覺得這裡的櫈設計有多

入自然元素，能夠拉近人與自然的距離。

差？」時，希望更多人不只能指出不是，而
是找到值得欣賞的。

3/ 多功能性
櫈除了可以讓人休息，還可透過精心的設計
增加其他功能，如實用性（櫈上附加桌面）、
藝術功能（主題及顏色設計）和社會性質
（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等，配合不同需
要，使公共空間可進行的活動變得更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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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AGINE

所謂公共休憩空間
就是在水泥混凝土之間的一片自然
圖 片 由 B osco Hong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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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處理公園的手法，基因上秉承了古時人們對自然的想

所謂自然，應該是小樹被風吹動搖曳，葉子唦唦作響，還有

法，以及亭臺樓閣軒榭廊舫的邏輯：一切建築和空間，無論

狗兒吠聲，小鳥偶爾輕唱，甚或小孩在追逐時的笑聲。而不

大小，都是只准閒逛、閒坐、閒賞。不同西方的公園，像英

是低劣惡俗的擴音機和米高峰在咆哮，並無邊界地讓大媽式

國倫敦 Christchurch Garden 或 Eaton Square Garden，只

的風暴席捲所有休憩之地。

是兩旁種滿樹，中間一堆大草皮，中午見人坐在裡頭，有日
光浴的，也有盤腿坐著吃自攜餐盒的，也有手持結他在輕聲

為甚麼外國的休憩公園特別吸引？不是因為公園沒有禁示，

彈奏的。當然，英國的小公園並沒有在門口豎一塊被李小龍

而是享用公園的人不會無端地去影響其他享用公園的人，不

凌空飛起踢碎的牌匾一樣大小的警告，說明不准這樣不准那

論是視覺上、嗅覺上，當然包括聽覺。

樣，完全任由市民在裡頭做任何事。
政府本來不須特別管理公園，無為而治，靠用者的公德心去
香港本來也有舊時的油麻地榕樹頭，曾經嘗試把亭臺樓閣的

對待公園就可。因為公園是屬於自然，只是人類將最不自然

臺，注入休憩空間。晚上總有人打鑼，大聲一喝：
「夥計慢打

的東西，強加在自然內。

鑼！打得鑼多鑼吵耳，打得更多夜又……」唸完一對雙簧，
便向四方作揖，然後來一記槍頂喉嚨，又或心口碎大石，作

在灰色地帶中遊走穿梭

江湖賣藝表演。
公德心理論上應該是全球劃一，但在香港，有著來自背景、
但市井江湖表演和中國的亭臺樓閣，始終在藝術上有著落

生於不同年代的人，結果公德心的定義也有了分別。好像在

差，自然因不同原因，慢慢淘汰。為甚麼當大陸流行的大媽

公眾地方如地鐵車廂中，使用電話看影片或打機，有人認為

廣場舞進駐香港，三流擴音器播放著大陸最紅樂隊鳳凰傳奇

大開擴音並無不妥，但其實在滋擾他人。

的最炫民族風時，在旁路過的香港人總會眉頭一皺，報以鄙
視？因為在品味上，跟香港人的層次有太大差異。

香港人習慣在灰色地帶中遊走穿梭，愈是灰色，潛意識愈是
會想試一試，總之出了事就大聲說一句「都無講唔俾」，結果

將不自然強加自然內

造就了香港獨有的連串禁示牌。

公共休憩空間是否應該容納不同的表演，就像舊時的油麻地

當香港幾年以來不斷討論藝術表演者使用公共休憩空間的權

榕樹頭，又或者在彼岸的荷里活道大笪地，夜夜笙歌，方展

利時，表演者不妨問問自己，何以捨得因為你的一己表演

現城市共融的典範？但另一邊廂，又是否不必篩選任何表演

慾，去破壞擠迫的都市中難得的一片澄明？

者，任由他們在公眾空間展示他們認知的藝術觀？
我坐在油麻地榕樹頭的長椅上，於樹蔭下，沒有一片高歌圍
立林大樓包圍著的小公園，是城市生活中難得可以喘息的空

繞。我靜靜的看著周邊，在水泥之中，尋找最自然的寧靜。

間。生活已經繁囂，不必再多添吵雜。寧靜不應該是屬於奢
侈，只可以在高級餐廳或會所才能享受，而是應該所有公
園，都能夠給予我們恬靜。

Bosco Hong
畫廊總監，傳記作家。曾由香港到倫敦徒步六千
多公里為聯合國難民署籌款，並於英女王伊利沙
伯二世的母后舊居，晉見英國皇室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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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謝浩然
//

後記

「 伸入樹洞的手，

不在乎口袋的大小，
只視乎它承載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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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文 // 龍 景 昌
鳴 謝 // 彭 玉 文 、漁 護 署 香 港 植 物 標 本 室

茶

在日常生活之中，大家可能都會想逃離城市的壓迫，有人會
選擇消費、有人會選擇外遊……但我們又有沒有想過，街頭

花

巷尾的公園其實就是可以讓我們唞啖氣的地方？在休憩空間
進行康樂活動，本來就是我們生活的基本需要，只是城市裡
面的公園遊樂場太過千篇一律，休憩處花園不是選址奇怪、
就是欠缺維護，才令我們對公共休憩空間不屑一顧，繼而忘

如果有更多千奇百趣的遊樂場出現，小孩子很可能多一點生
活樂趣；如果每區都有一些環境清幽的口袋公園，我們就可
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又或是一處讓我們感到自在的地方。
只是在現行政治制度之下，要令更多創新設計快速實現並不
可能，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外，我們的先導計劃又是否可以讓
社區內不同組織或是持分者對公園作更多參與？
放眼世界各地，都有不少由民間設計甚至是營運的公園，不
但能夠改善公園的質素，更可以增進區內人士交流互動。我
們常說香港人太多負面情緒，或許休憩空間的質素有所改

和一個時代的故事

以在裡面放空歇息。除了生存上需要唞氣，公園也應該是我

REdiscover

記了這種生活需要。

善，會有助大家對這個城市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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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
第一朵山茶花

行。直至 1858 年「天津條約」之前，依仗她
在東方的勢力，英國一直是中國園林植物引
進西方的主要渠道。
「天津條約」後中國被迫
開放，其他國家的植物收集者，才開始大規
模進入中國，打破由英國壟斷的局面。
和山茶花一樣，現時歐洲不少流行的植
物，直實都來自中國。正如英國作者 Jane
Kilpatrick 在她《異域盛放》一書所說：「試

Camellia Japonica Corallina

1739 年，英國彼得男爵 Robert James Petre

想，如果沒有玉蘭、連翹、錦帶花、繡球

8th Baron 的溫室中，兩株來自中國的常綠灌

花、棣棠花和大花鐵線蓮，也沒有諸如荷包

木，開了一紅一白兩朵他從未見過的花。這

牡丹、牡丹、日本銀蓮花、菊花、虎百合等

兩朵單瓣的花，中心有鮮明的黃色花蕊：這

類似品種的多年生植物，我們的花園將會是

就是山茶花在英國本土培植第一次開花的記

何等的寂寞。試想，如果沒有活色生香的十

錄。

大功勞、臘梅、灌木忍冬、瑞香和皺皮木瓜
等，冬天的花園又會是何等的蕭瑟。」

Camellia Japonica Rosea

就像當時歐洲普遍的王孫貴胄一樣，建立花
園溫室、培植新的物種，參加顯赫的學術組

最命運坎坷的植物學家

織，以至到東方旅行探險，已成為身份地位
的象徵。

其實，中國的山茶還未在彼得男爵的溫室開
花以前，蘇格蘭外科醫生詹姆斯．昆寧漢姆

彼得男爵對奇珍異物趨之若鶩，他不惜一切

James Cunningham 在他 1698 年於廈門和

網羅各種最好的外國植物，他的植物園和溫

舟山所搜集的標本中，便包括中國的山茶。

室長滿來自美洲和亞洲的奇花異草，起碼，

Cunningham 可以說是最早到中國採集植物

是這兩朵來自中國的山茶花，令他短暫的生

的歐洲人，卻也是最命運坎坷的植物學家。

命（他年僅 29 歲，1742 年死於天花）能名
留後世。

1697 年，他乘私人商船 Tuscan 前往廈門，
在停留的六個月內，搜集了大量的中國植物

Camellia Japonica Rosa-Sinensis

Camellia Japonica Incarnata

從 16 世紀開始，通過來自中國的瓷器、家

標本，以及接近 800 張由中國人繪畫的植物

具、刺繡上的圖像，地大物博的中國異國風

及花卉圖畫。他的「獵物」，甚至包括了往

情，引發了西方人的無限想像。而這正值西

後極具商業價值的中國陶土及顏料。第一次

方從經濟力量到科學技術都在躍進的時代，

訪華之旅給他帶來豐富的收穫，於是返英半

一切都在經濟軍事和政治擴張的背景下進

年後，便加入了「東印度公司」，以外科醫

早在 1831 年，英國山茶花專家 William Beattie Booth 和另一位作者 Alfred Chandler 出
版了一本山茶花畫冊《Illustration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Plants which Compose the
Natural Order Camellieae 》。其中的 40 張插圖中，已包括了 16 種從中國進口，以及 19 種
在英國由種子培育出來的山茶花。前頁是 1739 年在英國開花的第一朵來自中國的山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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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身份再前往中國。不過，Cunningham 往

殖民者在異地建立自己的夢幻樂園。澳門比

後的生涯卻遠沒以前般順利：1702 年，他為

香港更早，從明朝中葉的 1557 年開始便租

東印度公司在越南對開的崑山島南部海岸建

借予葡萄牙人，其中英國鴉片商人 Thomas

立據點，但三年後卻在一次與當地人的衝突

Beale，他在澳門的花園大宅，便是當時澳門

中，導致差不多所有英國人被殺。受了傷的

的一道風景。

昆寧漢姆雖然倖免於難，但卻被當局監禁了
兩年。放監後，
「東印度公司」再委派他前往

Thomas Beale 是當時在澳門最吃得開的英

馬辰（Banjarmasin），但抵埗三個星期，馬

國人，專門販運鴉片。他 1792 年已在中國

辰的工廠又被襲擊，雖然不及崑山島嚴重，

居住，交遊廣闊，以好客見稱。他在聖老楞

但也再無法運作。1709 年 1 月，筋疲力歇

佐教堂附近的葡式花園大宅，擁有一個 12 米

的昆寧漢姆寫信給朋友，告知他預備秋天返

長、6 米闊、10 米高的鳥籠，搜羅了中國、

國，結果這卻是他最後的消息。他所乘搭的

南美和東南亞各地的珍禽，其中一隻天堂鳥

船 Anna 號，在離開孟加拉後便人間蒸發，不

尤為出名；而他的 2500 個盆栽，當時被稱為

知所終。

擁有最多的中國花卉品種，Beale 的花園，
是前來東方外國人的「打卡」勝地。甚至，

彼得男爵死後，愈來愈多海外的植物進入英

當時東印度公司的牧師 George Vachell 參觀

國，而且培育出愈來愈多不同的品種。1819

過他的花園後也歎為觀止，向達爾文的老師

年，英國已經有 25 種山茶花，並首次出版

John Stevens Henslow 講述他在鳥籠中如何

山茶花的書《A Monograph on the Genus

看到 600 多種不同的鳥類。而英國傳教士兼

Camella》，其中五張插圖被翻成裝飾畫，甚

植物學者 George Bennet 在他 1834 年出版

至成為牆紙圖案，令山茶花更大行其道。到

的遊記《Wanderings in New South Wales,

1831 年，英國山茶花專家 William Beattie

Batavia, Pedir Coast, Singapore...》中，便花

Booth 在他和另一位作者 Alfred Chandler 出

了 42 頁詳細描述了 Thomas Beale 的花園。

版的畫冊《Illustrations and Descriptions

他告訴讀者，澳門當時的三大看點，是美麗

of the Plants which Compose the Natural

的英美女士、Chinnery（英國著名畫家）畫

Order Camellieae》的 40 張插圖中，已包括

室的畫作，以及 Beale 的鳥籠和花園。

Camellia Reticulata

Camellia Maliflora

Camellia Japonica Variegata

Camellia Japonica Insignis

了 16 種從中國進口，以及 19 種在英國由種
子培育的山茶花（見附圖）。

1816 年，Thomas Beale 因以鴉片抵押欠下
東印度公司鉅款無力償還而宣告破產，但仍

殖民者的夢幻樂園

以他的知名度和人脈風光地支撐下去，直到
1842 年 12 月 10 日離家失蹤，之後被發現陳

而在地球的另一邊，一方面是上窮碧落下黃

屍海灘 Casilha bay。也正就在這一年，大清

泉地搜集各式各樣的新物種，另一方面則是

國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割讓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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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花園 Green Bank

這裡不得不一提這位 Robert Fortune 先生，
他從 1843 年開始，五度走訪中國。最廣為

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後，鏡頭便轉移到這個人

人知的事迹，就是在他受僱東印度公司時，

煙稀少的小島。差不多所有澳門的英國人都

偷偷地把中國的兩萬株茶樹，運往印度大吉

移居到香港來，1845 年，Thomas Beale 在

嶺栽培，開啟了印度及錫蘭的茶葉生產，反

澳門花園的植物，能移植的，亦都搬到香

過來亦打擊了中國在茶葉生產的壟斷地位。

港，移植在今天雲咸街與亞畢諾道交界位置

他是第一個發現不同茶種，如紅茶、綠茶其

一個稱為 Green Bank 的私人花園內。

實是由同一種茶所生產。作為植物搜集員，
他在中國大量搜集各類花卉植物，把它們運

這個私人花園當時屬英國人C.J. Braine所有。

往歐洲，包括各個品種的映山紅、牡丹、月

在蘇格蘭植物學家 Robert Fortune 於 1852 年

季、山茶及觀賞桃樹；金桔、迎春花、毛葉

的一本遊記《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鐵線蓮、桔梗、矮種菊花等等等等。Robert

of China》中，便曾對 Green Bank 有頗詳細

Fortune 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甚至不惜剃頭

的描述。

偽裝成中國人。若以現代的說法，他的行為
無疑就是個商業間諜。

蘇格蘭植物學家 Robert Fortune 於 1852 年的遊記《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他從 1843 年

1843 年他第一次到香港的時候，他對香港的

開始，五度走訪中國，甚至不惜剃頭偽裝成中國人，大量

印象，和較早前到過香港的 George Bennet

搜集各類花卉植物。他替東印度公司偷偷地把中國的兩萬

一樣，在他們的眼中，香港只是貧瘠的山

株茶樹，運往印度大吉嶺栽培，徹底打擊了中國在茶葉生
產的壟斷地位。

頭，以及矮小的灌木叢和蕨類植物。對於當
時的外國人，香港迹近於不宜人類居住的地
方：它的山嵐瘴氣，使初期駐港的英軍和
警察大量病倒，有一些軍隊甚至不敢上岸駐
紮。Fortune 於是建議，在島上廣植樹木，包
括在道路兩旁，以提供林蔭。他的建議部分
被政府接納。
1848 年 8 月 14 日，Robert Fortune 再次前往
中國，第一站停泊的便是香港。當時他已受
東印度公司委托，在中國尋找最好的茶樹，
移植到喜馬拉雅山腳。根據他的描述，六年
過來，維多利亞城已建立了不少新的建築
物，駐軍的健康狀況亦大為改善，居住香港
的外國人亦建起自己的花園，而 Green Bank
則是表表者。Fortune 當時已經認為，香港這
個地方將來必會成為對英國及美國都十分重
要的貿易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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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Robert Fortune 對 Green Bank 花園

Odorata）和九里香（Murraya Exotica），

的描述（植物名稱由彭玉文先生協助校核及

兩者都有非常甜的芳香，很多中國人都愛

註釋）

種植。其他水果，例如枇杷（Eriobotrya
J a p o n i c a ）、 中 國 楊 桃 （ A v e r r h o a

「這個花園位於香港山丘斜坡兩側溝壑之下，

Carambola）、黃皮（Cookia Punctata），以

靠近維多利亞新城的中心。一面是崎嶇的荒

及龍眼和荔枝，雖然只種了很短時間，但都

嶺，另一面卻是豐富茂盛的植被，這對比大

很成功。在中國南部和北部荒山兩側常遇到

大增強了它的美感。

的中國松（Pinus Sinensis ），通常被當地人

1

砍掉下面的枝幹作燃料，但樹木在這裡卻能
進入下方的花園時，有一條寬闊的步道，蜿

展現它的自然美，幼嫩的綠葉形態優美地垂

蜒地從山坡的側面朝向樓房。步道兩邊都種

到地面。

植了原生的樹木和灌木，還有許多茂盛的
果樹。中國細葉榕（Ficus Nitida）生長在

當主步道接近房子所在的露台時，它向右轉

右側，這是中國南方最有價值的觀賞樹木

入兩排美麗的黃色竹子之間。這種竹子非常

之一。它生長得很快，不需要很多照料，

引人注目，在英格蘭值得關注；它的莖是直

葉子呈現光澤的綠色，很快就會在強烈的

的，有細黃色、並且帶綠色的條紋，就好像

太陽光線中，提供令人愉悅的陰影，這使

出自一流藝術家之手。我於 1844 年曾將它送

得它在像香港這樣的地方特別有價值。印

到了園藝學會。

2

度橡樹（Ficus elastica）在花園也有同樣

香港植物標本室
1860 年代以前，在香港採集到的標本，均送到歐洲的植物標本館進行鑑別、分類和儲
存。直至 1871 年 Charles Ford 掌管香港植物公園及植樹植林工作，才推動了植物學本地
化。Ford 履新後第二年，他便在年報中提議：
「政府花園是建立乾壓植物標本室的理想地
點，標本室的藏品，可讓植物研究者接觸到那些很難在野外見到的植物。此外，為方便從
事園藝工作的人士及對植物有興趣的市民，政府也應設立一間與植物、園藝及樹木等科目
有關的參考資料圖書館。」雖然 Ford 的提議在當時英殖民政府經過了一波三折，但終於

功能，但它的生長速度卻慢得多。在主要

在房子所在的露台底部，有一條狹長的竹林

步道的另一邊，我觀察了幾株苦楝（Melia

大道，被稱為「蘭花步道」。即使在中午，

Azedarach），它們正以極大的活力生長，

這裡也總能提供涼爽的休憩空間，因為太陽

但樹枝很容易被大風吹折。這種缺陷使其價

的光線只能部分地照射，然後被茂密的樹葉

值低於其他樹木，特別是在容易受到大風和

冷卻。這裡種植了許多需要遮蔭的中國蘭花

颱風影響的地方。這個花園值得注意的其他

和其他植物。其中我看到了鶴頂蘭（Phaius

植物還有中國肉桂、美麗的米仔蘭（Aglaia

Grandifolius），墨蘭（Cymbidium Sinense）

在 1878 年正式公布香港正籌建植物標本室。
不過，香港植物標本室成立後的命運也並非一帆風順，在第二次大戰期間，香港的植物研
究工作完全停頓，而藏品在 1940 年日軍佔領香港前遷往馬來亞檳城，並由星加坡植物園
標本室暫管，到 1948 年才送返香港，在港督府用膳廳暫存。
上圖為 1868 年的政府花園，下圖為 1880 年的香港植物公園，標本室便座落其中。
（圖片
由漁護署香港植物標本室提供）

1 應該是山松 Pinus massoniana，香港唯一原生松樹。
2 疑為黃金間碧竹，Bambusa vulgaris 'Vit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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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蘭（Cymbidium Aloifolium），香

園中常見的植物；許多花盆都繪上美麗的中國

指甲蘭（Aerides Odoratum），多花脆蘭

圖畫，放置在瓷架上。」

（Vanda Multiflora）和火焰蘭（Renanthera
Coccinea），Fernandez Ensifolia 3 ，

較早前，英國的一個畫廊拍賣了一本有

竹葉蘭（Arundina Sinensis），龍頭蘭

關 Green Bank 的花卉圖集《The Flora of

4

（Habenaria Susannce ），一種杓蘭和苞舌蘭

Green Bank Hong Kong》，估計有些圖的文

（Spathoglottis Fortuni）。還有一些其他的植

字出自 Robert Fortune 的手迹。圖集共有 35

物，如唇柱苣苔（Chirita Sinensis），卷柏科

種花卉的繪圖，其中有兩款山茶花，但都是

5

（石松的矮化物
萬年松（Man-Neenchung ）

培植品，不是香港的原生品種。

種，中國人非常珍視），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
東西，共同構成了陰影下「蘭花步道」的致

1850 年，Braine 想把花園及鄰近的大宅出

趣。

售給港英政府，作為植物公園和港督官邸，
可惜沒有成事。興建香港植物公園的構想，

在「蘭花步道」上面是一個綠色的斜坡，

是 1848 年時由時任港府翻譯官郭士立於皇家

上面生長著一些竹子，洋金鳳（Poinciana

亞洲學會的一個集會上提出，並獲得支持，

6

Pulcherrima ），桃金孃（Myrtles），梔子花

惟當時政府財政緊絀，被港督般咸押後。

（Gardenias），夾竹桃（Oleanders）
（在中國

Braine 賣花園的提議，正是生不逢時。香港

茁壯成長），變葉木（Croton Variegatum and

植物公園建築工程後來於 1860 年展開，選

Pictum），含笑花（Magnolia Fuscata）、桂

址卻在 1841 年至 1842 年的總督官邸，並於

7

花（Olea Fragrans）、Dracama Ferrea 、醉

1864 年於港督羅便臣主持開幕後開放給市民

魚草（Buddha Lindleyana）
；後者是我1844

使用。而 Green Bank 這座漂亮的花園，則在

年從舟山帶來，現已在島上的幾個花園中很常

1861 年被拆卸。至於園內花木的去向，仍有

看見，在那裡茁壯成長，並且幾乎總是盛開，

待考證。

儘管因為天氣較寒冷，花穗不是很好。在屋前
寬敞的露台上，每一側都放了大量的盆栽，包
括山茶花，杜鵑花和玫瑰，這些都是在廣州花

Green Bank 的花卉
3
4
5
6
7

查不到相應的當代學名。R. Fernandes 是植物學，Dianella ensifolia (L.）DC. 是百合科的山菅蘭。
即 Pecteilis susannae，在香港一般稱為毛白蝶花。
即 Selaginella tamariscina (Beauv.）Spring Selaginella。
即 Caesalpinia pulcherrima。
查不到相應的當代學名。Drachma 是希臘使用歐元之前的貨幣單位德拉克馬。Ferrea 用於學名有鐵力木 Mesua fer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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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 年，英國鴉片商人 Thomas Beale 死後，他在澳門葡式花園
大宅的大批植物，都搬到香港來，移植在今天雲咸街與亞畢諾道交
界位置一個稱為 Green Bank 的私人花園內。較早前，英國的一個
畫廊拍賣了一本有關 Green Bank 的花卉圖集《The Flora of Green
Bank Hong Kong》，圖集共有 35 種繪自 Green Bank 的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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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ank 種植的花卉，有本港原生，也有來自
中國和東南亞的品種。左為香港原生野牡丹，花形
大，常見於草坡及灌木叢，春至夏季是主要花期。

集大成的
第一本香港植物專書

直到 19 世紀中葉，比起地大
物博的中國大陸，香港這個
荒蕪的地方，似乎沒能吸引
植物學家太大的興趣。香港
植物標本室最早的標本，便
是 1801 年採自廣東黄埔的
多節細柄草 Capillipedium
Spiciger um。要到 1841
年，英艦隻「琉璜號」的
外科醫生 Richard Brinsley
Hinds，才在香港採集到第一
批的植物標本。
1857 年，植物學家 George Bentham 被英國政府委任，
負責全面記錄英殖民地及海外屬土的原生植物。他在
1861 年編撰了《香港植物誌》，記錄 1,000 多種香港植
物，是最早期有關香港植物的獨立專書。Bentham 在
《香港植物誌》中，共列出四種香港的茶花，包括 1849
年首次發現的「香港茶」Camellia HongKongensis。

不論是基於科學上的探索、園藝的興趣，還

Flowering Plants and Ferns of the Island of

是背後商業上的利益；總之，當時西方對地

Hongkong），是最早期有關香港植物的獨立

球這一邊的物種，就是興致勃勃。香港成為

專書。書中記述了 1,056 種被子植物和蕨類

英國殖民地之前，歐洲的中國植物主要來自

植物，七除八扣一些人工培植或由美國或歐

澳門或廣州。雖然其中一些植物收藏家，亦

洲種子繁殖的植物，仍有 1,000 種是真正屬

曾到過香港，記錄中有來自汲水門及大嶼山

於亞熱帶的原生品種。

的植物；但這個荒蕪的地方，似乎沒能吸引

體被運回香港，他與妻子的墳墓在跑馬地香

冒險是這個殖民時代的關鍵詞。另一位很值

港墳場。1873 年，在《香港植物誌》出版 12

得一提的，是為 Bentham 提供了大量標本的

年後，他也曾為該書出版了一個附錄。

Berthold Carl Seemann，他從 1845 到 1851

他們太大的興趣。要到 1841 年，英艦隻「琉

Bentham 雖然從未到過香港，但他是資料搜

璜號」的外科醫生 Richard Brinsley Hinds，

集和分類的能手，而且交遊廣闊，在植物愛

才在香港採集到第一批正式的植物標本。

好者中享負盛名。當時不少人為他提供標本

另一位是隸屬駐港英軍 95 兵團的隊長 J. G.

了歷時六年、從美洲西岸到太平洋的考察之

和資料（不單是英國人），而他在《香港植物

Champion，他駐守香港三年，也是利用餘

旅。這次行程中，Seemann 在 1850 年 12 月

Hinds 在香港只停留了幾個星期，而且正值

誌》的導言中，作了詳細的介紹，也令我們

暇採集香港植物。1850 年，他帶著五、六百

1 日抵達香港，逗留了 20 多天。在他後來的

乾旱的冬天；但他仍能採集到 140 種植物標

今天可以一窺這圈子當時的面貌。

種植物標本返回英國，包括雙子葉植物、蘭

《先驅號航程的植物考察》報告（The Botany

花和蕨類。這都是他跑遍北角、跑馬地、扯

of the Voyage Of H.M.S. Herald）中，包含

例如總共在港居住了 12 年的英國公務員

旗山（太平山）、柏架山、歌賦山、赤柱、西

了近 100 頁《香港的植物》（Flora of The

Henry Fletcher Hance；他精通拉丁文、

灣（即今日柴灣）蒐集而來的。次年，他在

Island Of Hong Kong）的章節，記錄 700 多

1857 年，英國政府下令全面記錄其殖民

德文和法文，正如很多自學的植物愛好者一

離開英國前往克里米亞之前，把本來留給自

種的香港植物。雖然，報告內的香港植物並

地及海外屬土的原生植物，負責這項偉大

樣，Hance 利用業餘時間醉心研究中國植

己珍藏的整套標本連同實地考察的筆記交給

非全由他個人採集，還包括了其他人（例如

任務的，正是這位 George Bentham。他

物。他後來歷任英國駐黃埔副領事、駐廣州

Bentham。Champion 結果沒機會再返回老

Hance）
；但這份報告，可以說是當時有關香

在 1861 年編撰了《香港植物誌》（Flora

署理領事、駐廈門署理領事，被譽為最熟悉

家：1854 年，他在那場著名英法聯軍與帝俄

港植物最詳細的資料。

HongKongensis: A Description of the

中國植物的專家。1886 年他在廈門去世，遺

軍隊交戰的「因克爾曼戰役」中喪生。

本，並在返回倫敦時，把這批標本送到著名
英國植物學家 George Bentham 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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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隨英國先驅號（HMS Herald），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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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奪目的
原生香港茶花

在香港郊野最常見的大頭茶。
（繪圖來自 1932 年《香港博物學家》）

說回茶花。前面提及 Green Bank 花園內的茶

在 Seemann 列舉的品種中，山茶是常見的栽

花繪圖，都並非原生品種。而在 Seemann 先

培種；長尾毛蕊茶，則屬於杜鵑花目下山茶

驅號的考察記錄中，則列有五種香港發現的

科的山茶屬，是香港常見小型喬木植物。除

茶花，而且有些還附有圖解：

太平山外，原產地還包括馬鞍山和大帽山。
至於大頭茶，是隸屬山茶科下的大頭茶屬

山茶（Camellia Japonica）

（Gordonia），則到今天仍在香港郊野隨處可

發現地點：跑馬地叢林

見。

柳葉茶（Camellia Salicifolia）

至於 Bentham，他在《香港植物誌》中，共

發現地點：跑馬地叢林，

列出四種香港的茶花，包括當時首次發現的

與 Camellia Japonica 毗鄰

「香港茶」Camellia HongKongensis。

長尾毛蕊茶，又名尖葉茶

「香港茶」在 1849 年由駐港英軍上校 Eyre,

（Camellia Assimilis）
發現地點：扯旗山（太平山）和歌賦山

J., Lieut. Colonel, Roy 首次發現，屬香港的
原生品種，特點是開有紅色的花，十分亮
麗，本地人稱之為「紅茶花」。他在 1849 到

Camellia Spectabilis

1851 年駐守香港，也是植物的發燒友。根據

發現地點：扯旗山（太平山）及跑馬地叢林

Seemann 所述，Eyre 曾為他當嚮導，是香港
當時「對植物學最有興趣的兩位人士之一」。

大頭茶，又名山秋古樹 Polyspora Axillaris
（Gordonia Anomala）
發現地點：在島上廣見
144 | REdiscover

（另一位是 Dr. H. F. HANCE）。

又一山人
REtouch

「香港茶」
（Camellia HongKongensis ）屬於本地的
原生品種，在 1849 年才首次被駐港英軍上校 Eyre,
J., Lieut. Colonel, Roy在扯旗山（今天太平山）河谷
中發現而命名。香港其他的原生山茶花都是白色，
只有「香港茶」為櫻桃紅，很容易辨認，所以本地
人有稱它為「紅茶花」。特別春天三月，在某些光
線下，葉子會呈現紫藍色，在樹叢中特別出眾。
「香
港茶」被發現時只有三株，後來數量增加。雖然如
此，
「香港茶」仍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IUCN 列入紅
色名錄的瀕危物種（Endangered）類別。

前頁：山茶屬植物為常綠灌木或小喬木，葉互生，
木質的球形或長球形蒴果；單瓣茶花多為原始花
種。香港的原生山茶屬植物共有 10 種及一變種，
「香港茶」的花期一般由 12 月至翌年 2 月。

前頁及本頁：「大苞山茶」在 1955 年由任職農林
部的劉松彬在香港大帽山發現，是香港另一種原生
茶。它擁有很大的白色花朵，直徑達 10-14cm，花
期從每年 3 月到 4 月。「大苞山茶」並以當時港督葛
量洪的名字命名，所以又叫「葛量洪茶」。「大苞山
茶」也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IUCN 列入紅色名錄，
屬於易危（Vulnerable）的類別。根據國際自然保
護聯盟 2015 年的資料，
「大苞山茶」的野生數量當
時只有 3,000 株，而且正在減少中。
後頁是漁護署香港植物標本室收藏採自 1955 年的
「大苞山茶」模式標本。
模式標本是獨一無二的，世界上每個植物種只有一
個相對應的模式標本。當某植物種在不同植物學者
的描述下存在差異時，模式標本永遠是澄清問題的
參考依據。因此，模式標本在植物標本館是最具價
值的藏品。

「香港茶」被發現時只有三株。但在 1932

Reticulata）、
「長尾毛蕊茶」
（Camellia Assimilis）

年由香樂思主編的《香港博物學家》（The

和「柳葉茶」
（Camellia Salicifolia），後兩者

Hong Kong Naturalist）的一篇談到香港山

當時仍未在香港以外地方發現。

茶科的文章中，作者 G. A. C. Herklots 指出，
當時他們已知有數以百計的「香港茶」，其中

香港的山茶屬植物雖然產於香港不同地區，

一株，就在山頂纜車站盧吉道只二、三百米

原生的種及變種主要分布於大帽山、馬鞍

之遙。而在舊鴨巴甸路（今天貝璐道）近山

山、柏架山，亦有些分布於大嶼山及其他地

頂段，便有起碼50棵生長茂盛的「香港茶」。

區，但數量稀少。當中的「糙果茶」只產於
大埔滘及火炭一帶。漁農自然護理署長期以

在「香港茶」被發現 100 多年後，1955 年，

來都積極培植這些稀有原生種山茶，並把他

任職農林部的劉松彬在香港大帽山發現香港

們送回野外栽種。我們今天在郊野公園看到

另一種原生茶：「大苞山茶」。它擁有很大的

的「香港茶」或其他稀有品種山茶，就是這

白色花朵，直徑達 10-14cm，花期從每年 3

些長年累月的努力成果。

月到 4 月。「大苞山茶」並以當時港督葛量洪
命名，所以又叫「葛量洪茶」。今天，「香港

除了在山徑中與它們偶遇，若要畢其功於一

茶」、
「大苞山茶」和另一種香港原生茶：
「紅

役，香港山茶屬植物最佳的觀賞地點為「城

皮糙果茶」，均收錄於漁農自然護理署出版的

門標本林」
；標本林佔地四公頃，現已收集約

《香港稀有及珍貴植物》一書中。也都被國際

300 多個本地或華南地區的植物物種，不少

自然保護聯盟 IUCN 列入紅色名錄，而「香港

是原生的稀有及瀕危植物。當中包括原生山

茶」更被評級為瀕危物種。

茶屬植物的 10 個品種的其中八個，以及一個
變種。

除了「香港茶」
（Camellia HongKongensis），
Bentham記錄的茶花還有「滇山茶」
（Camellia

香港原生山茶屬植物（10 種及一變種）*
學名

中文名

1. Camellia sinensis

茶

2. Camellia sinensis var, waldenae

香花茶

3. Camellia euryoides

柃葉茶

4. Camellia salicifolia

柳葉茶

5. Camellia caudate

長尾毛蕊茶

6. Camellia hongkongensis

香港茶

7. Camellia crapnelliana

紅皮糙果茶

8. Camellia furfuracea

糙果茶

9. Camellia granthamiana

大苞山茶
（葛量洪茶）

10. Camellia kissii

落瓣油茶

11. Camellia oleifera

油茶

* 大頭茶隸屬山茶科，但是大頭茶屬 Gordonia 而非山茶屬
Camel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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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於 1951 年出版的《 野外
香港歲時記 》，是香樂思對
本地四季不同節氣的描述。
本地自然愛好者彭玉文花了
逾 10 年時間翻譯、註釋，
並加入導讀。中文版去年由
中華書局出版。

From Take To Give

香樂思的香港歲時記
工業革命讓科技文明第一次有能力把地球各處不同
種族、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程度的人類混在一起，
製造了 18、19 世紀殖民時期，人類一段複雜而驚
心動魄的歷史。
最早期漂洋過海到香港採集植物的外國人，第一批
是狩獵心態的開拓者，他們是探險家或冒險家；興
趣往往只在於把東方的奇珍異寶，千方百計地運回
老家。當地民生對這些過客來說，就如遇到的新種
植物一樣，只是一抹他們從未見過的奇異風景。
另一批則是稍後移居東方的傳教士、商人，或是代
表西方宗主國利益的殖民地官員；他們既要留在異
域，便不得不面對當地的民生狀况。特別是赤裸裸
的掠奪，只會帶來當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就像另文
提到 James Cunningham 的故事），於是部分人便
慢慢地，不能不把自己的命運，與當地居民或這個
第二家鄉的福祉，或多或少地連結起來。
這種心態的改變，是緩慢地、甚至有時因應偶發事
件或外來因素、進一步退兩步地進行。香港自 1842
年成為英國殖民地，至 1997 回歸中國這百多年間，
也經歷了這樣的一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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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本地自然愛好者彭玉文，出版了一本他花了
逾 10 年時間翻譯及註釋的書：
《野外香港歲時記》，
便是一個以香港為家的英國人香樂思（ G. A. C.
Herklots）的故事。這本書可觀之處，是香樂思的
「歲時記」，其實是本地四季不同節氣的描述，加上
彭玉文的詳細註釋和附加的圖片，整個香港當時的
自然生態，便躍然活於紙上。
但我相信彭玉文更大的願望，是讓讀者認識這位他
心目中的英雄：香樂思不單是博物學家，更重要
的，是他把這方面的知識，運用在市民大眾的福祉
上。他從 1928 年任職港大生物系到香港淪陷進入
集中營到戰後任拓展署長，在每一個階段，無論
是順境逆境，他都沒有因客觀環境而停下來；直
至 1948 年請辭返回英國。他掛冠的原因，我們留
待彭玉文解畫，但單看香樂思在港期間所成就的
Legacy，便不難感受他豐富的生命力，以及人類與
大自然的相處之道。
筆者嘗試把香樂思在港的輪廓以圖表顯示出來，有
興趣的讀者，應該閱讀《野外香港歲時記》這本
書，走進香樂思，也是當年香港、鳥語花香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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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博物學家》
（The Hong Kong Natur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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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樂思離職前演說
BEING HK 的重要一章
撰 文 // 彭 玉 文

有異於一般的植物學家，香樂思並沒有把

農福祉及香港長遠發展需要，對香樂思的提

自己困在象牙塔內。他一編 10 年的《Hong

議沒有積極回應。

Kong Naturalist》
（香港博物學家季刊），不
在羅列只有專家才看得明白的冷硬科學資料

1941 年 12 月香港淪陷，香樂思及其他近

以樹權威，而是多談方物的民俗用途、審美

3,000 名英籍文官，包括一些署長及非華裔的

價值，配以圖畫照片，分享探勝經歷，以作

同盟國平民學者商人，被拘禁於赤柱集中營。

推廣；不但沒有謀利動機，反而為此獻出薪

日方為節省人手支出，准許文官成立自治組

酬，他的太太也沒有囉唆，反而陪他去癲，

織，根據自身專長，為其他營友服務。香樂思

結果是以香港及鄰近地區山水方物為主題，

在解決營中問題之餘，也開始反思光復後發展

凝聚當時一批國內及海外卓越生物學家、民

香港初級生產之全盤大計。這便是下面香氏致

俗學家、考古學家、健行探險家，帶動一次

辭中所以說「一個擬在戰後推行的計劃草稿逐

小型的博物學復興運動，形成一個鬆散的，

漸成形……草稿在 1945 年 9 月 1 日上呈民政

以研究及建立地方知識為目標的圈子，其影

長官」的由來。

響之深遠很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戰後復任港督的楊慕琦，開始放眼黎民百
《香港博物學家》季刊成為香港史上最有趣味

姓。1946 年 5 月，委任香樂思為 Secretary

《香港博物學家》（Hong Kong Naturalists）

及品味的雜誌，但港人忙於生計無暇欣賞，

for Development（拓展署署長），香氏時年

1930 年，香樂思和當時剛卸任的皇仁書院校長 Alfred

只有 50 年代南下文人葉靈鳳驚艷，從中汲取

43 歲，能力魄力正處巔峰，終於獲得實現志

養分及翻譯其資料，寫出他傳世之作《香港

願，追求公義的機會。

Herbert Crook ( 祈祿），共同創辦及主編了一本以香港
及華南為對象的科普季刊《香港博物學家》(The Hong
Kong Naturalist）。這本雜誌的製作和內容，可以看出用

方物誌》，方物誌者，Nature History 也。

了很大的心力。在當時的物質條件和印刷技術上的限制，
季刊不能用上很多的彩色圖片，每期只能用一兩張；因此

除了把冷知識變成有溫度的生活趣味，香樂

和財務官僚的支持，但也令一些執行人員，

思更要把這些知識，變成可以為大眾謀福祉

因此忙得透不過氣來，曾忿怨批評「楊慕琦

的工具。在戰前任職香港大學時，他已經是

總督不應對工作狂香博士言聽計從」。香氏

年，至 1941 年才因香港淪陷停刊；但已成為不可多得的

政府重要顧問，提交過無數大小科研應用計

委任的得力助手林書顏曾被一些官員質疑薪

香港大自然珍貴歷史材料。

劃，但因為當時港英政府根本不考慮本地漁

金過高，香樂思這樣回應：相對於其貢獻，

都珍而重之，而在每篇文章，都盡重配上插圖。
《香港博物學家》集合了一眾國際知名的生物學家及民
族學家為其撰稿，在取材上盡量雅俗共賞，共出版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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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氏行事不愛繁文縟節，得到一些殖民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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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書顏其實「物超所值」，可見香氏改革雖然

China Morning Post》報道得最為詳盡，香

故友 J.A.Fraser 。一個擬在戰後推行的計劃

漁業及農業改革計劃雷同之處，是建立公平

遇上重重困難，但因為他的堅毅不屈，更重

樂思並無把原稿交予記者，三份報紙的記者

草稿逐漸成形。此一方案並無政治考慮，與

貿易機制，此制之推行，須配合交通建設，

要的是得到楊慕琦及英廷的支持，他可說尚

都只能根據自己的摘錄，予以重點報道，所

黨派無干，在赤柱集中營而非政府辦公室策

及實行新的交收手續，使產品能迅速送抵市

能見招拆招、逢凶化吉。一路拼搏，勞苦兩

以三篇報道的細節及重點都有所不同，順

劃，與本地其他方案無關，不涉其他殖民地

場，生產者能一手交貨一手收款，方能杜絕

載，收穫在望之際，1948 年 5 月 11 日，香

序亦不一樣。現以《South China Morning

政策。草稿在1945年9月1日上呈民政長官。

中間人魚肉。此兩配套至今未克完備，但計

樂思在扶輪會上致辭，當時葛量洪剛好上任

Post》為主體，綜合另外兩篇，整理成以下

一年，接替退休的楊慕琦，致辭題目是《規

版本（引文中小題為筆者所加）
：

劃正式運作以來，在本年首四個月，平均每
行賄行為無處不在

月錄得 250 萬元交易，當中魚產營業額 150
萬，農產 75 萬。金錢落入漁夫農人手上，這

劃經濟的試驗》
（An Experiment In Planned
3

Economy）。5 月 12 日，《South China

兩年前謁見皇上及皇后，可憐我被囚赤柱之

拓展署之成立 ，是考慮到為眾多佃農艇戶的

是香港史上首見。計劃實行兩年，雖離理想

Morning Post》、
《China Mail》及《華僑日

噩運，我暗示其實挺享受當年生活，皇上敏

長遠福祉計，單靠一時之救濟是下策，上策

仍遠，但成效初見，無庸否定。

報》刊出報道。香樂思平日演講談笑風生，

銳地嘉言：你好歹也知道甚麼叫民生疾苦了。

是讓他們對未來有新希望，在於讓他們知道

全場笑聲不絕，今次顯得沉重，內容詳盡交

收入會增加，社會生活情況會改善。

人手方面，為此在五星期內僱用了 146 人，
現已增至 430 人。當局向僱員提供訓練，要

代許多並未公布之部門數據及內部安排，聽

我有一業餘嗜好，是研究本地蛇類，至今錄

眾與記者皆感錯愕。

得 30 種，全都是一位朋友送來的。他對我

中間人的作用，我不會全盤否定，但有些中

求有技術、正確工作態度及勤奮表現。他們

說，此處本無蛇，香樂思你來了，就有了。

間人，的確只顧私利，剝削貧農，又逃稅。

的薪俸來自漁戶農人本身而非政府，其職志

農民被寄生者、貪商、高利貸壓搾至無法負

是維護六萬漁民及六萬以上農民福祉。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位事業正如日中天的學
者署長，竟然在致辭後第六天，即 5 月 17

最危險要應付的蛇有兩種，一曰需要 Want，

荷。戰後復原，糧食供應是重中之重，人

日，宣布辭職，又在短短四天之後，在 5 月

一曰貪婪 Greed，但是在一個不自私的繁

口回歸及增長，當局亦必須考慮如何增產，

政府正構思成立業界聯盟 Syndicates，在十

21 日偕家人離開香港。

榮社會中，需要可以滿足，貪婪可以遏止。

這是推翻食人古制，為新方案進行試驗的契

大漁港公開拍賣漁穫。業界聯盟有意在政府

你向他們這樣說，他們卻從來沒想過。需要

機。初時我以為此計劃成本低、收效大，推

資助及貸款下，協助漁民設立儲蓄計劃。政

香樂思的辭職雖然來得突然，但至於辭職原

是否得到滿足，貪婪是否得到遏止，足以興

行應無大礙，想不到我現時會被指責摧毀

府已建立眾多漁民子弟及鄉村學校，每天有

因，則已隱含在演辭之中，等待有心人解讀。

邦，也足以喪邦，非小事也。

了少數的惡人，卻製造了大量的取代者。你

2,000 漁農子弟接受中文教育。在香港仔有寄

不願意見到的現實是，當前社會行賄受賄行

宿學校，教授漁業基礎及簡要科學。貸款不

為，無處無時不在。在此無法自滿，必須逐

敷需要，已向英廷申領。

香樂思致辭內容，以長期刊登其演講內容、
日後替他出版《野外香港歲時記》的《South

當感謝日本給我們靜修 43 個月的機會。在集
1

中營裡曾與多人討論本地漁民問題 ，其一是

1	戰前漁穫在落入消費者手中，分別要經過零售、欄仔、大欄、曬家 / 魚舖等中間人環節，其中以大欄勢力最強，也最為貪
婪，往往壓價收購，使漁民獲利甚微。漁民往往為了維修或建造漁船，或應付天災、失收、婚葬而舉債，高利貸逼他們接
受嚴苛的條款，很多漁民辛勞一生卻債台高築，無法改善生活。粵語片《十兄弟》便反映了此一民生情況，而寄望有神奇
力量的漁民子弟自救。
2	John Alexander Fraser 傅瑞憲（1896－1943），生於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在一戰參與歐洲戰事，1916 年因功獲得軍功十
字勳章，翌年再獲附加勳扣。1919 年加入香港政府任官學生（即政務官），1928 年擔任北約理民官時負責重置城門谷 855
名村民，1930 年於倫敦中殿律師學院考取執業大律師資格，後署任律政司兼行政立法兩局當然官守議員，1941 年出任首
任防衞司，及同年 12 月香港淪陷，被日方拘禁於赤柱拘留營。淪陷期間，傅瑞憲在營內與英軍服務團聯絡，策劃逃走計
劃，收藏無線電裝置收聽盟軍廣播，收發營外情報。1943 年 6 月遭日方揭發，同年 10 月在聖士提反灣海灘被處決，終年
47 歲。被日方拷問時堅拒供出同伴，一力承擔，英廷於 1946 年向他追贈喬治十字勳章。在加入港府以前，傅瑞憲曾另為
紀念港督金文泰兩訪青山禪院，1929 年與華商在倡建香海名山牌樓及 1933 年購入大埔瞭望台住所，皆為一級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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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殲滅，及於更大的禍首。

3	1945 年 8 月 30 日，英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夏愨少將 H.J.Harcourt 率艦隊抵港，從日軍手中接收香港。輔政司麥道軻 David
MacDougall 邀請香氏回港效力。當時全港食物儲量只剩 10 日，香氏建議漁民即時出海捕魚，解決燃眉之急。1946 年 5 月
1 日，楊慕琦 Mark A. Young 復任港督，銳意在政治上引入民主自治，與在經濟上主張生產自給自足的香樂思一拍即合，
破格任用這位學者為拓展署署長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確保在軍政府期間奠定的漁農發展計劃，得以延續，香氏
更尋得英國政府資助，推行上述規劃經濟試驗。只需年半時間，到了 1947 年秋季，全港禽畜產量已接近戰前水平，該年
稻米收成數量更是本港有史以來最高紀錄。規劃經濟試驗收效良好，漁類及蔬菜統營處至今仍在運作。它可能是華人地區
內有史以來由官方在全域內最早改變佃農制度，消除剝削，改變生產關係，釋放勞動者生產力的成功先例。在合作式營
銷安排下，農民和漁夫收入顯著提高，普羅大眾亦可用合理的價錢買到糧食，為六、七十年代工業起飛提供條件。直到今
天，國內記者仍發現，香港的人均收入大約是北京的八至十倍，然而菜價只相當於北京的二至三倍，比大陸菜價相對便
宜。國內記者認為歸功於蔬菜統營制度，「省掉了很多中間商環節，使中間商層層加價的情況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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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馬，但亦衍生問題。港府最近已通過合作

1/ 香氏是關心民生疾苦的科學人本主義者，

加工作量的官僚。一直精力充沛的香氏對記

J Cater 和Wong Ka Tung（黃家同） 。他們

社法Co-operatives Ordinance，但因未聘任

不尚空談，在致辭中列出很多政治經濟學概

者的因何辭職、去向為何提問，回答是「我

代表漁民負責管理數百萬生意。對付並不光明

主任及文員，合作社運動難以開展。魚類及

念，來說明其實踐之理據，並提議香港未來

未有去向，只要放假，自 1938 年起便沒放過

磊落的敵人最佳武器，是十足的信心。現在

蔬菜統營處成為自主機構，仍須等待，但可

發展方向，可見香氏絕非單面的生物學家，

一天假」。葉錫恩 Elsie Hume Elliot 曾說，初

我們漁船數量，已比戰後翻了一番，有 5,000

望短期內完成。有關人士為聘用最佳人選，

而是堅持把他深信的理念化為行動，盡其能

來香港的人，站在殖民者那一方，前途無限；

艘，以單一社區計算，可謂是全球最大船隊。

已否決六名申請人，將考慮任用一位副主任。

力與魄力，做出政績，改變世界。

如果是一個真正的英國人，主張對華人也要

要表揚的助手有三位：林書顏 、26 歲的姬達
5

6

公正，那他在這裡會遭到排斥，落得格格不
談到政府對低下階層施行自由放任主義

蔬菜統營署之進展，須感謝另一位年青才俊
8

2/ 香氏聲明「此一方案並無政治考慮，與

入，被視為不受歡迎的人，就業的時間就可
能非常短暫。這無疑是衝著香氏而來。

laissez-faire 之失誤，可參考英國的教訓。

Clitfton Large 的開荒貢獻。他在河南待過

政派無干，在赤柱集中營而非政府辦公室策

英國以追求財富為個人人生最高目標，造就

兩年，被選為下任副署長。

劃，與本地其他方案無關，不涉其他殖民地

英國一度成為世界強國，但過分放縱終污損

政策」。在此之前，英廷及港府只是見步行

5/ 「你不願意見到的現實是，當前社會行賄

心靈，國家忽悠其職務，引發社會大患，孕

農民受剝削情況並不比漁民好，新界封建故

步，從未想過徹底改善底層市民生活，遑論

受賄行為無處無時不在。」這可能是比葛量

育貧窮、疾病、無知與災難。在其他國家，

事特別多。大地主吞佔小地主土地，圖畫愈

如此大規模的配套計劃。這套計劃突破當時

洪更令他頭疼的難題。香氏 1948 年離開後，

自由放任政策曾經肆虐，在香港，無論戰前

全面，愈看清楚，愈知道其嚴峻。我們正計

官員思維，事緣是由一位破格港督在亂世破

1946 年被他選為副手的那位年輕空軍機師姬

劃在全新界七大區建立一連串區站 Districy

格任用了一位破格的知識分子，因此製造了

達 Jack Cater，1973 年獲香港總督麥理浩委

Despot，其中一個位於青山藍地，希望在短期

一次難得一遇的奇蹟。

任為香港總督特派廉政專員，接管警方反貪

7

或現在，卻被奉為圭臬 。
可望打破貧窮宿命
共產主義正進軍華南及香港，之所以吸引群

內，另建兩三間合作社，以農民需要為本，包

污部，致力洗脫瀰漫社會的賄賂歪風。香氏

攬收集、運輸、買賣肥料、種籽、蟲水等直銷

3/ 香氏特意公布接班人手，最近進展與阻滯，

服務。農民可望打破貧窮宿命，成為社會小康。

已有成績及規模，讓公眾知悉計劃詳情及成

眾，因為大家的確想推翻封建制度，但封建

的遺憾在他生前獲得彌補。

效，目的是讓大眾了解及關注，喚起大家珍惜

6/ 賀理士嘉道理可以被視為香氏志業的延續

制度有錯，不表示共產主義就對，況且還有

不要相信新聞報道出來的就一定是事實，商

此計劃並留意其日後進展之興趣及慾望，希望

者。賀理士嘉道理亦是當日座上客之一。後

其他制度可供選擇。

人們為了盈利，會製造此地窮人需要多花錢

大眾及傳媒代替自己監察它有否走樣或被消失。

來以 「助人自助」理念轉化香氏非救濟式慈

的輿論。當前赤色勢力逼近，惟有國民政府
工作在規劃之下完成，比起無規劃去做，成

誠意推行類似計劃，方可防患避禍。

果一定更優勝，過程一定更順利高效。這既

善的方針。
4/ 香氏表白他雖然消滅了少數壓搾艇戶佃農
的寄生者、貪商、高利貸，卻因製造了大量

7/ 香氏提出的改革方案與當時英國費邊社目

非共產主義（Communism），亦非國有化

我在《野外香港歲時記》的導言、譯注、和

的取代者而被指責。指責者名單可加上「並

標一致，手段類同，就是李光耀所述「不必

（Nationalization），而是符合民主原則的規

導讀中，曾揭示香樂思的一些行為邏輯，以

不光明磊落的敵人」、「為了跟別人做生意，

砍富人的頭，不必沒收他們的財富。一切分

劃經濟（Planned Economy），容許市場運

及其隱藏的深意；這篇他臨別感言的致辭，

製造此地窮人需要花錢的輿論」的商人，還

階段進行，不擾亂經濟，不製造社會動亂」，

作，但限制過分追求利潤。它可行而且已經

正好與我一直的想法吻合：

有反對他重用華人林書顏、因他的建議而增

以更靈活的組織方法吸納更多原本被剝削者

4	林書顏 (1903~1974），海口市人，1927 年燕京大學化學生物系畢業後從事科研工作，是觀賞魚水族箱及加入氧氣運送魚
苗的發明者。1938 年被香樂思賞識，任水產研究場主任，協助發展漁農大計。1949 年應聯合國糧農機構聘任，進行漁業
生物學技術工作，往中南美洲指導漁業。1964 年在到臺灣大學任教。1970 年再往中美洲工作。他常發表論文，1974 年 11
月參加會議期間心臟病逝世。華盛頓郵報報道稱之為「養魚事業之國際權威」。資料來自《瓊山縣志．人物 》。
5	姬達 Jack Cater（1922－2006），生於英國倫敦，1940 年志願入役英國皇家空軍，戰後加入香港軍政府。1946 年加入當
時的漁務處（今漁農自然護理署）做見習生，1948 年漁務司，1967 年防衞司兼港督特別助理姬達獲任命為增設的副輔政
司，偕華民政務司何禮文和輔政司祁濟時三人成為應對 1967 年暴動的核心決策人物。1973 年獲香港總督麥理浩委任為香
港總督特派廉政專員，接管警方反貪污部，致力洗脫瀰漫社會的賄賂歪風。當年有婦人曾跪在路上向他伸冤，也有年輕人
在街頭向他鞠躬敬禮。1978 年至 1981 年任香港布政司。2001 年才辭退所有工作回家鄉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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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當時漁統處職員名單中，找不到與香氏原英文名對照的中文名，較接近的一位是「何家通」。

7	綜觀香氏全文所關心及所提政策，很有費邊社 Fabian Society 影子。費邊社是提倡以漸進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團
體，由一群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成立於 1884 年。1943 費邊社主席 G.D.H.Cole 猶在鼓勵工人組織公會以抗衡資本家，又指
趕快實行社會主義才能確保自由不會被法西斯毀滅。香氏寫作本文之際，正是費邊社戰後協助工黨取代丘吉爾入主政府兩
年後，香氏很少向公眾發表政見，或許在當時工黨主政及他已辭職的條件下，他認為可以把一直按捺的想法吐露出來。
8	賴治（1921-2006），60 年代農業署署長 1967 退休回澳洲。太太 Mabel Redwood 曾在赤柱集中營生活，兩人於 1945 年
10 月結婚。

167 | REdiscover

參與管理，
「富人子女就得在跟窮人子女平等

方物誌》屬於香港自然導向文學的可能，其

的基礎上從頭開始。」費邊社主張以科學的

門生陳昱文確認《香港方物誌》為香港自然

方法系統的研究社會，從而提出改革方案。

書寫先鋒。作者以段義孚「人類團體趨向把

香氏行文亦一如費邊社採用的派發小冊子方

自己鄉土視作世界中心……（認為）有無可

法，向市民解釋社會革新的原理及方法，以

比擬的特殊價值感」為理論根據，推斷《香

常識說服市民支持投它一票。

港方物誌》不斷呈述其生態的本位置，香港
意識有了抬頭的可能，
（港人）有了戀土的可

博物學家也是社會改革鬥士

能，以此證明葉靈鳳因對香港生態的了解而
有自信，認同所居土地的精神，因此推翻香

今日重讀其辭，對照 70 年來時局，他當年批

港在 1970 年代才萌生在地性文學思維的說

評的自由放任經濟之後進化為積極不干預主

法，結論是「如果香港有所謂鄉土文學，( 葉

義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之後再

靈鳳）
《方物誌》應列入其中」。

進化為新古典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形
成今日之國官黨商學大勾結，遂有堅尼系數

為應付前中華書局編輯要我為《野外香港歲

歷史新高，香港成為全球最無希望城市第五

時記》各章寫「導讀」的苛索，我學習葉

位。壓搾對象由艇戶佃農改為工人再改為服

靈鳳從他人處汲取養分，開始閱讀人文地

務業及大學畢業生廣大中產。我們今天缺的

理學大師段義孚作品，初步交代了香樂思作

仍是當年費邊社的政策，文人最需要寫的仍

為探討香港地方感形成的可能。我深信這

然是小冊子。

是目前很需要探討，並且是很多決定不移

藝術讓我成為更好的自己

民（無論是否有資格）的香港人，都願意討
致辭讓我看得更清楚，香氏除了是在野外逍

論的課題。香港人不只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存

遙漫步的博物學家，更是深深捲入紅塵俗世

在（is），無須參與，不用投入，只要你在

的社會改革鬥士，他博物學著述之可觀，正

香港醫院出世，或你父母或其中一方已領取

因為有這種想世界變得更好的底氣。如果香

香港身份證，便已擁有的身份 Identity，香

氏在 1948 年後繼續留港發表改良社會意見，

港人更是一種必須有在香港此地方的經歷、

並有好人翻譯為中文，而民智開，能讀懂，

體驗、會追問自己的由來及去路、有故事可

你會想像到他會對香港社會帶來什麼衝擊？

供憶記及訴說，才能完成的「此有

親在」

（Dasein/Being），BEING HK，就不是個
香港的窮苦佃農及漁民，在 50 年代到 80 年

人此刻的故事，而是所有歷來曾為塑造香港

代，真的因為香樂思的建樹，而有了社會流

建制盡力貢獻者的故事了。當然在了解前輩

動的機會；而平價優質的漁農產品，也成為

的偉業之後，你知道原來自己手上正從事的

了香港工業起飛的其中一項重要條件。時

工作，棲居的地方，多少跟他們的血汗心力

至今日，港人仍在享受相對廉價的海產和蔬

腦汁有關係，細心的人，甚至會追問，前輩

果。可惜自香樂思辭職後，便在香港史尤其

辛苦建立的基業，我是在昇華發展、平穩延

是華人世界中除名，香港沒有多少人認識有

續、還是敗壞挖空呢？只要有這一念頭，香

此一人，遑論他對香港所作出的貢獻。

港就是「此有 親在」，可以繼續走下去，最
終成為什麼樣子，縱使不由你我控制，也總

台灣著名作家學者吳明益揭櫫葉靈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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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可以安身立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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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婷婷，主要從事繪畫及素描創作。鍾情於每個日常風景的獨特氣質，其作品圍繞對平凡
事物的觀察和敍述，透過重新組合的材料，她整理出個人經歷對自己的微薄意義。於2013
年獲頒視覺藝術院獎及紅彩畫廊獎，其後作品見於《參差》
（K11 中環 Chi Art Space）、
《集合之前、解散之後》、
《The Imaginary Order》
（Gallery EXIT）、
《搖曳的重量》
（台
北十方畫廊）、
《→》
（刺點畫廊）、
《如果只有城籍沒有國籍》
（Para Site）及《開引刪引》
（雲峰畫苑）。

Along the Lane-Section Q 道上滾球 -Q 段，2015，Oil on Canvas，180x180cm

撰文

成長

//余 婉 蘭
攝影
//又 一 山 人
作品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我對自我的認識是後知後覺的
鄭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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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的「自己」對我而言，原來不是很熟悉。

90 後藝術家鄭婷婷說自己乖巧、平庸而循規

竟看了舊照片才記得，還是真正記得，她咭

蹈矩。大概沒有選擇畫畫，走上藝術家這條

咭地又笑了：
「小時候的『自己』對我而言，

路，她會如同大部分人一樣，也如父母所期

原來不是很熟悉。」

望的她，當個普普通通的正常人，衣櫃掛滿
Dorm 營舍房間，2017，Oil on Canvas，200x300cm

阿媽所能心滿意足的 OL 套裝，不必冒險，也

「過程中有好多猜測和疑惑，小時候我喜歡畫

不必有成就，每晚準時放工回家食飯就好。

花、畫盆栽，下面會用英文標示名字，為甚

有一種人生軌迹理所當然如此。即使現在，

麼這樣畫？可能是因為認字卡？小時候喜歡

鄭婷婷偶爾意識到和家人生活形態的落差，

畫公仔，可以扮靚換衫……20 年後我畫人，

她會自責沒有為家人設想過。透過藝術家之

選擇畫他們的背面，因為人通常看不到自己

眼，鄭婷婷把成長種種服膺、沉默與空白還

的背面。」然後她指著其中一張相說：「幼稚

鄭婷婷想了一想，說：「我想，是媽媽過身

原，也與她畢業後得兼顧創作與維生、思考

園老師教我們拼貼一間屋仔，然後貼在壁報

吧，2014 年那年我剛畢業，她末期癌症。」

未來的成長課題，雙線而行。那麼，究竟

板上，20 年後再看，竟認不出哪間屋仔是自

「自己」是甚麼？自己又想成為怎樣的人？她

己畫的。」童年彷彿無事發生，最大的娛樂就

「嗯，當時你要準備面對人生中好大的離別，

職，邊兼職邊創作。有一種「死就死啦，反

是畫畫，因而保存了一部分的自己。她回看

你被迫著準備，還有後來要真正地面對，母

正後生，而家唔做等幾時」的心態，也許因

小時候的自己，評價一句：
「都幾空白。」

親的去世令死亡變得具像。」

為母親以 49 歲之齡過身，進出醫院她見到比

這幾年思考著這些。

「那麼你成長中有沒有一些記憶，或者事件，
深深影響你？」我忍不住問。

負責。或者她用郵票簿放了童年的畫，對照
長大後的畫作為個展《參差》其中一份作
品，因母親喜歡集郵，她自小就喜歡翻閱母
親的郵票簿。
畢業一年後，鄭婷婷決定放棄藝術行政全

自己更年輕的病友，生命脆弱，
「為何不選擇

「把人生拉長去回望，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從小到大我都在中間浮游既不優秀也不頑

猶記得畢業那半年裡，她負責照顧患病虛弱

皮，屬於沒有人理會的人。」因為自小她家境

的母親，推著輪椅陪她到公園曬太陽，還有

不富裕，特別意識到要乖，要守規矩，不想

看噴泉的水生生不息地流轉，後來她畫下母

幾年下來，同屆畢業同學能兼顧創作與謀生

2017 年，鄭婷婷辦了兩個大型個展《集合之

為父母添煩添亂。回望中學的成長經歷，也

女共同看的風景。除了另一幅母親在醫院

的所餘無幾，不少已經安守本分打全職工

前、解散之後》和《參差》，題材都不約而

是乏善可陳，參加過七年童軍，團隊裡設階

熟睡的素描，她繪畫關於母親，也只有這張

作，放下了創作。幾乎只剩下她。

同觸及成長，那時她從浸會大學視藝學院畢

級制度，強調裝備好自己，跟著考章階梯的

了。
「我知道，她內心一直想我做個普通正常

業不過兩三年，為了能維持創作，她兼職教

目標前進。
「現在回想，不一定相信同一套價

人，女兒最好就做老師做 OL。離世前，她還

她在這幾年間兩、三次搬工作室，深感這城

小朋友畫班，從與小朋友的相處過程，回想

值，七年過去，最後沒有甚麼喜歡的東西留

自責沒有給我和哥哥好的物質環境，我想，

市「創作好 Fragile，碰一碰就沒有。」去年

自己的童年。翻著其中一本在個展《參差》

得低。」她笑說自己乖，選擇遵守學校的秩

當時她應該好不捨得我們。」

她搬來一間火炭較小的一人工作室，自己負

中展出的郵票簿，一面放了小時候的畫，另

序和規則，老師總以懲罰恫嚇，長大後回想

一面長大的自己以繪畫和拼貼回應，穿越時

起來覺得無謂。
「結果集體性主導一切，七年

「她去世後，我感覺心中像缺失了一塊。」在

工廈的租金每月見著上漲，每每令她驚懼：

空，與幾歲的自己雙面而視。

光陰白白浪費，不覺得老師啟蒙過我甚麼，

第二次訪問，她好像確認到這種感覺似的，

「在香港，租金真的好大鑊，你想創作，但

對於創作，我希望後知後覺。」她說。後知後
覺，倒也像成長的本質。

也沒讀過甚麼課外書。」她把這種集體性對個

令自己滿足的路？」她說。

擔每月 7,900 元的租，簽下兩年約，但附近

「像填補不了，一直存在。」她說。

每月要搵錢填租金那個黑洞，生存變得好困
難。」到現在，她仍然為了租金而無法舒坦，

「成長好抽象，呯一聲就忽然長大，中間發生

體的影響，作為個展《集合之前、解散之後》

甚麼事，沒有人處理過，而且小時候大家都

的創作靈感。你聽著集體性或名曰體制、管

鄭婷婷在訪問中偶爾也談起母親，但不是傷

任由擺佈，沒有人理會當中個體感受。我想

理，把你我他削磨得沒有辨析度，校園記憶

感，更像一種輕鬆的回憶，例如她談到盆

把共同的及散落的構成整體畫面去看。」她翻

也恰似一本流水帳，不痛不癢，倒入時間洪

栽，她作品中最常見到的事物，母親喜歡栽

然而那個獨處、獨立的工作空間裡，她花更

閱以前的照片、畫簿和習作，有時不知道究

流。

種盆栽，阿爸阿哥不理，家中的盆栽就由她

多時間留待創作和思考，面對自己的狀態，

172 | REsilience

創作彷彿彈指間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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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甚麼？另一個平行宇宙的我又可能是甚麼？

思考了不少關於創作、繪畫和自我的課題。

考而來。」

真的只有獨自面對自己，沒有別人，自己是
甚麼才能顯現。
「原來，我一直無法和人談內

「我屬於後知後覺，這幅畫你關心甚麼課題？

心的想法，諸如簡單說自己今天過得怎樣怎

畫的是甚麼？現在我未必知道，或者等 10

樣，對著朋友或者家人，開不了口，而這是

年之後才知道其關聯。」然後你想到鄭婷婷

一種無能。」她咭咭地又笑了，從小已經如

2015 年做的一幅作品《道上滾球》，畫中的

此，根源好似已埋在小時候的深處，無從稽

人不斷投放球到一條不知名的軌道上，呈現

考：
「或者一輩子也會如此，或許需要更多時

「既沒有生產的開始，也沒有生產的終結。」

間消化，惟有回歸創作罷。」

當時她發問一條問題：
「有點像那時畢業後投
身創作的感覺和狀態─其實繪畫的路能走

「我為甚麼選擇畫畫，就是貪它夠模糊，看展

多遠？當初開始是怎麼一回事？」儘管她 24

覽作為觀眾最怕藝術品逼你相信甚麼，畫畫

歲時發問的問題，來到已 28 歲的鄭婷婷跟

沒有這性質，比較中性、被動，無以明狀。

前，依然沒法篤定，也不知如何回答，未來

言語溝通不了就畫吧。」她也曾反覆問過，究

依舊謎團重重。

竟畫畫有甚麼意義，後來她想到答案。
「本身
做創作也好自私，不為討好任何人。畫畫就

聽著她對繪畫的探索，卻也好像意圖脫離一

是為了自己，看著自己究竟是甚麼的一個過

些制式，一些期望，不必迎合，也不必循

程。」

規，因而有了自成的路向。

搬來小小的工作室後，她以更緩慢的速度，

「看著一些前輩畫家的人生，他們不斷嘗試，

回頭望她畢業後創作，諸如創作關於成長的

當永遠捉不到心裡理想的畫面，不斷做，

作品，仍沿用著中學式大學的思維，先想好

一輩子追尋，很浪漫，也很感動。像 Philip

主題，起完草稿就面對那幅畫，以言語論述

Guston，他大半世人畫抽象畫，色塊色面，

畫面上的一切，像倒果為因，偏離畫畫的本

大家只認識這樣的他，晚年他突然轉畫人的

質。「畫畫要用言語再表達一次，我覺得奇

形象，類近 ﬁgurative 的新風格，這種轉變好

怪，或者給你一個題目，你就畫個甚麼表

置諸死地而後生。」

態，像中學考試。畫畫不是這樣的。自己成
長過程遇到的人、事、物組合成疑團，令你

原來「後知後覺」有另一重意義，那是關於

對某些形象更深刻，畫畫其中任務，很多感

成長的奧秘，人生可交由未來的自己定義和

覺和氣氛都沒有形狀，像些甚麼懸掛在半

修正。

空，吊住，飄下飄，畫畫就是賦予它們一種

Some Outdoor Furnitures I，2018，Oil on Canvas，180x145cm

形狀。現在我未必回答到你，我想畫甚麼，

「我希望有一個更好的自己，像在另一個平衡

特別是 2018 年這批繪畫『閒置空間』的作

時空你可以不是這樣的，你可以穿越時差，

品，愈來愈抽象、混雜，是這一年我慢慢思

找回不同的自己。」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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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余 婉 蘭
人物及作品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當一個人成為某種人 既孤獨
︶
黎 清 妍 ︵ Firenze Lai
亦宇宙性

自主

Weight，2013

黎清妍（Firenze Lai），1984 年生於香港，並在香港生活及工作。作品主要為人像繪畫。
海外展出包括上海雙年展、紐約新美術三年展、新加坡雙年展（關聯展）及威尼斯雙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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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ery Long Journey，

Deep Seat，2015

Politics，2016

A Hollow Passage，2017

2014

我會有一種代入感，是我坐在那裡 ...
翻過黎清妍（Firenze）作品集《日與日光》，

原初的面貌，逐漸變成了別的甚麼。

當晚我做了夢，船上有位白髮齊耳的老人背對

的身姿和狀態。
「我好重視一張椅子是甚麼樣

從小到大她就有著各種「像錯了」的糾結，

子。」她說，母親的腰板筆直，可能因為她自

梳解不了，融合不了被安放在她身上的物

我，就像 Firenze 畫筆下的人物，穿著一件花

Firenze 成長於公共屋邨，一家六口，在蛇羹

小家中就沒有軟沙發，只有木製椅子，到我

件，甚至情景。譬如換了她坐的椅子，或做

圖案透薄襯衫，尋常香港老人家都有的那款涼

店工作的母親是她親密的觀察對象之一，因

們這一代，父母在她 10 歲左右買來一張軟沙

練習時張紙太白，燈光太亮，她無法忍受，

浸浸花衫。側臉隨著船身搖晃，在揭露與不揭

長年累月搣蛇肉，毒素累積，母親的手指頭

發，漸漸幾個女兒就愈坐愈歪斜，母親長大

甚至感受到成年人對話隱藏著醜陋。她和世

露之間，怎樣也看不見臉，猜想她也許是幾年

看來都不完整。Firenze 在最新作品集《小砝

的那個年代絕不允許。

界的關係一開始就是衝突和不懷好意。

前過身的嫲嫲，她看著船艙外景致如一的海平

碼》寫到她辛勤而自律的母親，從前被樹下

面良久，海是油彩畫成的。

掉下的椰子砸傷腰盆，自此腰裡藏著小疼痛

Firenze 形容母親：「她的生命是偉大而暢

「慢慢，這些糾結成為藝術上的東西。對於畫

總不時把她拉回來。Firenze 想到這種 trigger

通，簡單而直接。」「當媽媽在搣蛇肉時，可

畫，我算是誠實的。」生活中每每重演這分

我把夢告訴 Firenze，說，我夢見你的畫。

未必以疼痛的方式出現，對於其他人而言，

能會想著月亮，又想一想餐飯煮甚麼好，她

察覺，觀察的同時，Firenze 會代入別人的狀

她說有時也夢見自己的畫，在藝術家創作的

或許它以不同的形態出現 ─「只要它一旦

沒有讀太多書，到現在她仍不明白月亮如何

態，以同一個視線水平回望自己和世界，所

世界，像一種落不落筆懸而未決的牽掛，於

閃現，就會把人從各種怪誕的狀態扯回腳下

轉動，或她想一想就問，星星不是星星？當

以她畫中場景有的是真實觀察，也有的是心

是入夢。但對於看畫的人，如我，她的畫入

的一方尺，這時候人們都不得不靜下來，往

電視告訴她星星像地球一樣大時，她已經沒

境投映。
「例如在街上遇到乞丐，以藝術家的

夢，更像是一種 Reflection，內心事物的鏡

裡面深深地看。」像她畫中人總帶著覺察的神

辦法接受了，當發現宇宙比她所能思考的大

眼光，會見到社會議題，或他衣衫痕迹、精

像。你慣常遺忘的種種「人相」、「我相」重

色，深深往自己裡面看一樣。

一萬倍，嘩，世界對她而言好詩意。又或者

神狀態等等。但我會有一種代入感，是我坐

她會對你說，你坐在地板，涼氣會直接進入

在那裡，我九成的畫都做這。」

新在她的畫中顯現，而真正的面容藏於內心：
他獨處背向你良久，或者她們擁抱盛載起

在她的工作室放了十多張不同材質和年代的

對方的重量，在無盡等待或者場景的過渡之

椅子，其中一張是前政府部門丟棄的老舊長

間，在尾班車、巴士或者博物館裡靜默、走

椅，坐的位置剛好有兩塊微微傾斜的夾板，

Firenze 的生命則複雜而糾結，不像她母親

例，還有臉模糊卻是準確的，有時甚至隱去

神或彌留在自己裡頭。記憶、情感和內心情

你的大腿感覺到向內的壓力，Firenze 反覆提

般自然狀態的人融合和適應情景，她所稱為

性別或特徵。各種處境顯著的是此時此刻人

狀重新被撩撥起來，在隱密的共同性之中，

到那壓力，還有另一張籐椅壓出你肉的花紋。

圓的人。
「幼稚園我有一個肥皂盒，裡面放塊

的狀態，時間、空間則隱透在朦暈的大塊色

毛巾仔帶返學。那尺寸放在我的手掌心剛剛

彩裡，她的作品可歸類為「處境人像」，像

母親在農村成長，Firenze 觀察到，種田的人

好，質感、溫度也喜歡，你會珍視它，因為

Firenze 所喜歡的畫家 Francis Bacon 所說

Firenze 喜歡畫人，自小她就喜歡觀察人的行

不知怎的體內有著自律與自尊的習性，譬如

掌心的它一切都剛剛好。有次它弄丟，我哭

─他尋找的就是創造一種形象，解放內心

為、各種狀態和肢體透過摹倣或適應，每分

坐姿，她思考年代不同對坐姿的內化，她大

到停止不了，阿媽到今天也不明白我為甚麼

深處的觸點。
「畫中的人是誰並不重要，當你

每秒改變，被形塑。她思索，人究竟如何從

量地畫下人的坐姿百態，而椅子是會改變人

不能買其他肥皂盒代替。」

辨認不出誰來，那就可能是你了。」Firenze

你看得到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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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身體。她的思考方式，和我的畫有點像。
」
Firenze 畫中人的肢體圓渾肥碩，不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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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當代藝術是追求「共同性」多於傳統

言，所謂跳樓是好抽象的。一個人跳樓有前

的美學或技藝追求。

因後果，你畫他跳下的一刻？還是畫他跳之

超越政治的政治性 還有人的自主

前五天在房間的一刻？或是跳不成功被救坐
「Francis Bacon 當時處身戰後，他畫下糜
爛的肉體，暴力的事物，在那種社會背景之

在醫院？最後我選了一張半身像，畫中人有
自己的精神狀態。」

下，作為人，你好脆弱，他就把你當一塊肉

個人同時參加生日派對，同時有一百個世界

刻她不是做政治藝術，彷彿力量更小，連走

擺出來。上次我和朋友說，就像耳珠粉紅色

「某時某刻你也曾想像，有跳下去的慾望，不

正在發生，我不覺得所謂『一個人』的狀態

在佔領現場比普通人的力量更小─在佔領

的一小片肉，你有他有，所有人也是那一片

一定因為你抑鬱，從高處向下望而生的恐懼

等於孤獨。你坐著，我明白你坐著的狀態，

現場她無法忍受一個人打另一個人─人與

肉，他誠實地畫下來，同時誠實地告訴你，

與慾望。新聞報道自殺，那句是有人從高處

有幾孤獨呢？他做的事你一點也不陌生。坐

人的關係重新把她拉回腳下一方尺叫她深深

我們都是一塊肉，其實沒有甚麼問題，我們

墮下，『跳樓』指涉你在人生最低點選擇放

地鐵時，你一個人坐，同時你身邊也有許多

注視。

能夠承受的痛苦也是一樣。」

棄，像指責；『有人從高處墮下』，好中性，

一個人在搭地鐵。我畫的感受是 Universal，

沒有批判此人，我覺得好重要。」Firenze 喜

每一個人也明白。」她繼續說：「很個人性，

翻著她在 2014 年後幾年創作的作品集《小砝

Firenze 20 歲那年仍在唸書，為一本周刊每

歡或者信仰的藝術作品，藝術家和他所畫之

同時也很宇宙性。」

碼》，畫中的人像彷彿動起來，精神印象看

星期心理專欄繪畫一幅的插畫，那時她家境

物是同一個 level，沒有誰高過誰──因而你

不富裕，讀藝術的學費得向政府借，而數百

能看到自己與他人無異，因而也不致過於孤

Firenze 作為香港畫家，眼見她同時身處於藝

《政治》的處境人像：一個人走向漆黑的門，

元的稿費足以抵銷返學和兼職的車費，畫

獨。特別身在香港，疏離與孤獨更是不形於

術市場的爆炸年代，在藝術的論述裡，國族

而那種黑色像霧想將你淹沒，有一種內心世

著畫著就十多年了。專欄不少探討自殺的故

色，隱藏著。

認同、階級、文化或者性別議題滲入創作，

界是波譎雲詭。這是她唯一一幅直接指涉政

容易被藝評人論述，以切合時代。或隨著近

治的作品，但你看到的並不是政治本身。

事，有次 Firenze 被記者問到，文章裡講述一
個人跳樓，為甚麼你不畫「跳樓」？「對我而

「孤獨是你與世界沒有關係。我是相反，一百

來濃烈、暴烈。作品集裡她還畫了一幅名為

幾年香港政治氣氛影響下，政治藝術也成為
了一種趨勢，乘著社會集體的情緒而廣泛流

Maximum Angle，2016

傳。

「我依然不會畫政治漫畫，那不是我的專長。
對我而言，政治不是佔領，不是臉書，政治
會滲入你生活各種範疇，例如走在街道，你

或者在藝術學院流行的概念藝術或者社區藝

穿的那件衣服……如果這張椅子的形狀你不

術，她無法在那些語境中創作。
「在當代藝術

自覺，你又如何感覺更抽象如潮流、政治思

的語境中，一個畫畫的人行入去來和你談概

想？你如何抵抗思想上的侵入和規範？後來

念藝術，是矛盾的一件事，因為概念不需要

我想，毋須直接畫政治，只需要把這種敏感

油畫、水彩去交代。以我來說，用畫畫來實

度再做尖銳一點。那是有用的。」她重新依循

踐概念及感知的交換和詮釋，是最直接和暢

藝術創作之無用思考其用，人的自主究竟能

通的。」Firenze 統統與這些藝術走向、風潮

從種種微乎其微的適應、
「學習」和慣性，尚

保持距離。

存一丁點的空間去覺知麼？像她手上尚有小
砝碼，影響軸的平衡，那是非常存在主義，

但 2014 年發生的佔領運動終究撼動了她畫畫

也像對應虛無時代。

的信念。
「2014 年前我做這本《日與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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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於我還是相對穩陣。佔領之前我以為我

「藝術對我而言好大，但在現實世界它不是涵

站得穩，原來不是，我站著時，有人一下子

蓋好多人，不是很多人對藝術有反應。有時

抽起我腳下的地氈，我摔跤了，而我完全不

我覺得，我不是畫一幅畫，明明這幅畫後面

知道這塊地氈的存在。」佔領後九個月她沒有

有些甚麼，這不是創作，而是觀察、生命和

再創作，思考究竟畫畫有甚麼用，當時此時

生活，這是我每一天每一分鐘也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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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卓燕，香港著名舞蹈家及編舞家，出生於中國廣州，以「遊走於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
方」的風格馳名國際，於多個國際藝術節表演獨舞創作。
1981 年加入香港舞蹈團，1985 年於香港青年編舞大賽中獲中國舞組冠軍，獲獎學金到紐
約學習現代舞。回港後開始投入創作，包括獨舞作品《遊園驚夢》、
《狂草》等，並創作舞
蹈劇場《日記》系列，及活躍於詩、畫、裝置等跨媒介創作，為香港舞蹈團及城市當代舞
蹈團編舞。1998 年應邀參與翩娜 · 包殊伍珀塔爾舞蹈劇場 25 周年紀念節演出，翌年參與
翩娜 · 包殊舞團的《春之祭》演出。

以日記流轉六十年華
梅卓燕

尊嚴

《遊園驚夢》

撰文
//余 婉 蘭
攝影
//又 一 山 人
作品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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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系列》

又一山人問梅卓燕：
「你《日記 IV：謝幕》裡

而《日記 IV：謝幕》是 10 年前梅卓燕 50 歲

Recap 的事件或者 Moment 拉得好開，究竟

之齡的創作，當生命逐漸長成它應有的樣

你創作直至台上，你覺得你是觀眾，還是觀

子，夠讓你我觀照。

眾是觀眾？」
日記跟著生命而走

生命而走，其後她每隔一段日子有所感悟就
以舞蹈寫日記，包括《日記 II：我是舞者》、

27 歲那年她創作第一篇日記《日記 I：我出

《日記 III：華麗與蒼涼》、《日記 IV：此時此

生於中國》，從出世至 13 歲在廣州成長的說

刻》、
《日記 V：It Is Too High To Climb》及

起，她成長在文革的大時代，玩樂同時，見

《日記 IV：謝幕》。

著人與人之間怪異的關係，同一條街耍樂，

「其實我也是觀眾，和觀眾一起看著自己人
生。」梅卓燕雙眼發亮，說：「日記裡我重跳

作，受到自由的氣氛感染，她也開始創作。

讀到梅卓燕的老朋友寫到眼中「真實的她」，

電燈柱卻掛了屍體，朋友的爸爸會突然不見

梅卓燕以傳統中國舞起家，22 歲成為香港舞

是「率性而不浮誇，用情而不矯情，是有尊嚴

了，或者戴高帽跪在家門前。
「那個童年不可

蹈團首席舞者，受不同舞者的影響接觸現代

的個體。」倒很貼近眼前的她，而眼前的她更

思議，也不是一個尋常小孩子會經歷到的。」

舞，現代舞所觸及的自由、包容，沒有標準，

是雲淡風輕，很自在適意。1986 年她開始以

她選擇以孩童的視野回看成長中的文革時

只要忠實地運用身體，鼓勵每個人作為獨立的

你能想像現場有著眾多的折射面，鏡子是媒

舞蹈日記的形式創作，書寫自身，原來當年幾

代，以日記為開始，分享她的記憶和感受。

個體，才是她所嚮往。
「現代舞是最能和別人

介，舞台是媒介，她看著她，觀眾看著她也

乎沒有人以自身故事為舞蹈創作題材甚至獨

看著自己，大家都坐在觀眾席，看一場人生

舞，她指一指說，從前城市當代舞蹈團大樓

「為甚麼要做創作？就是把飄散在四周的生命

黎海寧為我排練《望夫石》，我感覺自己不是

的戲，關乎生命無常，也關乎生命的當下。

地下有黑盒劇場，任一班藝術家「舞」，做創

感受拿下來。」日記體也是一個延續過程，隨

表演，我就是那每天上山盼望丈夫回來的女

《遊園驚夢》，每一下看鏡子裡的自己，每次
鏡子中的自己都不一樣，好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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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語言，包容性也最強。還記得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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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動作很本能，專注在深習𥚃，找到人性最

快將 50 時，步入更年期，收經，彷彿是個完

Or Never》結束表演，她說，沒有辦法找

而不傷，以 Elvis Presley《Is Now Or Never》

共通的情感狀態，那是最快與觀眾直接溝通

結，包括身體、人生，第六篇日記記錄我如

到另一首音樂能結束表演，唯有這首，那

作結。
「生命無常，當音樂一起，仍然是有希

到。」其後從紐約進修現代舞回來後，對她衝

何從人生谷底向上的感受。當時也面對不同

是患乳癌的 Antie Lee 送她錄音帶中的一

望，人生繼續 move on，活在當下。」又一山

擊很大，1987 年她將自己對中西舞蹈融合與

好友的離世，感悟生命無常，對照起第一篇

首。「她知道自己不久人世，她好喜歡 Elvis

人說著他的觸動。

轉換的思考放入《日記II：我是舞者》。

成長日記，歷經好不一樣的階段。」在第六篇

Presley，把他的歌錄成一盒盒錄音帶，臨走

日記裡，她重跳 20 歲的《遊園驚夢》、30 歲

前送給親朋好友。」梅卓燕記得一打開盒子，

所謂當下，梅卓燕覺得，舞蹈比起其他形式

的《獨步》還有 40 歲的《花葬》，50 歲身體

見著帶子中大大字寫著「I AM LEE」。
「她知

更領悟當下，
「永遠無法重複上一次的經驗，

像時光倒流般重新歷經不同年歲的身體記憶。

道她的人將不復在，就留下一些甚麼，大大

身體不斷經驗，有新的東西在塑造。」所以她

梅卓燕笑說，她 26 歲跳《遊園驚夢》，講

「《遊園驚夢》我配上一段獨白：『究竟 20 歲

的字，告訴你，她還在。人走了，仍然以另

不斷跳，沒想過停下，有時她會想，直到 80

述一個失勢將軍夫人的心境，許多人問她，

的身體 50 歲的靈魂，還是 50 歲的身體 20 歲

一種方式存在。」

歲時仍然跳著《遊園驚夢》，看著鏡子中垂垂

你真的明白？「我覺得我明白，或者我有 old

的靈魂更好？』那是我從前與現在很深刻的對

soul，即使 20 多歲沒有太多人生經歷，卻明

照，好多人被這段所感動，那是人生之中最真

白 60 歲女人的心境。」她笑說。其中一篇日

實的疑問。」

一種生命走到盡的滋味

老矣的自己，會有甚麼感悟。
「不斷地創作，
這篇日記見證著生命流逝，無可逆轉，卻哀

不斷跳，而人生也只能這樣。」

記《日記 III：華麗與蒼涼》對應李清照，她
晚年顛沛流離，國破家亡，梅卓燕說，她也

生命中三個女人面對死亡

《冇照跳》電影片段，梅卓燕於香港不同場景中舞蹈。（導演：又一山人）

是把一個人的入生、情感看到了盡頭。
「像白
先勇的《遊園驚夢》，把一個人的一生攤開在

梅卓燕與 Pina 相識在 1998 年應邀參加她舞

你跟前。」她很喜歡，像從自己沒有經歷過的

蹈劇場 25 周年紀念節演出，其後參加《春之

人生了悟人生，卻帶有悲觀色彩。到她 30 多

祭》的演出，因而成為好友。還記得 Pina 離

歲時演出《日記 IV：此時此刻》，思考生育、

世半年前相約食飯，她朝著她說：「Strong,

婚姻及女人時，她又回到李清照的對照，從

Strong, Strong。」離世前的 10 天 Pina 仍

一種人生到了盡的視點去觀照自身。
「應該如

在舞台上表演。「她到了人生最後一分鐘仍

何看待人生？你選擇婚姻生育，還是舞蹈？

Devote to dance，意志力好強，她在生病的

要選擇別人所認為不正常的人生？我阿爺舊

過程中不理會死亡，繼續創作，也不再擔憂

時生仔才留下，生女就送走，女人對她而言

生命長短，坦蕩蕩地面對。」

是甚麼？我覺得，墓碑上寫著『劉梅卓燕』
或『梅卓燕』是截然不同的人生。」

談到 Pina 的謝幕離世，以一種生的方式領悟
死亡，訪問一開始，在《日記 I：我出生於中

到快 50 歲時她構思《日記 VI》時，朋友打

國》，梅卓燕也把一段關於太婆的記憶記錄下

趣，你 50 歲仍未結婚，你已經嫁給舞蹈吧。

來，她九十多歲才離世，是個精彩的女性，

她想著，不如讓大家過個快樂又好玩的「婚

連去世也是。
「臨死前一晚，知道自己將死，

宴」，但演出前，她收到好友 Pina Bausch 離

說想吃雲吞麵，半夜聽著她窸窸窣走動，第

世的消息，決定改以「謝幕」作為 Pina 的謝

二天她躺在床上過世，穿上新衣，把自己打

幕及回顧自己 50 年的人生。

扮得整整齊齊。」梅卓燕雙眼發亮，記憶著太
婆的安然與自尊，知道自己將死而以生的尊

「40 歲時身體出現問題，年輕時跳只顧著把身

嚴靜候。

體用盡，從沒有和身體對話，讀到《黃帝內
經》講到七是女人的一個cycle，七七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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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她提到《日記 VI：謝幕》以《Is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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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興華在廣東新會鄉下度過了他的童年。如今問起他何時對藝術產生
的興趣，他便回憶起童年時從剛被戰事摧毀的廢墟裡尋寶，撿來較為
完整好看的瓦片，在上面雕字，寫上「天下為公」、「以天下人為先」
等句子；他也沒有放過學堂裡的粉筆，偶爾「偷」些來做自己的藝術
創作，在上面雕出花鳥、物件或甚麼的。他說，那時候並不知道甚麼
是藝術，更不會知道自己是否有藝術的天分，直到很多年後，他從英
國修讀護理課程歸港，才開始意識到自己對於藝術的潛力。從他出生
的 1935 年到 1949 年這 14 年的光陰裡，中國時局動盪，到處都是頹垣
敗瓦，他卻從一塊瓦片、一支粉筆裡找到生活的樂趣。

快樂

發現生活之美
朱興華

撰文
//陳 奉 京
攝影
//又 一 山 人

《有愛慳翻好多錢》，2017

作品圖片由漢雅軒提供

朱興華，香港藝術家，1935 年出生於廣東新會，1950 年隨家人到香港定居。1965 年在
英國完成精神科護理課程後歸港，任職精神科護士 20 餘年，1992 年退休後成為全職藝
術家。朱氏藝術自學成才，僅在 1972 至 1974 年間曾修讀港大校外課程部藝術與設計課
程，此後成為香港視覺藝術協會和香港雕塑家協會會員，1983 至 1986 年間擔任香港視覺
藝術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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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朱興華已經 83 歲了。去年漢雅軒為他

驗室裡鑽研一樣。」朱老說。

舉辦了回顧展，分成上下兩場，展覽起的名
─同樣的展題，豐子愷的
字是《有情世界》

朱老和妻子甚是恩愛，他在 2017 年時作過一

展覽也曾用過，說起來兩人的畫作都充滿童

幅《有愛慳翻好多錢》，畫中白髮蒼蒼的他背

趣，但豐子愷的題材來自鄉間，朱興華的題

對著觀眾，而旁邊站著的妻子正拿著剪刀為

材則來自城市。朱老筆下的生活，甚至就在

他修剪頭髮─這是他眼中的妻子。整個畫

我們身邊，離我們不遠，只是他比一般人留

面非常簡單，除了兩位主角，還有牆上的一

意得更多，發現了更多的美。

幅畫和關著的窗戶，然而愈是簡單，愈是洋
溢著溫馨和愛─要知道，他們並不缺理髮

一個人畫畫最舒服

的那些錢。

1992 年退休後，除了在外遊歷以外，朱老大

記憶是一個寶庫

部分時間都是在元朗的獨立寓所裡度過，據

朱興華曾在青山醫院工作，並在 1988 年在青山醫院內舉辦畫展，觀眾是病友和醫生。

老友特地氣他：
「趙少昂你怎麽會不記得？是

中的廟街景象，背景則密密麻麻鋪滿了他回

不是傻？」朱老不示弱：
「我記起來很久了。」

憶廟街生活的文字。2009 年，他也畫了《觀

說他兒子一家也住得不遠。寓所共有兩層，

魯迅 51 歲時寫的《朝花夕拾》，回憶了自

他的畫室在樓上，從樓梯上去第一間房就

己童年及青年時的一些人和往事，是中國回

畫畫可以幫助朱老記憶，也讓他的記憶轉

喜歡的一幅作品，一個畫面把樓上酒樓的茶

是。畫室可說是朱老的小天地，不大不小，

憶錄散文的經典。朱老的人生比魯迅走得更

化成可見的實物，得以與我們這些觀眾分

客、樓下門口的知客、路邊的行人及報檔檔

一張大桌子已經佔據了幾乎一半的空間，室

遠，他要拾取的「朝花」更多，人生走了 80

享─朱老強調，藝術的真諦是分享。朱老

主全部納入，還有在他不少畫作裡都會出現

內還很隨意放了一些畫─我們在他家門外

多年，走到了夕陽下，沒有比記憶更為珍貴

畫量頗豐，他對自己的作品亦有歸檔整理，

的巴士站招牌。他說，紅色的巴士站招牌很

時，便從畫室的窗戶看見了那些畫，並因此

的了。但朱老也不得不承認這兩三年的記性

甚至連他最早學畫時初試牛刀的作品，現在

有香港的味道。

確定了此處便是他的家了。

愈來愈不好，最記不住的是人的名字。比

也依然能找到，儘管找起來需要一點時間。

如，說起他當年就讀港大校外課程時的校長

那些炭筆素描作品與他風格成型後的作品相

他說，假如沒有藝術，他的生活會完全不一

直到現在，畫畫依然是朱老生活裡不可缺少

Jon A. Prescott，他記得這位校長是海運大廈

差甚遠，他拿著舊作，一邊看一邊說：
「那時

樣。

的部分，儘管畫畫的速度因為年紀漸長已減

的設計師，本身是做城市規劃的，當年是一

的構圖也不錯，我都說自己好嘢。」

慢，產量也有所減少。在妻子病倒之前，只

個相當威風的人，卻怎麼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要在家，朱老幾乎每天都在畫室裡呆上七、

來。我們說：
「沒關係，我們可以回去查查資

初來香港後在油麻地生活的歲月，應該是他

八個小時。對於他來說，早上是畫畫最好的

料。」

最珍視的記憶之一。他畫過不少以油麻地一

朱老一直說自己的畫是寫實的，他對於寫實

帶為素材的作品，單以數量來說，在他的作

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的寫實，是一種帶有

時間，畫到中午，到樓下飯廳吃個午飯，休

音古廟》、《得如酒樓》。《得如酒樓》是他很

但求過癮的朱氏寫實

息一下，又回到畫室繼續作畫，轉眼就畫到

「等你查到，我的記憶都已經回來了，就是這

品中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在 1960 年去英

創造性的寫實。他並不是把自己所見到的

傍晚。偶爾，他會出去走走，逛展、辦事、

麽衰。」朱老好強。他講起早前的一件事，有

國讀書之前，我就一直住在油麻地。」他說。

「真實」完全忠實地照搬到他的畫作中，而是

看大戲，或尋找題材，畢竟藝術依賴生活，

次和一位老朋友談起一位藝術家，記得他是

「經過自己的改造」再呈現出來。
「所以我對學

而朱老尤其看重寫實的部分，更加脫離不了

嶺南派，香港文化博物館有他的永久藏品，

50 年代的廟街又髒又醜又擁擠，但在朱老眼

生活。妻子臥病在床後，兩人便搬到樓下去

也記得他喜歡畫鳥雀，但左想右想，偏偏想

中，卻有獨特的生活文化和氣息。雖然當時

睡。
「我太太其實不需要我理，但我最好不要

不起名字。
「我那位老友也幫不了忙，他記性

住的環境也很差，一層唐樓就住了 10 多戶人

離開她身邊太久，不能一整天都在樓上，還

也是那麽差。他說，算啦，第二天肯定記得

家 30 多口人，沒有廁所、風扇，可大家都沒

他從生活中提取素材，但並不是見到甚麼都

是要照顧一下她的情緒。」於是，朱老畫畫也

起來。」一段時間後又約了一群老友飲茶，那

有覺得擁擠，反而覺得熱鬧和開心。夜晚到

要畫下來。他說：「隨便拿一些東西上去是

位和朱老「記性一樣差」的老友終於想起了

廟街去就更好玩了，算命的、賣藝的、賣小

不對的。我經常叫學生練自己眼睛的敏感，

是在自己小天地裡畫起來要舒暢很多。
「一個

那位藝術家的名字，即場用筆寫出來─趙

吃的，東西也特別便宜。他在 1999 年畫過一

哪些東西是好的，應該留在畫裡，哪些不好

人畫畫最舒服了，就像科學家把自己關在實

少昂。

幅《我在廟街的日子》，上面畫了幾個他記憶

的，就要改。」比如《得如酒樓》，真實的畫

轉移到樓下，陪在妻子身邊，儘管他感覺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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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說，希望他們不要做藝術工作者，要做藝
術創造者。創作才有價值，才是藝術。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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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肯定遠不止那寥寥幾個人物，街上的事物

之間，眾人正搭乘扶手電梯往上，這個畫面

也遠不止報檔、巴士站牌，他選出他認為最

本身已經充滿夢幻感，然而，最上面還有一

應該留在畫中的東西。有些東西甚至是他憑

個男人獨自一人走著─也許很多人都不知

空想像出來的，比如他在 2016 年畫的《企鵝

道，那個也是朱老本人。
「我很欣賞美國的一

隊伍》
：一位拄著柺杖的老人，身後跟著四隻

位導演，他久不久就會在自己的電影裡上上

企鵝，它們嘴裡叼著不同的東西，有魚、有

鏡。」朱老想了一會兒，終於想起了這位導

蔬菜。很有趣吧，香港街頭哪來的企鵝？當

演的名字，
「對，希治閣，幾十歲人，做導演

然是出自他的想像。但除了企鵝，其他卻都

好到極之餘，還喜歡上一上鏡。我也像他那

是寫實的。

樣，久不久上上鏡。」

而物件怎麼放、人物該站在哪裡，也有講究

漢雅軒老闆張頌仁曾形容：
「他的繪畫魅力在

之處，用他的話說，這樣做有時會很麻煩，

於平淡出奇。」那是一種在平淡中開出花來的

但能令人覺得很過癮。看過朱興華畫作的，

趣味，卻又因為平淡而容易讓人親近。

或許大多都說他線條簡單甚至笨拙、技法不
高又缺乏動感，但他的畫作之所以讓人看得

人，很吸引我

愉悅舒暢，正是他在這些方面所下的工夫。
簡單來說，朱興華高超處在於創造了一種和

畫中有人，有人便有故事。我在香港某家藝

諧的空間感，這空間感讓觀者得以從現實生

廊看到一句話，
「Story connect our soul」，

活中抽空，得以喘息。在他看來，就像唱粵

用來形容朱老的畫，實在再好不過。他說，

曲要有聲尾，讓人在餘韻中回味。

他的畫就是為了引領觀眾進入別人的精神世
界。藝術從來不是只為了美化現實，最終還

「如果要將一個意念、思想表達出來，我不會
直接說，我會將它舞台化。」他形容自己在創

是要抵達靈魂深處。他的同輩本地畫家陳餘
生也說過一句極好的話：藝術誘發情感。

作時就是一個導演，他的畫作就是一齣舞台
劇。自小喜歡看大戲也愛唱曲的他，有時候

知名藝術家中有不少都遭受精神疾病的折

會悄悄地把自己也安排上「舞台」，成為朱氏

磨，藝術創作更像是與病魔的一場場搏鬥。

畫作中的一個個「小秘密」。2000 年，朱老

已 90 高齡的草間彌生，10 歲便查出患有精

到威尼斯旅遊，來到城市中心聖馬可廣場，

神分裂症，經常看到幻覺，而經常被我們用

廣場有很多露天咖啡室、酒吧，也有人在演

作自拍背景的標誌性波點圖案，其實是一種

奏音樂。
「我很喜歡那個景，但我調皮一點，

自我救贖；畫壇傳奇梵高，最終仍敵不過病

因為自己也喜歡音樂，又要威風，那就讓自

魔，用慘烈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但留

己在畫中拉拉小提琴也不錯。」朱老一邊說，

下來的作品卻給多少後人看到了生命的熱

一邊指著站在前景中身穿西服拉小提琴的男

情。梵高是朱老的偶像，甚至可以說是他的

人，
「這個是我自己，但我其實並沒有在那裡

老師。在英國留學的那幾年，朱興華經常跑

拉小提琴。」

到藝術館去看畫。除了後來在港大校外課程
讀過藝術和設計課程，朱老並無受過正統的

說完，他又拿出另一幅畫，2005 年畫的《天
《觀音古廟》，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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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平衡線》：在歪歪曲曲的線條畫成的大廈

藝術訓練，所以直到今天，他仍自豪地說：
「藝術館的那些大師都是我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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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如酒樓》，2009

《企鵝隊伍》，2016

《親愛的家：聖查爾斯醫院》，2017

但朱老和草間彌生或梵高都不同，他自己是

從英國學成歸來後，朱興華進入剛開幕不

式，不時從他的腦海裡湧出，成為重要的創

個樂天派，卻因為從事精神護理的工作，與

久的青山醫院工作。青山醫院在 1961 年落

作素材。他說，那一段經歷，永遠也畫不完。

那些遭受精神疾病困擾的病人接觸很多。

成，標誌著香港精神科醫療進入新的紀元，

1960 年，25 歲的朱興華獲得政府獎學金到

但一直以來精神病院在大眾心中都是負面形

「別人怕病人會打人，我沒有的。我每天上

英國修讀醫科，並在老師的鼓勵下，多讀了

象，包括「青山醫院」這個詞。朱興華卻很

班就像看戲一樣，我當醫院是一個舞台，望

一年的精神護理課程。他的英國老師跟他

開心自己能夠進入這樣的領域裡服務病人。

下這裡望下那裡，每個角落都可以當是一幅

說，
「你學會了護理病人的身體，卻未懂得護

對於朱老來說，在精神病院的工作經歷和所

畫。要是有個病人坐著一天到晚都不出聲，

理病人的內心，讀了精神護理，護理才會更

見所聞，為他提供了一般人無法獲取的創作

那也是絕好的題材：他腦子裡在想什麽呢？

朱老這幾年的創作題材卻有了些改變。即使

完整。」這讓他走上精神護理的道路，也因

素材。上班時，服務病人；下班後，便拿起

為何會整天不出聲？我們讀了精神科護理，

樂天如他，也感覺到香港在變差，不再是他

為精神護理的專業訓練，使他對觀察人的內

畫筆。在職期間，他創作了大量相關題材的

雖然只是知道精神科的皮毛而已，但都知道

以前喜愛的香港，他畫了《黑手勿再動》，呼

心，捕捉他人的情緒，或代入他人的處境，

作品，如 1989 年的《我工作的地方》，描繪

對著的人是什麽人，才能幫到他們。」

籲港人珍惜維港；和香港一樣，世界也在變

多了些科學的方法。2017 年，他故地重遊，

醫生、護士與病人之間的關係；而 1976 年

回到曾經就讀的英國聖查爾斯醫院參觀，畫

的《心境》、1978 年的《病述》、1980 年

他說，病友其實也很疼惜醫院的工作人員。

了好幾幅作品去抒發對戰火下難民的關心。

下《親愛的家：聖查爾斯醫院》，他站在窗

的《夜自語》，則是相對比較抽象的作品。

對於他而言，他們只是有著和普通人不一樣

他最大的心願，也許是那幅放在他畫室裡，

前，望著窗外的建築。但那時，聖查爾斯醫

1988 年，朱興華還在青山醫院舉辦過畫

的世界，他們可能有過悲慘的經歷，但他們

《今日冇新
連代理畫廊也沒有存檔的畫作─

院已不再是醫院，也讓他感慨十分。

展，可能是香港第一位在醫院裡舉辦畫展的

的世界同樣有趣。只有讀懂了他們的世界，

聞，只有顏色》。

《天梯平衡線》，2005

……
不要怪我自言自語
不要怪我恥笑狂叫
不要怪我整夜的跳
只因我有了這樣的一個腦袋子
……

差，最讓他煩心的，是世上戰爭頻仍，他畫

畫家，而院長、醫生和病人都成為了他的觀

他和同事才能更好地為病人服務；就像畫畫

而人，始終是朱老畫畫最關心的。
「我喜歡和

眾。病友們紛紛在他的畫作中尋找自己的身

一樣，只有讀懂了人的內心，朱老才畫得出

告別時，朱老送我們到門外，他隔著鐵欄門和

不同的人相處，我畫畫的材料都是從人身上

影，雖然他從未詳細而真切地畫過任何一個

那些作品。他在創作《病述》時，也寫下了

我們揮手，揮著又忍不住搞起怪來。好一個老

找到的。如果不是從人身上找到的，我是不

人的面容。

一首短詩：

頑童！但願他永遠都能從生活中發現美，從藝
術中找到快樂，也讓他的畫一直帶著我們穿過

喜歡的。無論是甚麼人，好人吸引我，衰人
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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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將近 30 年，醫院經歷依然以回憶的形

石屎森林去尋找那遙遠的精神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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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果 我 們 對 人 已 經 漠 不 關 心 ， 一 切 創 作 都 是 徒 然 。﹂
唐 景 森 ︵ 1940-2008
︶

︱

在人類歷史當中，追求不朽（Immortality）的例子數之不盡。因為活
著只有一次。
辭世 11 年的香港雕塑家唐景森的作品，每一下刀鑿的痕迹，都在訴說
著生的強大意志，還有人性獨有的溫度。

《背》
1979，香港藝術館藏品

自幼罹患殘疾的藝術家將人的肉身化為溫潤的雕塑，借由木的紋理呈

攝影 // 梁家泰

現人體的溫柔軟滑，甚至內裡流淌著的熱血，精神的尊嚴亦從此真切

利用柚木的質地和紋理，雕出人體背部，

地透視出來。

流暢自然的線條、富彈性的肌肉、幼細的
皮膚都仔細分明，連骨骼的起伏之處都細
膩地呈現。從人本出發，作品直接地再現

如果不熱愛生命，如何可以這樣直接、率真地創作？

人體的力量。

圖片由唐太提供

活著

撰文

杖活動，但無損對藝術的興趣，早年以自學方式進行創作，70 年代開始跟隨張義習版畫

年的漫畫、油畫、章印版畫，到晚年的電腦噴墨版畫，且不斷在香港及外地展出。2008
年時香港藝術館為其主辦「向唐景森致敬」紀念展覽，並獲藝術發展局頒發年度最佳藝術
家獎，作品為香港多家博物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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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一 山 人

唐氏本身在政府部門任職，但仍長年持續創作，除了雕塑，又涉獵不同藝術創作，包括早

攝影

和雕塑，1974 年代成為香港視覺藝術協會創會會員，並在 1992 年擔任會長。

//三 三

唐景森，雕塑家，1940 年香港出生，年幼時雖然染上骨癆令腿部不良於行，終身需用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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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果》

1976，M+ 藏品

1973-75，香港藝術館藏品

攝影 // 梁家泰

攝影 // 梁家泰

曾獲得 1977 年香港市政局藝術獎（雕塑）

除了人體，大自然的植物飛鳥都是唐景森喜歡的造

唐景森的好友陳萬雄回顧：「『森』是他的名字，也

型。作家綠騎士曾形容：「景森早期這組題為《果

是三段獨立木雕以榫接形式連成一件長的木雕作品。

群》的木雕，已蘊含著他的風格特色；線條十分簡

那時他透露過一點心聲，就是他雕的木頭大到一般人

潔、像概括地勾出一些輪廓，初步印象是單純與厚

都搬不動的時候，人家就不敢笑他個子小用小木頭雕

渾；愈看卻愈覺到充滿與總結構渾成一體的細節，

刻了。」

含蓄而豐富。漫著輕微的起伏，像會呼吸的肌理，
如人體，沉默中包容著豐盛的生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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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我們到訪唐景森生前曾長年居住的家
居，本身也是藝術家的唐太趙慧儀從容地和
我們分享丈夫的生前點滴。這個看起來跟其
他香港家居沒有很大差異的空間，看似隨意
地擺放著唐先生的各樣作品，內裡不到百呎
的工作間也保持著他生前的模樣。

堅持

作為本地早期開始用木進行雕塑創作的藝術
家，唐景森將來自大自然的木頭（主要是柚
木，時會用松木）雕刻出人體、植物、飛鳥

本身是畫家的唐太趙慧儀，「在
回顧展當時我特別強調不要當他
是一個殘疾藝術家去展現，而是

等有機的造型。每一塊木頭來到他的手中，
儼如再生，卻被賦予了人和自然的精神肌理。

讓觀眾睇完作品才認識藝術家本
人。雖然這樣做，觀眾人數可能
少一倍，但所有注意力都會放在
他的身體殘障而忽略了藝術品本
身。」

「他堅持而不固執，以前他解釋過對木頭的處
理：藝術家既有要求，但同時又要跟木頭相
處，不能硬鑿。他也說過：
『有時要順住木紋，

在家中隨意擺放著不少雕塑作品，其中包括 80 年代的作

但太順從，又會被木紋帶住走，變成了工藝，

品《素描》（仰），以人的竹軀幹為主角，用柚木雕刻出

失去了自己。要做到恰到好處。』但他不會太

人體肌肉在不同狀態下的情況，儼如立體的素描，有血有

固執，否則只會將自己的藝術生活弄得太苦。」

肉的身體。

感性

圖片由唐太提供

2008 年時香港藝術館的回顧展覽曾打動了不
少人的心，
「他的作品能打動人，因為感性。
不要小覷觀眾，這跟學識無關。正如他的好友
上 // 放風箏是唐景森生前喜

麥顯揚（香港雕塑家，1951-1994）所言，唐

好，在 70 年代時便與十多位

景森將木頭雕塑到有人體溫柔軟潤的感覺。如

朋友一起紥作大紙鳶並在梅窩
的鹽田上放飛。圖中的蜈蚣便

這件作品（如意），背脊的骨骼做得很感性，

是其中之一。

有人一摸就落淚，這種感覺是不必言喻的。」

左下 // 香港絕大部分上一輩藝

「最開始構思作品時，他會單獨一個人，別人

術家都不是全職從事創作，唐

右下 // 樂天的性格令唐景森朋
友眾多，圖中是早期一起開創
香港視覺藝術協會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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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唐太提供

景森曾經任職漁護署繪圖員。

也幫不了甚麼。最後的步驟也不是很多人可
以幫到，因為木頭不是平面，要仔細打磨，
但過度打磨了就會變成工藝，看似完美其實
失去了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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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憾
如果生是苦的，那麼唐景森可說時刻都在用

唐先生也如是。在葬禮的訃聞時我也有寫，

樂天和豁達為自己調味，無論在年幼時或年

他入院時因為要用紙尿片，一般人都不喜

邁時，一直在突破殘疾帶來的障礙和限制，

歡，他卻將紙尿片剪成蘋果剪成星星，令病

「他說過，一嚿木和一個人的體積都差不多，

房護士都好開心。即使在病中，他也不失樂

大家都搬不動，所以大家便平等，因此不必

觀，所以他朋友很多。」

因為他身軀細小而另眼相看。」
「另一次我去探病，見他大啖大啖在吃醫院的
「他常說可以用不同角度去看，即使睇唔晒，

飯（即使不是那麼好吃），他說自己要『行』

也有缺憾美，中國的意念不是說，滿就會

出院，所以要大啖大啖吃。09 年我大病時，

瀉？有些可以退一步的便不必拗到底。藝術

這句話對我也有很大作用。唐先生本身個性開

家都是感性的，勞氣後可能整晚會不開心，

放自由，永遠都會有另一個角度去睇人睇事。」

空間不到百呎，唐景森主要在家
中進行雕塑創作。家中的工作斗
室，辭世多年也沒有大改動。

空間

因為行動不便，即使家居工作室

「我們都要全職返工，放工回家吃過飯後便
工作。若還要在生活裡製造麻煩就會浪費
了創作時間。他工作的空間從來都是那小小
的房間，他也計算自己的狀況，要枴杖又要
返工，若租工廈便會浪費交通時間，他情願
揀自己可以 afford 的空間，即使小也盡量去

雕塑時常用的工具，都整齊地擺放在工作室之中，以便使

做。怎樣移動木頭才不影響鄰居，工作時不

時間去浪費，更加要企理齊整。別人以為藝術家都很亂，

會嘈吵，當中也有很多技巧和力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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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時更方便。唐太說：
「他做了一個櫃專放工具，因為沒有
但其實他很整齊。也可能跟性格有關，現實也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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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攝
/影

藝術因緣

//又 一 山 人

韓志勳給我的潛移默化，以至 James Turrell 給我的靈光一閃。
一//
才剛20歲，第一份平面設計師的工作，讓我走進當代藝術之大觀園。1980年台灣大
師朱銘香港首展，香港雕塑家麥顯揚及陶瓷藝術家麥綺芬的藝術中心雙人展的宣傳海
報都是經我手筆的……自此出入藝術館、畫廊就成為工作、生活、好奇的一部分，應
說是一大部分。坦白說，回頭看過去近 40 年我在商業視覺創作的美學修養、表達手
法和概念思維，無不是現代藝術帶給我的潛移默化的薰陶。
80年代起，在日常生活公眾場所中經常看到不外幾人之當代作品，室外大型雕塑有朱
銘和Henry Moore的，室內看得最多的是張義的半浮雕簽名作：紅色的龜甲題材的版
畫，給我一種當代東方的，玄妙神秘的感覺。另外，可能我出入某些大廈和區分，以
至展覽場合，看得到更多的是韓志勳的油畫。
因為不斷重複看，畫面上的虛空，光和圓，由過目不忘直至沉澱，思考，40年下來也
跟著我個人的成長、喜好及價值觀之取向，產生一種很難言喻的化學作用和影響。
小的時候，一眼看著韓老師畫布上的既西亦東的，極度抽象的水墨、噴墨和潑畫，心
裡反應是千字文的頭兩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
宇宙之大，人之渺小，人之存在，跟大地之關係，生，死，佛、道種種哲學觀念，也
隨著歲月，自己的宗教信仰打開了另一個「世界」。過程之中，韓志勳的「光」給予
我的心靈上的一種唱和，跟他的畫作默默經年的對話溝通之間，相對身跟世俗營營役
役的氛圍，久而久之，看見甚麼是共鳴，甚麼算是同行者。
看韓志勳的作品，這是一個30多年的感應和思考。
二//
六年前在安排日本瀨戶內藝術祭行程時，藝術圈好友Sabrina跟我說，
「Stanley，你
知直島地中美術館有『光之大師』James Turrell的artwork？」我說當然吧。然後她

韓志勳作品：
《宇緣三：丹雲》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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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了一句：
「一定要book他的Open Sky的night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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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來到 Open Sky 這裝置 / 空間，簡單的形容是，走進一個方形的井，四邊石牆石

我終於第一次寫下了自己對藝術的理解：

高度遠處就是井口，有一道方形似「天窗」的缺口。大家就來這裡看天，看雲，跟大

人生上路，本身就是一種藝術。

作人員會問我們是否預約了晚間的節目，給了一個時間，要黃昏前回來（相信不同的

藝術者，於我來說，

季節和天氣狀態，有所調節）。

凡任何事、情、人，
一直沉澱，一直提升，昇華到一個境界……

回來坐下，頭上窗外的天慢慢昏暗，當快暗至甚麼也看不見前，
「井」內四面白牆開

archive.jamesturrell.com

自然連在一起。有人說白框內的天空，像把天空套進一張寶麗萊照片似的。然後，工

圖片：

地，大家可靠四邊而坐，能坐滿約 30 多人，人身高以外的牆身是白色的，兩三層樓

始呈現一連串經過仔細而精密計算的光……這個夜間觀天大概 45 分鐘（對不起，中

令人能感受到，或感動到，或感染到，

間的細節不想劇透，會影響你將來之現場體驗），這 art performance 很快就跟我互動

或能引發靈感，帶動到另一個點，

完成。

這就是藝術。

一點可以跟大家分享的，30 多年來遊走千百藝術場合，看過眾多不同類型的藝術

當然，從學術理論，歷史文化角度解讀和欣賞，是藝術家切入藝術價值和意義的方法

品，革命性的，傳統的，美的，概念性的，溫和的，震撼，挑釁的，我獨選這 James

和工具。然而，我作為藝術氛圍被「被溝通」了近 40 年的用家和對像來說，從生命與

Turrell 的 Open Sky（對我而言）是最具啟發性，最有意義最感動的一個 piece。互動

生命對話交流的無私和豁達大前提下，我會更重視人文、生活哲學進入的你我的世界。

溝通之後，我能清楚體驗到甚麼是現實和幻象的關係，這跟我信佛的哲學觀念是一致
的，演繹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James 透過大自然，科學之手段，令我（以及大
家）深刻上了一課……

藝術，不是藝術家和藝術圈專有的。凡事都可視之為藝術。射是藝，劍是道，當然是
藝術。下棋是藝術，做菜可以是藝術；談話，到了一種境界，也是藝術。如莊子說：
「道也，進乎技矣」，著重各種「技進於道」的美妙藝、道。另外上月在東京 21_21

藝術，可以是潛移默化的精神互動。

Design Sight 看了產品設計大師深澤直人策展的「民藝展」，挑選日本近代美學大師柳

藝術，也可以是一剎那間的頓悟。

從匠人的世代相傳，沉澱，升華，純粹的精神和態度進入，感受到就像這展覽的英文

三 //
打從廿歲開始，遊走世界很多很多的美術館、博物館；看過、想過、被啟發過、被感
動過，潛移默化地，我對藝術、藝術家、藝術作品，有著一種很崇高和純粹（無添
加）的要求（乃至苛求）。自己比較有把握的，不斷學習和參照台灣藝術家朱銘老師
的一句，藝術就是修行。
一次看了台灣文學家王文興的《他們在島嶼寫作》，其個人的紀錄片，得知當時他以

宗悅（1889-1961）的收藏，無名匠人做出的日常器物，木、陶、瓷、織品，帶我們
名稱：Another Kind of Art。
通過行為、實踐，背後極致的精神和態度便是藝術；是一種不能言喻的感應、感動，
或是感知，對觀者聽者如是，對作者自身也應如是。
藝術，是一種因緣，亦是一種觀照。
又一山人

二十四年寫畢第二本長篇小說《背海的人》，老師的意志和堅定之創作信念感動了
我，之後冒昧邀請他合作，藉著他的手稿出發，做了一系列衣服，希望將老師做人的
態度，通過日常物帶到年輕人話題中，啟發他們。也到了老師喜歡讀書的宜蘭南方澳
海邊，穿了這「時間的見證」衣服拍了個錄像短片，剖析這個項目的初衷。字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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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稿往付印廠前一天，收到韓志勳老先生離世消息，這剎那心中有更深的感受。
虛空無盡，你的光、圓常存。願老師遠在天國度上，你的藝術精神、信念，一直留
在我們城市空氣之中，繼續讓我們思考生命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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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T
AS
T HE RAPY

//又 一 山 人 謝
/ 浩然

DIALOGUE

術

攝影

藝

每年春季三四月，形形式式的藝術展覽及活動散佈香港城中大小角
落。雖然像 ArtBasel 等大型藝術博覽的入場人數並不少，而各類型的
文化藝術設施包括西九在未來十年間亦會陸續落成，但藝術和人、生
活及社會的關係，始終未有清楚說明。
藝術並不止於藝術家的自我表述或互相指涉，也不止於市場買賣。由
從前的展能藝術，藉藝術創作令傷健人士突破身體障礙帶來的心靈缺
憾，到近年出現各類形式的藝術治療 Art Therapy，對像擴大至社會
上各個社群包括長者 / 基層 / 智障 / 精神康復者 / 少數族裔及難民等，都
說明了藝術對於心靈健康的作用。
在充滿著不安、焦慮和負面情緒的當下，如何親近藝術，達至如
Alain de Botton 所言：一個更好的自己，大概就是各種藝術治療方法
的終極目標。

"Art washes from the soul the dust of everyday life."
— Pablo Picasso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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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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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為我是近年才做，但其實我一直在尋找不同方法去收集聲

頌缽

音，讓自己定下來。每一個人都可能有這樣一個階段，讓自己找一個
機會安定下來。

﹁療癒﹂兩個字，
我們不抗拒，
但又不會強調。

從唸書開始，我的技能主是從 visual 出發，是視覺的；但踏入 40 歲
後，整個感官卻是從耳朵出發，從聽開始。
忘了哪本書講過，人到了某個年紀，便會從聽出發。有些研究更指
出，人走的時候（按：生命結束）只會聽到聲音。點解要誦經唱詩，
就是因為當身體機能可能已經失去了，但人仍然接收到聲音。這對我
來說是很震撼的。
銅器是幾千年來留下來的文化，只不過我們是現代化的用法。就
像在歐洲街頭用水杯敲出不同聲音，或者以前有過的敲擊樂演出
（Storm），乜都敲下，可能都是這樣發展出來的；也一如我們小時候
會敲碗碟一樣，雖然阿媽一定鬧，但好有童真，最基本的動作及聲音
的原本，都可以令人「安住」。我沒有刻意將這和 well being 主題相
連，但我們的目標也是令大家好好生活，在當下一刻靜下來，了解自
己正在做甚麼。首先從感官入手，聲音然後就是眼睛及鼻子，再去到
口唇，是一條線入去的。另一個昇華就是歸於我們的心，令自己清楚
地通過外部世界去睇內部世界。

藝術家
舞
/ 台設計師

圖片由曾文通提供

曾文通
頌
/ 缽演奏家

因為我怕大家會有期待，
以為敲下個缽，身體的不舒服就會復元。

我們講求當下的直觀，
若有這種期待就不夠單純去感受聲音，便無法歸心。

我的背景主要是舞台設計，在劇場內亦有參與其他部分。至於音樂，

S I NGI NG
BOW L

雖然我們不是從佛教入手，但我們很著重一個字：「觀」。這個字的
左邊是兩個口字，就像是一副眼鏡，一邊看出去，另一邊則是望入
去─通過望出去就會望到內在。旁邊那個字是見。早前我們才在慈
山寺做了一個音樂會，來的人有不同背景和宗教。有中學生問我，有
沒有想過向中學生推廣，這想法也很好。用這種「樂器」/ 聲音讓多一
些人明白「觀」，或者用「停」字也可以─觀字有點高深和形而上；
讓人停或慢下來，這個聲音是做到的。也只有銅器才能做到，因為銅
器的聲音有延續性，可帶你漸進入一個空間，又離開一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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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藝術治療

﹁甚麼是表達藝術治療？
將心理輔導和藝術很有創意的融合，
對不擅長言語表達的人最有幫助。

EX PRESSIVE
ART
TH ERAPY

我父親做廣告，母親唱歌，家中一直重視藝術發展。家中有兩個孖生
哥哥，成長過程中他們患上精神分裂症，由原來正常的年輕人一路演
變成我完全不能 recognise 的人。他們病發時，我也正值十多歲的成長
期，目睹過家暴、他們把自己困在房間內一整個星期不出門，不洗澡
的經歷曾令我 10 年間陷入酗酒的困局。2016 年時我做了一個展覽，
呈現自己怎樣由黑暗困局走出來；那時又剛做了媽媽，開始思考未
來，是否只能繼續在藝術學院深造，還是可以和別人溝通分享？其時
我完全不知道甚麼是藝術治療，但認識了一個八十多歲的作家朋友，
她小時曾被媽媽拋棄，雖然曾找過心理學家，但花了五年時間一點幫
助都沒有。反而我和她在某個下午一起畫畫寫詩，卻莫名其妙將她心
裡一些鬱結紓解了。她當時建議我不要去唸 MFA（藝術碩士），是否可
以將自己的天賦與他人分享？由此我也改變了方向，報讀了香港大學
表達藝術治療課程。

媒介去撻著人的 imagination。例如畫一幅畫，你可以和它有音樂的對
話，也可以用音樂去表達你對畫作的感覺，又或者寫一首詩去表達這首

表
/ 達藝術治療師

跟其他藝術治療方式的最大分別是，表達藝術治療藉著不同種類的藝術

詩
/ 人

去嗅周圍。

唱
/ 作人

接去表達自己。我們非常著重感官，用耳朵聆聽，用眼睛去觀看，甚至

︶ 藝術家
AMA

習慣的生活模式完全打開。我們不接納一貫的溝通方法，反而希望人直

萱寧︵

興起。治療師主要是引導client或參與者將自己放低（grounding），將

我們很著重 non-verbal
，即不說話的表達方式。
因為有時候說話太經腦袋，
腦袋的東西是全部 process
加工過的，
猶如 processed food
。

圖片由萱寧提供

表達藝術治療在香港還是新生事物，但在歐美，早於六、七十年代便已

我們更著重 raw materials—
原材料在心理學來說，是潛意識或無意識的東西，
就像睡覺時發夢所呈現的。﹂

甚至在房內大小二便，令我處於一個很不安的環境中成長。兩個哥哥

音樂，這種 intermodal（聯運）的轉化過程，是希望參與者可以看到如
何用不同方法去呈現他的心情。這亦是表達藝術治療最特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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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我唸過神學，也曾在教會工作，後來去修讀社會工作，種種都

一人一故事劇場

因為我對人很好奇，小學時已問媽媽人為甚麼人會生存。當時家住慈

PSYCHODRAMA

雲山，靠近七號墳場（即鑽石山墳場），對墳墓很好奇，又會想像死人

心理劇

的生活。這種好奇跟今天我從事劇場工作有密切關係。

︶ 心理劇心理治療師
Mercy

一人一故事劇場和心理劇的分別，前者我不視為「治療」，但它可令
參加者有療癒的經驗。任何人都可以參與，觀眾以外，有演員和領航
員（conductor），後者開一個題目邀請觀眾分享自己的故事或真實經
驗，演員由此發展出表演，可即興，也可以用簡單道具，代表著我們
聆聽、接納並欣賞這個故事，然後送回觀眾。

應
/ 用劇場及戲劇教育工作者

圖片由廖佩芳提供

﹁由心理劇演變出來的一人一故事劇場，
年才在美國開始，
1975
歷史只有四十多年，
它製造了一個安全的地方去盛載人的故事。

廖佩芳︵

PLAY BACK

每個人的故事都有其獨特性，
我們會用欣賞和非批判的方法去聆聽，
原汁原味地呈現。
這種被接納、被尊重、被看見的經驗，
應是每個人的基本需要，
而不只是﹃有問題﹄的人。﹂

資
/ 深一人一故事劇場培訓員

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應用很廣泛，很多社福機構都會用上，在社區內有
些群體例如不同性傾向、少數族裔等等的故事，都可以發聲及被聆
聽。講自己的故事，看見別人的故事，繼而進行對話，是人與人之間
很美的交流，觀眾離開時好像有了無形的連繫。Playback 由日常生活
到親人離世的故事都可以容納，甚至可以分享有關文化和歷史的經驗。
心理劇比一人一故事劇場更早，歷史大概 100 年，始創人 Dr. Jacob
Moreno 是一位精神科醫生，有猶太背景，但在奧地利成長。戰後社
會問題叢生，他在街上觀察人的生活時，發現人走埋一齊講故事，可
以有治療作用。他也留意街上小孩子在遊玩時有角色扮演─即使年
紀再小，都有自發能力。心理劇很重視人的創意 creativity 和自發性
spontaneity，小孩子有這種能力，但怎樣可以幫助大人？
成年人往往會因為種種規限而遺忘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但只需要一些
warm up，人是可以放下框框，自由去玩，創意就會出來。戲劇把人放
在一個情境之中，讓他尋找另一種方法去面對問題。目的是重拾他們的
創意，當回到實際生活時，懂得用創意而不止是舊有方法去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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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其實就是自己怎樣 take care 自己。劇場的環境很安全，但醫
院卻相反，面對疾病和死亡，就算你自己正在康復，若旁邊的病人在

藝術在醫院

受苦，也會令你心情起伏。大家都不想留在醫院內。
我們將藝術帶去醫院，讓病人自己幫自己，很重要。我們不是心理治
療，只是簡單地希望人去接觸藝術，若能從中得到安慰便足夠。
有次我去到一個病房主持水墨工作坊，病人都是瀕危的。其中一個婆
婆說，我不識字又不懂畫畫，不如你推返我去瞓覺。我答她說，反正
無事可做，不如你坐在這裡陪我。她看見其他人畫水墨畫時，便開始
想畫，更好快掌握到，畫了一朵菊花後，她很開心，更問我們下次幾
時再來。那一刻你便知道，她享受了那段時光。一陣子後，她更說
「孫女等陣來探我，我教她畫。」從藝術中，他們找著一點安慰，就是
這樣簡單，但很重要。另一次去到美國一家精神科醫院探訪，我遇上
一個摺紙治療師。上堂時病人都很開心，專注於摺紙時，大家都好寧
靜，享受這段的時光，暫忘自己身在病中。但在香港的醫院內要有寧
靜的環境真的很難。

他們分享。英美早就將藝術治療帶入醫院內，但香港始終只能在某些
個別的情況下進行。

圖片由鄭嬋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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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也是一種
幫助自己 take care
自己的方法。
我的角色是一個宣傳者，
一個 facilitator
。﹂

我本身也是長期病患者，與他們同路。自己 suffer 過，我只不過想與

鄭嬋琦︵ Grace
︶ 獨立策展人 ﹁/藝術在醫院﹂總監 ﹁/社群藝術網絡﹂總監

先不講療癒，先去問返自己，「你關心的是甚麼？」現在經常講 well

ART
IN
HOSPIT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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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心態，肉麻點說：就是

生面前，就是指放低自己，我

「你是否愛他們」，若能從心

們稱之為能量的連結，你 give

接受，不需要太多表達。但結

出發，一定會做到。年末時這

同時他 take，但他同時也是

束前我會叫他們用一分鐘和旁

是返屋企，他們會覺得好容易

些年輕人再去 serve 老人家，

give。我不過是 initiate，但最

邊的人講下感受。若一開始便

好開心他們做到了。有時候

後沒有主體和客體之分，用瑜

叫他們講，可能不容易或很勉

being eductated 會把我們框

伽的概念，就是合一，有異於

強。但最後可以將身體的真正

在某一種狀態下，但最基本還

一般系統式的主導。

感覺分享出來，就很易入手，

是人與人的心怎樣 connect。

通常一分鐘是不夠的。
瞓覺
AMA：其實跟藝術治療很相

Mercy：我很認同，關鍵是我
們怎樣去預備自己。我相信氣

D

I

A

L

O

G

U

E

主持 // 又一山人（山人） / 龍景昌（龍） / 三三

曾：香港人是否真的較被動？

似。

場這回事，演員除了演出前的

表面上是，但有方法可令他們

練習，也要預備自己怎樣去思

更容易進入狀態，我們有個活

Grace：對，只不過我們叫「大

考相關問題。一般我們有四個

動叫做「瞓喺地下音樂會」，

休息」。醫院內的人經常會睡

演員，加埋 conductor，怎樣

通常在周四、五晚舉行，最

覺，但從來沒有休息。

去建構一個空間，讓觀眾感受

先 20 分鐘會做呼吸練習。呼

到這個空間可以容納怎樣的故

吸是一切，若能夠「養住一啖

曾：對。這並不是同一種

事，很視乎演員的 presence。

氣」，mind 便會很清晰；之後

「瞓」。我們通常會做40分鐘。

演員的生活及生命狀況，都會

是 20 分鐘 stretching，繼而的

影響吸引到甚麼觀眾和故事。

40 至 50 分鐘，只係瞓喺度，

AMA：40 分鐘有些人會覺得

瞓得著就瞓，即使瞓唔著，參

很長。

程中做了甚麼不重要，只要對

上見到校長時才知道學生全是

曾：我也同意帶領者的狀態會

加者肯花個半小時前來，已是

方感覺到你和他一起。很多

讀寫障礙和過度活躍。開始時

有影響。「服務」這個字，雖

善待自己。

三三：在藝術治療的過程中，

client 都很聰明，完全 feel 到

我也很擔心，全部人都在打

然會引起誤解，但從正面來

令參與者開放自己是否很困

你有沒有用心對待他們。我

機。但我表明自己也是讀寫障

說 ， 我 們 做 的 正 是 如 此─

在公眾場合人有時真的很難

瞓到 40 分鐘，有些人當晚可

難？

現時正帶著一組 15 至 25 歲、

礙，即使好勤力都讀唔到書，

我們也是一種「服務」行業。

表達自己。通常我一開始的

能不用再睡覺。我們也有去醫

briefing 會說，今天我做三樣

院做，針對一些癌病末期的患

嘢，呼吸、睡覺外，第三樣便

者，很多時因為身體與腦袋的

放下

全是讀寫障礙或 intellectual

但我都捱過了。說畢，三小時

印度有個字叫 Guru，即上師

AMA：港大課程中，我需要有

diabilities的年輕人，其中一個

的工作坊所有人都很專注跟

或導師，老師甚至可以跪在學

300 小時的實習，所以不同類

女孩子因為出生時發生意外，

上。若沒有認同和第一身的感

型的 NGO 或學校都去過，最

頸部以下全身癱瘓，但她最令

受，相信好難開始。反過來，

困難不是 grounding，而是表

我驚喜的是，開心時會笑，不

你有清楚的信念，就容易感染

達藝術治療師要放低自己─

開心時會流淚，雖然身體不能

對方。

藝術家通常都是自我和主導

動，但表達方法比很多香港
人都要直接。要自己像她一樣

Grace：去年中我去了馬來西

去表達，可能更難，很多時自

亞長頸鹿故事村，當地的年輕

「放下」也不是指知識，而是不

己會停留在擔心是否做得對做

人希望我們到老人院去分享。

要以為自己在拯救別人，The

得好的技術層面。其實要做得

我們與老人家一起做小手工。

best gift for another person

好，往往是要自己暫不去想技

debriefing 時有年輕人就問，

is yourself。要聆聽對方的說

術問題，和對方一齊互動。

為甚麼那麼容易引導老人家？

的，放低自己很困難。

話，這是我學得最深入的部

sleep，可等於一個小時；若

藝術在醫院（圖片由鄭嬋琦提供）

過去幾年他們在這方面都不太

分。無論小朋友、老人家或者

山人：我也有一個經驗。當時

成功，還好奇我們有甚麼技

難民都要俾機會他們說話。過

去銀禧中學做創意工作坊，早

巧。其實只在乎一開始你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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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藝術治療（攝影：謝浩然）

曾：若能在五分鐘內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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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最後卻只得一間不到百呎

有任何藝術背景，反而要留意

做很多事，這是很精華的表

的白光管房間。八個參加者

每一個人的表達模式，有人會

達，反而更加細緻。

語言都不同，即使訂了規矩也

逗留在自己的角落；有人會跨

很難解釋，我之前預備好的東

過別人；有人則喜歡觀察。這

AMA：大空間當然好spiritual，

西都用不著。幸好我帶了一個

些沒有語言的身體動作，作為

但其實細空間若能用不同媒介

擴音器，用電話放音樂作為溝

治療師會感受到，從中可以看

帶人「離開空間」，是最大挑

通─他們都來自有音樂文化

到每個人的獨特之處。

戰。

式介紹都沒有就跳起舞來，可

曾：我們通常會在饒宗頤館

Mercy：劇場對空間要求尤

能連他們都意想不到。跳跳

做，可以容納近百人。但空間

高。但在實體空間外，還有

下才開始介紹自己，過程就變

在香港是困難的，我們在台灣

「時間空間」。要照顧自己，

得好自然。後來我將大畫紙鋪

做過好多同類型工作坊，環境

時間好重要。我現在帶一個治

在枱上，自己先畫起來，並邀

好很多。尤其是我們用銅器，

療小組，時間長達一年，這個

請他們加入。最後我叫大家繞

空間要能共鳴，才能延伸開

恆常固定的小組只有八個人，

圈，看看彼此的畫作並在自己

去；要儼如教堂或廟宇，聲音

也要有 action effort。但要人

喜歡的作品寫上自己的語言。

才能迴盪。

每星期 commit 一晚去照顧自

背景的國度。一開始，我連正

當時大家拖住手，沒有說話，
也因為空間問題，我們曾想過

往往四節或六節便有效果，十

的指導來得更深。其實可以在

離開去別的地方發展，但最終

節已好難 sell，還要一年長？

那麼小的環境空間內赤誠去表

覺得頌缽仍然可以服務不少香

達自己，管他治療與否，也是

港人。現時可以在 app 下載聲

G r a ce ： 另 一 個 方 法 是 運 用

音，不受空間影響，嘗試用不

imaginative space，那是無遠

同方法去解決問題。我很欣賞

弗屆的。藝術正正可以放大這

表達藝術治療好著重 low skill

日本的 mentality，他們只做

個空間，讓你照顧自己心理上

high sensitivity，意思是不必

小的空間，四張榻榻米便可以

的需要。生活空間小難以解

難得。
頌缽工作坊（圖片由曾文通提供）

衝突，經常睡不到或扎醒。若

個小時的 retreat，每天只服

空間

環境許可，我們會播音樂或在

務一個人，所以要預約。因為

現場敲，通常五分鐘就可以入

交通需要個多小時，來來回回

三三：香港空間有限，大部分

睡，且睡眠質素好高。有人甚

要花上半日，前來的人在路

人的生活方式卻不容許這樣

至試過 10 年來都無瞓得咁好。

途中已在進行身體和腦袋的

做。你們做這些「服務」會更

我媽媽本身也是長期病患者，

cleaning，遠離都市人的繁囂。

加困難？

她聽到頌缽後，五分鐘就睡著

來到後我們要他們換衫，卸下

了。當時我想，如果有效，何

裝甲。面前有張紙，兩嚿石

AMA：空間的確是一個困難。

不多些人受惠？

頭，我敲響一下後，讓他們用

我們一班剛畢業的治療師，每

筆去連結。這是讓他們獨處，

個都要為空間問題煩惱，往往

進行個人 retreat。後來我在媒

要在外間租一個地方才可以進

Mercy：睡覺是人基本的需要
……

體看到一個報道，有一個參加

行。但我其中一位老師有教，

者說，丈夫離世後她去過這個

每面對一個問題，就是一個鍛
鍊，鍛鍊自己幾有創意。

曾：我們曾做過一個兩年的計

活動，之後在家中開闢了這個

劃，在新界林村梧桐寨租了

空間，又搵了一個缽，每天都

一間金字頂舊屋，在那裡建立

做。那時我才知道原來效果可

有一次我帶一個組，對象全是

了一個空間，邀請人免費做一

以咁強。

難民。我初以為會有個舞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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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其實好難。外間的課程，

但有 connection，比較用語言

一人一故事劇場（圖片由廖佩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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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但大家未有學習怎樣去用

中參與的病者很感動，甚至一

創意放大空間。
成效

answer for well being。如果永

自己，講成功，但真正的成功

感覺被接納。在座各位雖然用

再回來參加；但醫生們卻很擔

可能只是做返自己。德蘭修女

不同方式，但都是同一目的。

心，因為怕患者情緒因而被牽

說過，if you want to help the

人的 well being，都是 beyond

AMA：動物很值得人去學習

否帶來平靜？藝術反而很真，

動。怎樣能讓坊間理解演出活

world, go home and love your

logic 的。

的是，牠們忠於自己。人諗多

因為你在做一些事。

動的意義，很重要。

family，在幫其他人之前，

溝通。

遠在追求一些實際的結果，能

咗諗遠咗，反而忘記了自己。

自己有沒有做好不是對外時

AMA：其實 feeling 和

動物 living in a not knowing

山人：藝術世界有自己的系

另一次的對象則是被警司警誡

的自己？Humility（謙遜）和

emotion，包括 sadness、

world，所以不會計住每一分

統。但人有本能去唱歌，阿婆

的年輕人。我們應邀演出，以

spirituality（靈性）是社會現

happiness、surprise等等，跟

秒，或許牠會有點小聰明去覓

由唔想唔敢到享受畫畫，我們

Grace：我們在醫院的工作，通

個人成長為主題，還有家長參

時最缺乏的。

logic一樣，都是很實在的。

食，但一點計算都沒有。並非

在談的只是人最基本的能力，

常是出於病房醫生或護士覺得

與。但去到時卻發現因為警司

每一件事都要有一個實際答

旨在過程，而不是成為「藝術

有需要。若去到行政部門，便

和社工都在場，所有年輕人和

山人：有一個說法，是人類早

案，可能便等於 well being。

品」。

期有另一個文明，是用感應去

Not knowing mayb e the

山人：這些年來，醫院有沒有
為你們提供更多空間？

Why art?

要計算藝術的 effectiveness。

家長都講唔到嘢。我們惟有將

有一次我和自己當時的主診醫

焦點放在他們被 label 的憂慮

龍：人與動物最大分別，是人

龍：反過來，想像若生活裡不

生談起，問他會否有興趣在病

之上，讓他們知道我們是明白

用語言文字作為世界的基礎，

能唱歌，所有事都以結果去計

房內畫畫，但醫生說，若果我

的。完結後我們都覺得很可惜。

最極端的便是抽象的數字和形

算出來，那和 well being 距離

式。人習慣用自己的方式去詮

有多遠？

們有錢，也寧願給病人多一點
藥。那一刻我才明白，要幫病

AMA：很多人很著重結果。但

釋世界，但動物卻用其他感知

人，他們覺得醫藥是主要，但

其實 art & well being 是關於

方式去溝通。人習慣的途徑是

Mercy：藝術在滋養我們的靈

我卻覺得若心靈上幫到也是

creative process，且是一個

文字、邏輯、理性、效率、結

魂；當我們講靈魂時，其實是

好，大家是click唔到。

moving forward 的過程，無

果，這些都是維持人類社會的

講情感和生命力，並非可以計
算出來的。

論行幾遠，都是由一點去另一

支柱，藝術卻用了另一種形式

Mercy：我有去過青山醫院為

點。現在最大問題是 everyone

去溝通和表達，是人達至 well

精神病康復者做 Playback 的

want somebody else but not

being 很重要的工具─不能

山人：要用很包容的眼光去看

經驗。項目由社工發起，過程

themselves，人永遠都在講

與人溝通，人不會有安全感和

待藝術，才可以講落去。
Grace：生活中很多事物其實
inbound with art，只不過藝
術專業化了，成為一個系統。

小插曲： 放空

但藝術也可以是一個工具，是
生活一部分，應用它並從中

三三：
「放空」好流行。你們怎樣看？

曾：放空也是一種專注，專注「唔聽」。

曾：放空就是「停下來」，但不等於慢，也可以

龍：shut down可能也是一種能力，是一個defence

快，只要覺察到快就無問題。我們經常會放空，

mechanism。沒有這種能力的可能要依靠酒、藥

山人：甚麼是藝術？你能夠專

無嘢入，也無嘢出，是完全的寂靜。有時進入這

物。

注去看，欣賞它，就已經是了。

take care 自己。

個空間也不一定是壞事，但不等於甚麼也不理，
要「在」，不止是白日夢或空白一片。

AMA：以心理學來說，經常用defense mechanism，
其實問題仍在，只是壓抑下去而已。遲早會以另

Grace：現在的年輕人甚至會約埋一班人，一齊放

一種形式發出來。

enjoy emptiness，其實他們也是 take care 自己。

山人：以我不斷去京都為例，這種停頓不等於去
泰國，而是 spiritually 有附加值，是 reorganise

AMA：香港太多 label，藝術如是，療癒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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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 shut down，去迎接更多。

攝影：謝浩然

空。唔想聽時就放空，很多時是因為逃避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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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洪 靄 婷
攝影
//謝 浩 然

依娃啊，你是如何面向自己的內心，生命都走到輪
椅上了，你對著任何人說笑，你說你不痛苦不痛
苦，甚麼也放下了，任何的創作也勾不起你一點回
憶，睡覺沒有夢，有夢醒來也忘了，死亡跟前的日
子，過得一片空白。依娃呀，如果藝術是內心的一
種照見，你在藝術治療的時候寫下「愛」這個字照
見了甚麼？
我們來看依娃的故事，來看一個生老病死各個階段
各種心靈虛空的故事─你曾經的寫作，你如今的
畫作，都釋放了你內心的虛空了嗎─在個人的老
病死以外，我們也必須思考著，是甚麼樣的現實生
活才讓我們需要藝術來釋放內心？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病者全為化名。）

床邊
的藝術

224 | REsilience

225 | REsilience

自由

「你想想，我想起我也要流眼淚，真的很好

綠色的樹。她告訴寧養院的人，她不需要見

我們總是活在別人生命的倒影裡，甚至有時

笑，笑自己很傻，不知為甚麼我會哭出來，

甚麼人，家人以外，有時只一兩個朋友來

顛倒了這些倒影─ 依娃媽媽在 17 天內去

依娃沒有結婚，她覺得自己是個浪漫型的

我不是哭，只是流眼水，我是在笑自己。那

看。
「我不是難相處的人，只是某程度上對自

世，糖尿病都上了眼睛，家裡沒人知道。媽

人，中學畢業第一件事去學了法文，可惜她

時我的心態是，手術完像是劫後重生，重生

己要求很高，不見人因為不想重複又重複講

在病榻叫著姨甥仔的名字，於是依娃也一直

所期待的真愛沒有在她接近六十年的生命裡

就是多吃點蔬果，肉不要吃，豉油不要吃，

述身體狀況，翻動自己的情緒，我身體的狀

記掛姨甥仔；媽盼望姨甥仔成才，於是依娃

出現，依娃就一直一個人。

這不要吃那不要吃，像傻子一樣。我不是怕

況已無法改變，接受的同時，若要我說一次

實行媽對姨甥仔的盼望。幾條生命裡頭的連

死。」

哭一次，我不想。我如今選擇平靜，平靜過

結，是媽去世這個倒影。四兄弟姊妹，依娃

我的生活。」

一直和媽同住，直到過年時，媽像中了邪一

依娃對於一個人的堅持，還有一個原因─

樣胡言亂語，送了院才知道中風，17 天後媽

自由。她覺得，有時放了工在超級市場沒目

依娃拚命想要健康，結果工作與重生的壓力

的閒逛，是她最真實的自由，倒不是在乎消

重疊，休息不夠，食不定時，醫生診斷她得

床邊的記憶是一片空白，或者它必須是一片

去世，依娃回家收拾媽的遺物，拾一件哭一

費，或是漫無目的地虛空，而是心靈上的自

了過濾性病毒，半邊身「生蛇」，「我想你

空白，才有可能平靜。依娃想起以前同事說

遍。上班下班坐在地鐵坐在巴士，她不顧旁

由，一個人享受屬於自己的時間。她稱那為

們不知道『生蛇』是怎樣的，又痛又一塊塊

過的一句話，人生像是游泳，要游得快，就

人地流淚。沒人怪她，但她怪自己的無知，

的，甚麼叫做煎熬你知道嗎？」

得放下背上肩上的重量，人生就是這樣一個

對醫療的無知，對時間消逝的無知。

「shopping」，Citysuper、一田，一個超級

過程。

市場可以走兩個多小時，買的東西有時分給

差不多有半年時間，依娃每天收工就回家，

同事或朋友。很久以前依娃做寫字樓，後來

七年了，再復發的時候，依娃已經是坐在輪

換一份銷售的工作，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上班

椅上。那時醫生說依娃身體太虛弱，做不了

所以童年的甚麼依娃說通統都忘了，就是記

躲在房裡寫，寫下她對媽的內疚、自責：
「人

時間比較自由，她怎麼簽得成單？
「沒甚麼，

化療，電了五次電療，吃了類固醇，癌細胞

得小學四年級，數學考 60 幾分，老師說她

生是完不了的責任。」後來她把自己 30 年的

我告訴他，價錢與價值，看你選擇甚麼。」依

還是擴散在脊椎裡，腳無法走路。一條脊

賤格，她於是偏心中、英文。中三英文考第

過去也寫進書裡，寫成了自傳，藏起來放在

娃說。

椎已經塌了，人沒了主軸，依娃所珍愛的自

一，回家後老師卻打電話來說，計錯分，另

家，當成小秘密。
「不是不讓你看自傳，我連

由、放空四處逛的自由也隨之消失。「我起

一個同學才是第一，已經頒獎給另一個同學

藏在哪裡也忘了。」十幾年後，她把悟到的孝

她看人主要看眼睛，幾乎一眼就想看進別人

床時，感受到甚麼叫飄移，人沒了重心，坐

了。依娃回答老師，不要緊，總之她自己心

道寫下：
「烏鴉反哺、羔羊跪乳，充分展現牠

心裡去，如今幾十歲人，她對自己於人的判

著就向前傾。現在我坐在輪椅，兩手也要支

裡明白。這是依娃提起的第一件過去。另

們『盡孝』的行為。人生無常，生命只在氣

斷更有信心了。她也好奇別人的判斷，她會

撐著，把背靠近輪椅。腳的麻痺像是插進冰

一件她哭著說的過去，就是她最疼愛的姨甥

息之間！」

直接問，
「你覺得我是怎樣的人？」

裡，如同一隻急凍的雞翼。」

仔，從加拿大回來床邊看她。

創作

醫生通知依娃她得乳癌時，依娃沒有告訴任

「尼采有句話，痛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我

何人。她若無其事去收姨甥仔的婚禮喜帖，

最痛苦的都已經過去，沒甚麼好提的。」依娃

過後依娃才告訴姨甥仔，「阿姨去做個小手

說。

「你會不會覺得阿姨過去對你太嚴苛？」依娃
這樣問姨甥仔。

故事至此，依娃講述的過去裡沒有哀愁或恐
懼，那都是關於接受與執著、掙扎與放下，

她說著姨甥仔大學第一年，打電話回來和她

人生最後的日子，她訓練著自己多點正能

記憶

聊半天，白天聊到黑夜，怕著 IT 這行的出

量，囑咐每個她遇見的人必須「善言善語」。

塊錢的蔬菜。
「晚上應該六點吃飯，我八點還

沒有人告訴依娃關於她生命的限期，她無意

一個專業人士。大學第二年，姨甥仔轉讀會

住山邊的寧養院，日子簡單，依娃早上起來

沒吃，因為要洗很多蔬菜，坊間有些甚麼五

中從一個治療師口裡知道只剩半年，聽了依

計，如今他是會計師，娶了一個太太，移了

想想甚麼時候上大便，上午或下午一節復康

色湯蔬菜湯，我就全煲在一個煲裡吃，誰料

娃就笑，她說生命有了個限期，剩下的事就

民，一人一輛車，還有房子。

活動，動動手腳筋骨。她沒有再寫作了，一

煲完自己也不想吃。我也笑自己，真的，我

簡單得多了，就是想想有甚麼必須突破，
「我

也想笑自己傻，去一趟超級市場買一大堆回

沒剩甚麼心願，就是想要安靜。」

術。」手術很成功，割掉乳房的腫瘤後，依娃
彷彿是劫後重生了。她回到自由裡，回到超
級市場逛，拉一個篋買一大堆蔬菜，300 幾

周半小時藝術治療的課，治療師來到依娃床
「阿姨，如果我當初沒有聽你的話，沒有今天
的日子了。」姨甥仔回答依娃。

來，洗完自己也不想吃。」
依娃住進一家山邊的寧養院，床邊的窗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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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依娃問姨甥仔，你為甚麼不選擇成為

邊，傾聽她的內心做點小手作。創作的過程
沒有浮現甚麼記憶，反倒是讓她面對最真實
的內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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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這堂課，治療師著依娃選一些字眼，

但是依娃呀，生命走到盡頭時我們到底是在

姑娘稱讚她「你真是個藝術家」，有人把天上

派給院裡的人吃。網購可以學習，但總有些

放在指尖，依娃放棄了 Pain, Help, Worries

面對內心的脆弱還是呈現內心的堅強？又或

飛的鳥畫成一點黑，完成後舉起畫作，其他

事情是無法撼動的。
「人是靠內在而呼喚的。」

等等負面的字眼，選擇了 Joy, Kindness,

者說，我們必須要多堅強才能看見人本來的

人在鼓掌，他就低頭笑了─這是他們堅強

依娃堅持茹素就是她心裡無法撼動的呼喚。

Strength 這些正面的字眼。
「那掌心呢？掌心

脆弱？

的當下，他們在病裡還能拍手，還能辨別顏

放著甚麼字好呢？」治療師問。依娃沒有猶
豫，說掌心當然是放著 Love。
「生老病死，病才是最磨人的。」病最煎熬時

尊嚴

色，還能在群體裡得到優越感。這是他們脆

「藝術治療我想就是這樣一個過程，in touch

弱的當下，在身體與意識的限制以外，內心

with 你的內心世界，找到當下。」Larry 說。

最需要的尊嚴。

可是究竟甚麼樣的現實才讓人類需要藝術，
讓我們需要藝術這種短暫的慰藉？

人本來就是脆弱。
下課了，有人朝著自己畫的太陽、樹、風和

已是過去，剩下的生命依娃希望留下的都是
愛，所以她在掌心放著「Love」。但反過來

在另一個藝術治療的課堂上，一組六個人，

鳥怔怔地想。治療師問她，這是哪裡？她說

Larry 一直在做長者服務，這幾年來靈實司務

看，她放棄了 Pain, Help, Worries，此刻在死

都住在寧養院，所以都穿著睡衣上課。生命

是公園，治療師又問，和誰去呢？她說和孫

道寧養院裡當社工，陪伴很多人走向死亡，

亡跟前她說她只需要正能量（Joy, Kindness,

終結前，他們看著自己的脆弱：他們以前是

女。此刻她在腦癌裡搶回了一段美好的過去

如今他陪伴著依娃。他看著面對死亡的病

Strength, Love）來支撐。

小巴司機、精英大學生、新移民長者，胰臟

來記著。

者，常在想，死亡本是人人要經歷的，為甚
麼我們沒有準備到這個地步？貧窮的人活在

癌、腦癌奪走他們的清醒、行動、聽覺、表
因為過去的病與痛，依娃才如此需要正能

達能力，如今他們幾乎無法聽見治療師的指

老去的尊嚴大概就是如何保存心裡無法撼動

限制下，有病了，生活的選擇很少，突然中

量，這比較像是生命裡一場高貴的整合，矯

示，旁邊必須坐著一個家傭或院舍的姑娘，

的部分。

風只能去私營安老院，下刪一萬字。中產的

正著過去一切遺憾與悔恨，如同哲學家 Alain

靠在耳邊傳話。

de Botton 寫《藝術的慰藉》時所說，藝術是

人退休旅行、湊孫，看似生活無憂，隨時有
依娃本來留著一頭長髮，為著方便電療，她

個疾病，就是一個大浪蓋得透不過氣。Larry

一種工具，讓我們面對內心，矯正或彌補各

他們在脆弱面前，尋找著當下的意義：治療

萬般不捨也拿一把剪刀剪短。她有潔癖，來

一直說著，為甚麼我們很少有心靈的整合來

種心理缺陷，比如說面對遺忘，看見希望，

師播放「當年相戀意中人」，他們不知道有沒

院舍住，依娃就自備潔手液，省得姑娘忙著

保存老去的尊嚴？為甚麼我們活到甚麼歲數

呈現有尊嚴的哀愁，或喚醒麻木的心靈。

有聽見音樂，雙手跟著治療師拍手。治療師

推她洗手。依娃說人就是要學著磨合，與

都對死亡沒有準備？這幾乎是安老課題一個

說今天畫樹，樹是綠色的，他們慢慢伸手拿

身體磨合，也與世界磨合。她住在寧養院看

最大的疑問。

起綠色的筆。有人把樹畫成一團胡亂的線，

Facebook，看見 Godiva 朱古力，就網購來

依娃啊，你如此堅強，像你媽媽一樣堅強，

228 | REsilience

229 | REsilience

阿太
癌長在她腦裡，若無其事的，只是記憶有時有點錯
亂，她問社工 Larry，「你去上班嗎？」Larry 說對
啊，阿太說，
「我也是，等一下我也要上班。」

金枝
一個新移民長者，基層家庭，她說的鄉
下話大部分人不太聽得懂，於是她常默
不作聲。前些日子她患了癌，丈夫卻比
她先離世，她依然默不作聲，沒有說出
任何悲哀，只是不笑、常皺眉。作這幅
太陽、樹、鳥與風的畫時，她總是默默
拿起彩色的筆專注幾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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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師 Kevin
大家叫他「劍仔」。他的藝術治
療混合音樂、戲劇、表達，比如
他叫院友用 Bling Bling 眼和他打
招呼，他們坐在輪椅，劍仔就安
排他們搖動不同顏色的手巾仔，
等於在跳舞。「藝術的創作是指，
這樣的情況下，你可以做甚麼。
對於這裡的院友來說，我想藝術
要達到的是情緒的紓導，讓他們
看見自己在當下能做到甚麼。我
的長期計劃是慢慢鋪敍，第一步
是表達，即使是黑白也由得他表
達，第二步是引導，看見過去生
命組起來也是七彩。我相信藝術
本身就能改變人。」

社工 Larry
這兩年半來，Larry 陪伴一個
個病者走向死亡，他覺得他的
工作不是在溝淡一杯黑色的
水，把正能量放進負能量裡溝
淡。正面和負面並非相對，那
該是一個整合的過程。「我們
常說意義感是甚麼，20 歲的
人看人生有無限可能，40 歲
人生的價值仍在於創建，80
歲呢？人為意義而活，一個
人必須找到 why 才可以知道
how。」他與每位院友短暫的
相遇，就是如此一個尋找 why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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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好友 Lars（前香港 M ＋行政總監）去年 12 月回港在香港設計中心主
辦的設計營商周演講，他跟同來的建築師在台上分享他們在丹麥哥本
哈根的醫院項目，坐在台下聽著，我心裡面有種莫名的激動……
一個在國際當代藝術舞台劃時代的前瞻者，今次將焦點放回生活、生
命、人文及身心靈之根本和基本，就是一個旁人，觀其行聽其言，也
無不帶來思考乃至反思吧！
Alain de Botton 在書的結尾寫道，藝術的真正目的是要創造一個不
再那麼需要藝術的世界，一個藝術不再顯得如此特殊的世界。如此說
來，世上仍存在對於藝術的追求，應該是悲哀的。

心裡在說：
「藝術本該如此……」
午飯時，跟Lars及其夫人大家update 15分鐘近況，沒有甚麼禮貌地，
我打岔停了他說：
「過去一年，我們一夥人以香港為本位，開始了一本
似書又似雜誌的紙本刊物BeingHongKong……下一期主題已定好了Art
is Well Being。天意，你今早分享的正是我們關心的。就這樣吧，給我
們香港大家，聽聽你最近的心得。」
又一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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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sk ra f t" (Da n i sh for "v ita l ity") a s a new,
hol i s t ic concept ion of hea lt hca re.
T h i s v i s ion cha l lenges t he hos pita l’s t rad it iona l role
a nd f u nc t ion i n soc iety by sh i f t i ng t he focu s
f rom t reat ment of d i sea ses
to t hat of ac t ively generat i ng hea lt h.
— La rs Nit t ve

Maya Lin《Traversing the Field》，在醫院外面
的大型地景雕塑作品。（圖片由作者提供）

Lars Nittve
Dr Lars Nittve was born in Stockholm in 1953. After studies at the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a M.A. at Stockholm University and Post Graduate Studie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he served as lecturer in art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Stockholm during
the period 1978-85. In 2009 he was awarded a Ph.D. by Umeå University, Sweden. During his academic
years, he was also senior art critic at Svenska Dagbladet, Stockholm, and at Artforum, New York.

The positive potential for a society of giving art a more
prominent place, for greater self-understanding, for
terapheutical reasons, to give “early warnings” about
where society is going – you can make the list long – is
largely missed in Hong Kong due to its economic drive.

In 1986 Dr Nittve was appointed Chief Curator at the Moderna Museet in Stockholm. In 1990-95 he served
as Founding Director of Rooseum –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in Malmö, Sweden. In July 1995, Dr Nittve
became Director of the Louisiana Museum of Modern Art in Humlebaek, Denmark. In the spring of 1998, he
was named the ﬁrst Director of Tate Modern, London. In the end of 2001, after almost four years in the post
he moved back to Stockholm to serve as Director of the Moderna Museet. From January 2011 – January
2016, Dr Nittve wa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M+ in Hong Kong. In 2016 he established Nittve Information
Ltd, based in the mountain resort of Åre, Sweden, acting as an independent writer and advisor to museums
and foundations worldwide.

Furthermore is it clear that the borders between what we call“art”,
what we call“design”, or“ﬁlm”or even“architecture”is not as clearly
defined in East Asia as it by tradition has been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s a visually creative person it seems that you can move in
a much freer way between the genres and what they expect from you
if you are active in e.g. Hong Kong than in, say London. As you know, I
have often mentioned your shifting roles as a designer, photographer
and artist as a great example of this…

Dear Stanley, you ask me what art means to me? Well, as you know,
what art is, has always been a difﬁcult question, at least if you go beyond

When you ask me about how I, after my years in Hong Kong, see art’
s

the so called“institutional deﬁnition”which says that“art is something

place in the city, this“floating”and open definition of art, and the

that a person who is generally in society seen as an artist says is art”.

potential it gives a visually creative person, is the prime positive side

Because this, basic, Western, a 150 year or so old, deﬁnition does not

I see. Other positive aspects are things like the fact that visual art and

take us very far. Personally, I have tended to think about art primarily as

honestly many aspects of culture have been so under the radar in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as an attempt to say, to formulate, something

Hong Kong for such a long time, which paradoxically gives the artists

that can’
t be said, or formulated. Something that lies in the outer

and creators a great freedom in a“nothing to lose”kind of way. The

corners, or beyond, language. To try to say something perhaps about

development of the Hong Kong art scene in just the last 10-15 years

the absolutely personal, that is so unique that it lies beyond language.

have been extraordinary and unique. Unique also in terms of its

Or about our rapidly changing society and phenomena that are so new,

output. But admittedly, besides the growing art market, the impact of

that our common tools for communication can’
t grasp them. Often I

art and visual creativity does still not make much of a mark in Hong

think about art as an attempt to ﬁnd ways to come to grips with what

Kong society. The positive potential for a society of giving art a more

it means to be a human being in this rapidly changing world... But art,

prominent place, for greater self-understanding, for terapheutical

even just in a Western sense, is of course more than that. And, for me,

reasons, to give“early warnings”about where society is going – you

after my years living and working in Hong Kong, what art means has

can make the list long – is largely missed in Hong Kong due to its

grown even more complex. Partly due to the fact that I became much

economic drive, which often is marked by the extraordinary short term

more aware of other art traditions than the Western – for example the

perspective we have seen all too often.

ink art tradition that you ﬁnd living a parallel life to the Western concept
of art in big parts of Asia – a tradition that deﬁnes the whole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do I think that it was exactly some of my Hong Kong

not the least the position of the artist, the maker or author, in a way that

experiences that helped me to re-think the role of art and cultur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tradition.

in the context of health and healing when I, I have to admit, q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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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prisingly, was approached by the Project Director of the New North
Zealand Hospital outside Copenhagen in Denmark to join their steering
committee. The“blurring of the lines”between genres and roles that I
saw as something exciting and positive in Hong Kong – and citing you
as a good example – opened up my way of seeing art in the context of
the hospital. Art should not be there to“improve”or“accompany”the

Our approach is based in our belief in the power of
art to heal and enhance the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therefore outstanding art projects,
in synergy with architecture and nature, are central
element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Livskraft’s pioneering
vision of holistic healthcare.

architecture. And it should not be there to“look like art”in order to
impress people. Instead it should have a new status, on par with an X-ray
machine or a lab, which requires it, in conﬂict with the Wester idea of
art, to actually be functional, play a rol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being

latest scientiﬁc discoveries go hand in hand with engaging experiences

uncompromising and world class, ultimately making the hospital a

and activities that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place you actually would like to visit!

in a variety of ways. Imagine a hospital with vegetable gardens, a
program of public lectures, amazing artworks, outdoor physical

For the New North Zealand Hospital, a large, 120 000 sq m public

activities, and much more. The building of the New North Zealand

hospital that will serve the Copenhagen region, we developed the idea

Hospital offer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make a living experiment of

of“Livskraft”
（Danish for“vitality”）as a new, holistic conception of

this pioneering approach and aims to create a model that can inspire a

healthcare. This vision challenges the hospital’s traditional role and

global change in healthcare solutions.

function in society by shifting the focus from treatment of diseases to
that of actively generating health.

The driver behind this vision was the research that had been done in
Denmark and elsewhere, looking at what happens to people who end up

Health is something greater than the absence of disease and hospitals

in hospital. It turns out that in the unlikely case（but for research it has

can do more than providing healthcare – they can provide wellbeing

been tested）that you get hospitalised with a clean bill of health, after a

or‘Livskraft’. Art, culture and community should be driving forces

couple of weeks you are actually not healthy any more – you are sick!

behind the healthcare solutions of the future. We envision a hospital

But why do you get ill just by becoming a patient?

that beyond its obvious roles can act as a modern version of the town
hall: a hub of creativity, physic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flourishing in

The key factor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is that you are paciﬁed:

green surroundings that provide space for people and communities, but
also for animals and fragrant kitchen gardens.

Physically
Intellectually

We believe in a holistic vision of healthcare that:

Emotionally
Spiritually

Nourishes the body and soul（through healthy food, contact with
nature, culture and art）

And you are stigmatized – a patient – separated from society. So the way

Activates patients, staff and visitors alike both intellectually and

forward involves activating the patients to the extent it is possible and

physically

to break up the barrier between the hospital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Strengthens communities and social bonds

Our approach is based in our belief in the power of art to heal and
enhance the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therefore

In this holistic notion of medicine the best biomedical equipment and

outstanding art projects, in synergy with architecture and nature, are
241 | REsilience

By offering a shared experience, art connects people to
one another, supporting a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at the core of any community.

兩位藝術家 Ayse Erkmen（上）和 Roman Signer（下）在醫院範圍內的裝置作品（圖片由作者提供）

central element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Livskraft’s pioneering vision of
holistic healthcare.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art is at the core behind the art strategy
for the New North Zealand Hospital. Bringing an intuitive and sensual
element into the otherwise rationally-built structure of the hospital, art
has the power to open up new kinds of experiences for patients, guests
and staff alike. Art activates our imagination – providing moments of
distraction for minds otherwise occupied with worries and concerns
– and inspires us to celebrate life and its joyful moments. By offering
a shared experience, art connects people to one another, supporting a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at the core of any community. Moreover,
and in direct support of the idea that movement is a central feature of
any healing process, art can encourage people to move their bodies, to
get out of bed, walk, even exercise. In addition, high proﬁle artists will
be able to attract a different public to the hospital; those who simply
want to enjoy a day out in beautiful surroundings, and their presence
help alleviate the stigma of the‘diseased’against the‘healthy’. For
these reasons, we believe that art can play a crucial role in creating a
place that brings joy, inspiration and calm to its users – a place that
brings Livskraft into the lives of people.
A group of high-profile international and Danish artists have been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artistic practice and interests, to respond
directly to the specificity of the hospital institution and to engage
with the ideas behind‘Livskraft’. The artists have been invited to
develop site-speciﬁc works for the hospital interiors and exteriors and
for the larger landscape around it. The art projects are developed in
parallel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ospital and are envisioned as an
integrated part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its surroundings.
It was of course a sensitive operation to approach some of the wor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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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artist and ask them to conceive a work that has a function –

by mosaic in different shades of blue. During the winter months the

totally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idea of“uselessness”
（another central

water will be heated, making it appealing for the public to use all year

aspect of the Western idea of what art is）, something that naturally

round. The heated water in contact with the cold winter air will create

then distinguishes it from for example the design object.

steam, giving the sculpture a spectacular visual quality. Erkmen artistic
intervention aims at creating an area where nature, water and air can

Dear Stanley, I think that this answers you question about how the

offer a place for leisure, meditation and social encounters. This is an

project in Copenhagen in a natural way brings together art and life - or

artwork that calls for the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people: a truly

living. And in the next step we can see, when the artists came back with

public space for patients, staff and visitors alike!

their proposals – all of them actually full of enthusiasm for being able
to see art take on a more direct role in society – how their work on one

I can continue to tell you about the extraordinary proposals we have

hand performs these roles and nota bene at the same time seemingly

received also from James Turrell, Pippilotti Rist, Elmgreen & Dragset,

without artistic compromise. Just think of Maya Lin’s extraordinary

but these three I think say a lot about both the variety of the works, the

large earth sculpture Traversing the Field, where she proposes to

engaging character, for patients, staff and visitors alike to give you an

sculpt the grounds outside of the hospital into a sea of undulating grass.

idea of where we are heading. And a few more projects are still in the so

Reaching as far as the wider landscape surrounding the hospital, the

called pipeline.

work allows visitors and patients alike to reconnect with the landscape
by walking through the soft rolling grassland. This mesmerizing and

Your final question to me is if this project could be an inspiration to

sensorial work invites everyone to explore, discover, enjoy, relax and get

a stressed and unhappy Hong Kong. Of course! I truly believe that all

lost in the sculpted natural environment. Or think of Roman Signer who

aspects of this public hospital project, the whole thinking behind it

has proposed a moving sculptural installation positioned on the outside

leading to an extraordinary architecture by Herzog & De Meuron from

of the hospital building that playfully and with dazzling simplicity

Switzerland（as you know the architects behind both Tai Kwun and

invites the public to reflect on movement and time. More specifically,

M+）as well as the art projects is not more expensive than any other

Signer envisions a blue circular disk, powered by a small electric motor,

public hospital built in Denmark. It is ultimately just a matter of a shift

moving horizontally along the stainless steel base of the building’s

in vision, of a belief in a holistic concept of health care, embracing the

façade. The kinetic sculpture, with its humorous yet mysterious

power of art!

presence, travels at a speed of 5 meters per minute, thus circling the
building in the time span of 3 hours and 20 minutes. Providing its own
idiosyncratic measure of time, and visible from within and outside
the building, the blue‘dot’creates a continuous sense of excitement,
surprise and delight, as patients, staff and visitors can anticipate and
follow its daily routes around the façade.
Ayse Erkmen’s proposal takes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the well-known
healing properties of water and the hospital grounds, which partly
consist of wetlands. Erkmen’s idea is to create a large water basin,
where people can walk, play and sit with their feet immersed in water.
Inspired by the repetitive pattern of the iconic Danish Lego bricks,
the basin is dotted with protruding‘stools’and its surface is co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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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李立偉

翻譯 // No rma n Ching

AR T & V I TA LI T Y
哥 本 哈 根 醫 院的實驗
公立醫院。我們發展出「Livskraft」

藝術家創作專屬此地的藝作

親愛的史丹利：你問我，於我而

傳統―以和西方傳統很不一樣的

留空間給予藝術更突出的位置，讓

言，藝術的意義為何？

方式，界定著整個創作過程（也理

社會做更深刻的自我認識、（出於治

（ 丹 麥 語 解 作 「 活 力 」） 的 概 念 ，

多。「新北西蘭醫院」的興建，提供

所當然地有著藝術家、製作人或作

療的需要）為「這個社會正往何處

作為全新的、整全的保健理念。新

了一個獨特的機會，讓這個意念先

藝術轉化事物的潛力，在「新北西

家的位置）。

去」給予「預警」，等等等等（你

理念挑戰醫院的傳統社會角色和功

行先試，進行一個活生生的實驗，

蘭醫院」藝術策略背後佔有中心位

還可以列出更多）。但在經濟因素

能― 把服務的關注點從「治病」

目標是創造一套模型，據之可以啓

置。若在基於理性建立起來的醫院

轉向「積極培養健康」。

發展保健解决方案的全面改革。

架構中，引進直觀的、感性的元

健康，其含義比「沒有犯病」更

理念背後的驅動力，是已經在丹麥

嗯，關於「何謂藝術」這個問題，
你知道，總是難以回答，至少，如
果你嘗試超越「藝術就是，一位被

再者，我們都清楚，在東亞地區，

驅動（從而造成我們已非常熟悉的

社會普遍認定是藝術家的人認為是

傳 統 上 我 們 所 謂 的 「 藝 術 」、 所

超短期視野）下，上述潛力大部分

藝術那些東西」這個所謂「約定

謂 的 「 設 計 」、「 電 影 」 甚 或 「 建

難以在香港覓見。

俗成的定義」，更是如此。基於這

築」，彼此之間的界線，並不如在

個原因，基本的、西方的、有大

歐洲和北美般清楚界定。作為一個

概 150 年歷史的定義，對我們幫

富視覺創意的人，你似乎可以在不

助有限。我個人傾向認為，藝術基

作、組織戶外健體活動……還有更

素，藝術就有能力為病人、訪客和
員工開展全新的體驗。藝術激活我

深更寬，而醫院所能做的，也不

和其他地方進行過的研究―考察

們的想像―為被擔憂和掛慮所纏

把醫院服務轉向「積極培養健康」

止於僅僅提供健康護理― 醫院

醫院的運營理念對（因不同原因而）

繞的腦袋能有片刻的焦點轉移，也

能 提 供 「 健 康 狀 態 」， 或 上 面 的

住院的人之影響。結果，在一個似

激發我們為生命及當中的歡愉時光

同風格之間，以自由得多的方式遊

與此同時，我認為，當丹麥哥本

「 Livskraft 」。藝術、文化以至社

乎不太可能（但作為一項研究它確

好好慶祝。透過提供分享經驗的機

本上是一種溝通形式；一種要說出

走。人們對你有甚麼期望，也會因

哈根市郊「新北西蘭醫院」（ New

區，都應該是未來整全保健解决方

曾經過測試）的案例裡，人住進醫

會，藝術讓人們彼此相互連結，支

無從說的話、要格式化無從格式化

你活躍於（比方說）香港還是活躍

North Zealand Hospital）項目總

案背後的驅動力量。一家醫院有其

院時，體檢結果好端端的，兩周後

持在任何社區的核心中培養及維持

的內涵的努力；是一種語言的邊界

於（比方說）倫敦而有所不同。你

監邀我加入他們的督導委員會（我

不言而喻的功能，我們所設想的，

出院時卻健康不再― 病了！可

一種身份認同感和歸屬感。再者，

以外，或者超越語言文字的東西。

知道，我常說：你不斷變換設計

必須承認：我頗感意外）時，正是

是超越這些功能，進而分擔現代版

是，為甚麼僅僅因為住院，反倒成

由於直接支持「運動是任何治療過

藝術嘗試表達一些或許是絕對地屬

師、攝影師和藝術家的身份，就是

一些我身處香港時所經歷過的，幫

社區會堂的功能：一個集創意、健

為病人？

程的中心特質」這種理念，藝術能

於個人的東西，這些東西是那麼獨

一個最佳的例子……

助我再思藝術和文化在健康與治療

身、文化活動於一身的中心，在綠

方面的角色。我視風格和角色之

色環境中欣欣發展，為人、社區、

研究發現，當中的關鍵是你（住院

床鋪、起來走動，甚至做鍛鍊。此

動物和散發清香的菜園，提供空間。

時）在以下諸方面得到撫慰：

外，知名度高的藝術家能吸引不同

特，以致語言文字愛莫能助；又或

鼓勵人們運動他們的身體―離開

者，我們身處於快速變動的社會、

你問我：住在香港有好些年頭了，

間「界線的模糊化」為香港某種刺

湧現新的社會現象，這些事物是那

我怎麼看這座城市的「藝術」。上

激的、正面的東西。關於這方面，

麼嶄新，以致我們慣常的語言工具

述有關藝術的那個「漂浮」的、開

你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開拓了

我們所相信的「整全保健」，包含

．生理上

不足以駕馭。

放的定義，以及它賦予一個富視覺

我（在醫院的場境下）觀察「藝術」

以下三個要點：

．理智上

院；而藝術家的出現，有助冲淡

創意的人的潛力，是我眼中主要的

這回事的視界。藝術不應用來「改

．情緒上

「醫院總是病懨懨的」之壞印象。

．精神上

基於這些理由，我們相信藝術可以

的公眾（包括那些單純想在一個漂

我常把藝術看成是一種嘗試―

優勢所在。其他好的方面包括視覺

進」或者「配合」建築，也不應為

（通過健康食品、與大自然接觸、
．

嘗試尋求好好理解「這急速變動的

藝術以及（說實在）文化的諸多方

了予人深刻印象而「貌似藝術」。

文化和藝術）滋潤身、心、靈

世界對於『人』有何含義」的方

面長期在香港受關注，以至反而賦

相反，它應該有一個比得上一台 X

．在知識和身體方面，同時激活醫

法。但當然，藝術（即便僅僅是西

予藝術家和創作人很大的自由―

光機或者一座實驗室的新地位，這

方所指的藝術）不止於此；而對我

「搞砸了也無妨」那種自由。

（與西方的藝術觀格格不入地）要求

院的病人、員工和訪客
．強化社區之間以及社會的紐帶

藝術其實要很功能性，要扮演一個

來說，經過這些年在香港生活、工

亮的環境度過愉快的一天）到醫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創設一個
同時你（因住院而）被污名化：你
是病人、被社會隔離。故若要邁出
下一步，必須盡可能激活病人、打

能為身處其間的人帶來歡樂、鼓
舞、寧靜的地方；一個為人們注入
「Livskraft」的地方。

破醫院和醫院外的世界之間的屏障。

作，藝術的意涵變得愈趨複雜，部

過去僅僅 10 到 15 年，香港藝術領

角色，而同時能堅持本色、與世界

在這整全醫學的理念下，最好的生

分原因，是我變得遠較過去覺知西

域的發展可謂非凡而獨特（獨特，

翹楚比肩，最終把醫院打造成人們

物醫學儀器、最先進的科學發現，

我們的做法，是基於我們相信藝術具

當局已物色一些國際上和丹麥國內

方以外的其他藝術傳統這點事實

也指它的出品）。但無可否認地，

樂意造訪的地方！

結合能以不同方式，刺激個體和社

有治療傷病、提升個人和社會福祉的

的知名藝術家，直抒胸臆中該醫院

（我們在亞洲大部分地區看到的、

藝術市場固然不斷拓展，藝術和視

區活力的經驗和活動，相輔相成。

力量。因此，超卓的藝術項目，糅合

的獨特性，進而投入「 Livskraft 」

和西方概念的藝術並存的水墨藝

覺創意卻未能在香港社會留下印

佔地 12 萬平方米的「新北西蘭醫

試想像這麼一家醫院：設有菜園、

建築和大自然，是落實「Livskraft」

背後的意念。這些藝術家應邀，圍

術，便是一例），那是自成體系的

記。一個社會應具有正面潛力，容

院」，是一家服務哥本哈根地區的

定期安排公開講座、展示精彩的藝

這整全保健創見的核心元素。

繞醫院的內部裝潢、外部佈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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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各自的藝術領域和興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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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認為這三份建議書用了不少篇

請他們創作出一件具某種實用功能

的裝置出沒得既幽默而神秘，以每

幅介紹他們的構想的多樣性，以及

的藝作，自然是一項敏感的任務。

分鐘五米的速度移動，用三小時又

為病人、員工和訪客設計的動人角

要在藝術作品中加入功能元素，完

20 分鐘環繞大樓一周。那個大樓內

色，讓你對「我們正向哪裡進發」

全顛覆「藝術無用」的傳統認知

外都看得到的「藍點」，為自己提

有個概念。另外，還有幾個項目仍

（這是有關「藝術為何物」的另一西

供一個特異的時計，病人、員工和

在醞釀中。

方核心想法）。帶功能的藝作，自

訪客都可據此以期待（並追蹤它每

然有別於（比方說）純設計作品。

天的巡行路徑），從而持續為醫院

你問我的最後一道問題是：這個項

製造一種刺激、奇襲、愉快的感覺。

目能否為一個緊綳的、怏怏不樂的
香港鼓舞打氣。當然可以！我確信

親愛的史丹利：我想，上面說的，
能回答你關於「那個哥本哈根項目

Ayse Erkmen 則以水（那眾所周

如何自然地把藝術和生命（或者生

知的治療奇效）― 加上內有一片

背後的整個思維結晶，都化成瑞士

活）融匯一起」的問題。下一步，

濕地的醫院範圍―為出發點，構

「 Herzog & De Meuron 建築事務

我們可以看到：當藝術家們（他們

思他的作品。 Erkmen 的意念，是

所」的非凡設計（你也知道，「大

全都因看到藝術能在社會上肩負更

創造一個巨型水盆，人們可在其

館」和「 M+ 」也是這家事務所的

直接的角色而熱情高漲）提出他們

中走動、嬉戲，或者靜靜坐下，讓

傑作）― 同時，項目牽涉的造價

雙腿浸泡水中。受到丹麥「樂高」

並不比丹麥其他公立醫院高。說到

的構思時，一方面他們的作品如何

這個公立醫院項目的所有方面、它

落實這些角色，而同時（請注意是

（ Lego ）積木以簡單構件不斷多向

底，這不過是一個在整全保健理念

同時）藝術上看來不作妥協。剛想

拼合成變化多端的成品之啟發，「大

下，改變視野、改變信念，擁抱藝

到美籍華裔建築師林櫻（MayaLin）

水盆」到處設有突出的「櫈子」，

術力量的問題。

構思中的超大型大地雕塑《穿越田

櫈子的坐面都鋪設玻璃馬賽克，顏

野》（ Traversing the Field ）：她

色是深淺不一的藍。寒冬時節，湖

打算把醫院外的地塊塑造成波浪起

水會加熱，令「大水盆」終年都那

伏的草海，達於醫院周邊更寬的範

麼宜人；熱水和冷空氣相遇，產生

圍，讓訪客和病人在柔軟起伏的草

蒸氣，提升了雕塑的視覺體驗。

地上信步往返，從而重新與周遭土

Erkmen 的藝術介入，旨在創造一

地連接上。這座迷人的、訴諸感官

個由大自然、水、空氣共同提供讓

的大地雕塑擺在那兒，邀請所有人

人休閒、靜思或者交往的空間。這

來探索、發現、享受、放鬆，然後

件藝作號召人的參與和互動：於病

迷失在這經人工塑造的自然環境

人、員工和訪客而言，是一個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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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read

Elmgreen & Dragset 的出色建議，

鋼牆腳移動的藍色圓盤。這個會動

曾獲獎項包括「香港藝術中心三十周年大獎」、「Sovereign

動馬達驅動、沿著大樓外牆的不銹
拜訪一些領全球風潮的藝術家，邀

亞洲藝術獎」等。

James Turrell、Pippilotti Rist 和

凱尚畫廊）、《威尼斯集合點》（2015 年威尼斯雙年展）、《香

我還可以告訴你：我們也收到來自

體說： Signer 構思了一個由小型電

港眼》
（2012 年英國薩奇畫廊）、利物浦雙年展（2012 年）。

眾思考物體移動與時間的關係。具

其四周環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約奕來畫廊）、《每個東西上都有一個有效期》（2016 年紐約

置。它好玩，卻驚人地簡單，讓公

行，院方視那些藝作為樓房建築及

化及出版界」。近期曾參與展覽包括：《周俊輝》（2018 年紐

的、放在醫院大樓外的移動雕塑裝

或裝置，與醫院樓房的興建同步進

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先後取得藝術學士（BA）及藝術碩士

專屬此地的藝作。藝作的具體製作

意義上的「公共空間」！

（MFA）。2012 年以藝術家身份參選香港立法會「體育演藝文

裡。我又想到 Roman Signer 構思

周俊輝

至醫院周邊的地形地貌，創作出

杜琪峯電影裡面的
四個人物，
是這樣
面對自己的厄運。」

因此，超卓的藝術項目，糅合建築和大自然，
是落實「Livskraft」這整全保健創見的核心元素。

「面對壓抑，
香港人是如何反應？

我們相信藝術具有治療傷病、提升個人和社會福祉的力量。

黑社會（2005）

文雀（2008）

柔道龍虎榜（2004）

銀河映像 2005 年焦點作品，杜琪峯自言本片是

被譽為杜琪峯給香港的情書，面對不少舊建築遭

香港經歷沙士疫潮後 2004 年上映的勵志電影，

一部「文學的角度」的電影。作為杜氏個人執導

到拆卸，導演用三年時間記錄香港鬧市的獨特面

同時也是杜琪峯向偶像黑澤明致敬的作品，據說

作品中故事結構最完整的電影，電影講述本地黑

貌。全片故事非常簡單，一個四人扒手集團分別

杜氏本人非常喜歡本片。患有眼疾的柔道高手

幫和聯勝改選龍頭大佬，阿樂（任達華飾演）和

碰上一名神秘女子珍妮（林熙蕾飾演），並被女

司徒寶（古天樂飾演），因為意志消沉而放棄柔

大 D（梁家輝飾演）在選舉後搶奪作為權力象徵

子利用他們偷取自己被人扣留的護照，但最大賣

道，變成嗜賭酗酒的歌廳經理。面對四出找人決

的龍頭棍，幾經火拼才滴血和解，而鬥爭卻沒有

點是遊走香港街頭窄巷的電影場景，充分反映杜

鬥的應屆柔道冠軍東尼（郭富城飾演）、宿敵李

真正結束。表面上，它是一部黑幫電影，但實際

琪峯對舊香港的眷戀。

亞岡（梁家輝飾演）的挑戰，加上要保護來香港

上杜琪峯卻在諷刺現實的小圈子選舉，續集《黑

當歌星卻被逼良為娼的小夢（應采兒飾演），司

社會：以和為貴》更是進一步描述背後的原因是

暗戰（1998）

來自中國大陸的干預。

銀河映像成立後，杜琪峯首次成功平衡風格與市
場的作品。電影找來外國團隊參與編劇，故事講
述罹患癌症的張華（劉德華飾演），選中在警隊
中被投閒置散的何尚生（劉青雲飾演），兩人展
開了一場72小時鬥智鬥力的遊戲，惺惺相惜，張
華亦借機會為父報仇。有別於成立初期的非主流
創作路線，電影成功讓銀河映像走入主流市場。

杜琪峯鏡頭下
香港人逆境自強
撰文 // 翁時樂

面對逆境，深明自己形勢比人弱的飛機選擇逆來順受，嘗試過找人
幫忙但失敗告終的珍妮打算自己面對，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的張華誓
要為父報仇，屢戰屢敗的小夢仍然堅持不放棄，這些都是他們對抗
命運的方式，也是導演言志的化身。
在現實生活中，杜琪峯又是如何面對逆境？
「做，做才是最重要。自古成功在嘗試。一個衝擊過來，就看你夠
不夠硬淨。活在這時代，不甘心就不要扮甘心，每場仗都要輸得心
甘命抵。我活著，因為我是我。」杜琪峯曾經在一個個人專訪中談
到自己如何應對時代的衝擊。或者於他而言，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
挑戰，關鍵只是如何應對命運。

徒寶的心眼變得清明通透，再度燃起鬥志。

不少人認為杜琪峯的電影是黑色電影，故事充滿著宿命論，但若然
電影是現實世界的一面鏡子，杜琪峯鏡頭下的角色就是香港人逆境
自強的寫照。

當中自然會有成功也會有失敗，就正如飛機、珍妮、張華和小夢，
但更重要的是縱然身處逆境，仍然要積極面對。飛機和珍妮看似向
命運低頭，但其實他們正正是絕不甘心，就算當下暫時妥協，他們
也會等待時機，隨時準備再度接受挑戰，就好像張華和小夢明知結
果，仍然會繼續嘗試。

一路走來，杜琪峯都在困難中尋找機遇，就如同香港人面對不斷變
化的社會環境一樣。

對於那個剛走入電視台做打雜的年輕小子，挑戰是如何學習更多關
於製作的知識；未夠 30 歲便初嘗執導滋味，衝擊可能是發現電影
世界原來與電視台迥然不同。成為成功的商業電影導演之後，他又
明白到只拍商業電影便不能主導創作，於是毅然決定自立門戶，到
了今天作為最具代表性的香港導演，他又要思考如何面對中國內地
市場的挑戰，還要扶植新一代電影人……

撰 文 // 陳 奉 京

攝 影 // 范 家 朗

書籍就是為那些消逝的
留下證明

彭秀慧

訪問約了在彭秀慧（Kearen）戲劇起步的地

方，香港演藝學院。也許初心沒變，但她的
身份早已與當年還在學校讀戲劇的那個女生

不一樣。她的創作領域跨出了舞台，跨向了

「第五藝術」的電影，她是演員，是編劇，也
是導演。首次執導的電影《29+1》去年上映

後，讓更多人認識了這位早已在舞台劇上風

生水起的創作人，也讓她摘取了金像獎最佳

新晉導演獎。

Readin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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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最初的舞台劇版本，還是後來的電影

色，也不理世間的人怎麼解讀他的東西，他

Kearen 看過一齣舞台劇，劇中有句台詞令

但她又認為黎堅惠是一個很值得講講的人，

版，《29+1》感動了不少人。這次，請她一

只是享受自己的創作，風雨不改，無論在哪

她至今印象深刻—「機場拆了，九龍城急

她形容，放在今天，黎堅惠就是一名真正稱

起來閱讀香港，聽聽那些曾感動過她的書，

裡，有空位就去做，這個精神很值得學習。」

速發展，望住香港某一個地方，你望到的是

得上「KOL」的人。「KOL 不只是出 post，

「他不覺得那是創作，這是他厲害的地方。」

什麽？望到的是一個貪字。」她說，「因為

有很多 like，而真的是有看法，在某個領域

同樣是創作人，Kearen 特別仰慕曾灶財創作

要換來商機，要換來樓盤，有很多我們不應

是頂尖的人物。她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的

態度的純粹，
「我們自己做創作，很多時都會

該忘記的東西，會被抹去。」關於曾灶財，

人生，很有型。我覺得香港有這樣的一個女

進入『我現在要創作』、『我要做一件作品出

Kearen 認為他至今沒有得到香港人應有的評

性，很正。」Kearen 說。

傍晚，演藝學院校園中一個安靜的小花園

來』的心態中。寫一個劇本，我們都會希望

價，而她很慶幸有這樣一本書去講他，那位

裡，當彭秀慧開始分享第一本書《九龍皇帝

有人看；做個舞台劇出來，都是希望有人讚

永遠的九龍皇帝。

The Art of Treason》，談到九龍皇帝曾灶財

有人買票。我們都是有對象的，儘管創作過

本人生活的精彩。她在書裏面不僅講時裝品

時，頭頂上轟隆的飛機聲，彷彿撕開了一個

程是從自己出發，但最後還是有受眾，不過

牌、怎麼看這些時裝品牌，也講了她生命中

時光隧道的入口，要把我們拉回到那個九龍

曾灶財可能沒我們想得那麽多。他只是將那

遇到的人，以及與這些人做過的事；書裏有

皇帝仍活在世上的時代。

變成一種生活。」

她的筆記、看過的書、舊相—她曾經每天

以及書裡的那些人和事。
香港人不應忘記的九龍皇帝

這本書的精彩，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黎堅惠

拍下自己的穿著，甚至有從櫃桶底拿出來的
Kearen 記得自己小時候住的樓下不遠處，

令她感慨的是，如今這一代人未必知道九龍

私人電郵。在 Kearen 看來，這本書更像是黎

某個燈箱上就有九龍皇帝的塗鴉。她曾經被

皇帝是誰，
「因為他的作品基本上已經逐漸從

堅惠的個人小傳記，從排版設計到文字內容

這種別樹一幟的「書法」所吸引，心中充滿

街頭消失。」從曾灶財的離世、其作品在街頭

都「很有人味」。她喜歡這本書，甚至坦承自

了好奇，但每天的經過，也終究讓這道風景

的消失，Kearen 想到的是這個城市的發展邏

己有生之年要是也能出一本這樣的書，一定
彭秀慧

會很開心。

變成了習以為常。她說，身為城市人，在急

「香港很不喜歡保存，所有的保存都是
輯—

速的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情就不會再以欣

翻新、重建，但是有一種保護，是真的保留

賞的態度去看，「見到都好像見不到」。到

它的原汁原味。香港曾經有一些很漂亮的建

長大後，開始有人向九龍皇帝致敬，講述他

築，或者很有時代特色的那種美的建築，現

的興趣，想學習一下陌生的領域—她也買

的故事，她才開始明白，這其實也是藝術，

在都變得愈來愈少，因為我們要發展。」雖然

過一些外國出版的比較工具性的時裝書。然

是「真正的藝術」。她在成長過程中，也目睹

從事表演藝術，但 Kearen 一直很喜歡建築，

而，她在閱讀過程中卻發現，另一個人在另

曾灶財的街頭創作從瘋漢塗鴉到成為藝術市

無論人在香港還是身在外地，她總是被各種

場的搶手貨，成為被人消費的商品，甚至被

建築的美所吸引，但小時記憶中的建築，在

人抄襲。她想到這個城市是如何對待藝術品

這十幾二十年間，總是像曾灶財的街頭塗鴉

天色漸漸暗下去，訪問轉移到室內繼續進

的，
「藝術品是否真的只存在於藝術館？將藝

一樣，不知不覺地從人們視線下消失，無聲

行。學生練習樂器的聲響，在演藝學院並不

Kearen 的劇本寫過不少女性角色，有些由

術品商品化，令消費者能夠購買的，那些又

無息。她憶起有次開車經過尖沙咀，突然發

算大的建築裡迴盪著。我們找了個位子坐下

她親自飾演。我問她，會否將黎堅惠的「有

是不是藝術？一個隨意的人，無機心想過要

現自己的視野可毫無障礙地直穿對面海，她

來，Kearen 開始講起第二本書《時裝時刻

型」，挪用到自己創造的角色中去？她說暫時

將自己放在某個位置的人，他的創作難道就

才發現小時候總掛著一塊大大廣告牌的新

1987-2007》。

未有這樣的想法。
「讀書是一種點點滴滴的日

不是藝術嗎？」

世界中心已經拆了，在海港旁變成了一個

香港跨媒體工作者，身兼演員、編劇、導演等職。2014
年香港傑出青年，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晉導演。

黎堅惠是一名真正的 KOL

那時買下這本書，是 Kearen 突然燃起對時裝

一個專才領域裡怎樣走自己路，她揣着怎樣
的生活態度過人生，同樣值得自己學習。

積月累，你不知何時影響了自己的價值觀。

「窿」—她說，那種「沒了」的感覺特別強

第二本書是關於時裝的，作者是已離世多年

看那麽多書，看不同的東西，你會知道其實

在 Kearen 眼中，曾灶財是一個先鋒。「他

烈：
「一首歌可以繼續聽，一部電影還可以繼

的黎堅惠。Kearen 一開始坦言對這本書沒有

有很多與你不一樣的人，有很多比你活得更

持之以恆地在所有地方塗鴉，又有自己的特

續看，一座樓拆了就是沒了。」

太多東西可以講，畢竟自己對於時裝並不熟；

精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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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這位舞台設計師。裡面有陳友榮舞台設計

畫面。舞台不同電影，是整個畫面都接收，

留下的照片，每一張都美妙絕倫，也有他的

它每一個位置，觀眾都是能看到的，所以怎

朋友們為紀念他所寫的文字。Kearen 因為

樣去擺這個畫面出來，就是舞台設計師的工

這個訪問再次拿起這本書時，心裡仍為這個

夫。」但是舞台設計的特點，就是一旦演出結

「無法接受的失去」而隱隱作痛，但她說這是

束，舞台便會拆卸，觀眾只能在演出現場可

一本充滿愛的書，每個參與的人執筆寫下裡

以真正感受到舞台設計師的用心，以及那一

面的文字時，都當作是仍當着他的面，在和

霎那的震撼。而隨着舞台設計師的離去，便

他談天。
「這是一本充滿愛的書。好感恩我們

只剩下當時拍下的照片以作憑弔。

為他留下了一些痕迹，很想大家知道香港曾

仍很掛念他，陳友榮

在 Kearen 記憶中，陳友榮在演藝學院讀的原

經有一個那麽傑出的舞台設計師，去了解他

斯人已逝。整個訪問，Kearen 有句話說得特

的視野、他的破格，他所成就的東西。舞台

別擲地有聲：
「不要覺得只有以前的東西才是

設計師的重要性，就是創造了一個世界出來

黃金，一定要讓每一個年代都可能成為黃金

的，特別我做獨腳戲，舞台設計做出來的景

年代。我們做創作，比如電影，很多人一定

其實就是我的拍檔、我的對手。有時一個台

會覺得八、九十年代才是香港電影的輝煌，

不需要演員走上去，只要看那個設計，可能

現在已經不是，那我們還在做什麽？我只說

已經在講故事了。」

藝術創作，如果傳到了我們這一代手上，可
不可以去做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創造

是道具，後來才慢慢成為香港一位很出色的
在我們轉移訪問地點的途中，拿着書的

舞台設計師。
「他是一位瘋狂的人，日以繼夜

Kearen 特別提到了陳友榮為詹瑞文《萬世

Kearen 突然語帶調皮地問道：「我像不像教

地工作。他的樣子很嚴肅很 cool，但一說話

歌王》設計的舞台，提起這個時眼裡還泛着

書的？」果然後來遇上幾個和彭秀慧熟識的

就超級幽默。他的幽默是一種冷幽默，他自

淚光。「當時就是在演藝學院這個場，一個

最近她正忙着為 4 月的舞台劇排練，其獨腳

人，也都問她是否回來上堂。但彭秀慧很肯

己卻不笑，你會被他氣死。」Kearen 這樣評

很巨型的咪，一個很細小的表演者，是最後

戲《月球下的人》將再度公演。據說，那是

定的告訴我們：
「我不會去教書的，因為我不

價陳友榮。他與很多知名劇場人合作過，包

的一幕，很震撼，震撼的不是演員，是整個

一個關於夢想的故事。

想進入體制。」

括詹瑞文、白雪仙等人。
「他主要的合作夥伴
是林奕華，我每次去看林奕華的其中一個原

但這個校園卻應該給 Kearen 留下不少美好

因，就是很想看他的設計。」Kearen 也與他

的回憶。第三本書的主角陳友榮，就是她在

合作過兩次，但她惋惜那兩次演出都不是大

校園時代就認識的人，只不過陳友榮一直在

型演出，而陳友榮最擅長的就是大型的舞台

幕後，行外知道他的人不多。「這本書真的

設計，可如今卻再無機會與他合作。

我們的黃金時代？」

彭秀慧薦書
《陳友榮設計．本
《九龍皇帝 The Art of Treason》

《時裝時刻 1987-2007》

（Book of Ewing）》

作者：鍾燕齊、陶傑

作者：黎堅惠

作者：潘詩韻等人

出版社：Cup Magazine Publishing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

出版社：陳友榮紀念設計

是……」她在開始介紹這本書時，停了一停
頓，嘗試維持一種平和的語氣，「這本書是

2014 年，陳友榮離去得很突然。「當時我們

講一位舞台設計師的，講他的設計，大家好

全行都很震驚，很是措手不及。」Kearen 說。

像不是特別留意到這本書。我曾經在台南的

陳友榮入院前一天還在和人開會，並約好了

一家咖啡店見到另一位香港舞台設計師出的

兩天後的會議，然而卻在三天內，他因為突

書，我覺得好厲害，可是在香港的咖啡店卻

然不舒服而入院，不久便撒手人寰。於是很

未必能夠見到。」

多同行、朋友決定出一本這樣的的書，去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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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曬皮（Jasmine Tse）

受 80 後、90 後喜愛，其中一方面的原因，

現在年過 30 歲再讀這本書，感受卻大有不

香港插畫師，先後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和倫敦

是她所呈現的價值觀與這一代人貼近。世代

同。她說，李怡是一個有智慧的人，儘管讀

藝術大學，從 2013 年在網上發表插畫活躍至今，出版著

之爭可說是這幾年間香港社會的一個主題，

完他的書後，還是找不到自己和他或者那一

不同世代的人因為價值觀不同而互相看不順

「我多留意一些瑣碎
代人有任何的共通點—

眼，老一代罵新生代是「廢青」，新生代回敬

的事情，他講的卻是一些內在一點的感受，

一個「廢老」。從謝曬皮這個藝名，亦可見她

或者是一些家國大事」。

作包括《我活著就是罪》、
《毒自去偷歡之泰晤士河畔》、
《一舊舊舊》、
《新西遊記》。

是典型的新生代，貼在其工作室外的「今天
不想工作」幾乎算得上這一代共同的人生格

「正是因為不同，所以愈是要看多些。
」她說。

言，卻往往又是遭致老一代指責的焦點。像
所有年輕人一樣，她不喜歡老一輩的說教。

據她觀察，香港一些新生代的作家，文風往
往都以尖酸刻薄見稱，而李怡卻特別地溫

「老人家經常用自己的那一套去衡量我們，覺

柔，
「就算講一些很尖銳的話題，也是很溫柔

得他們懂的東西我們不懂，大部分老人家都

地說出來，這是我需要學習的東西。同一句

是這樣，我家裡的也是。所以我很討厭聽他

話用不同的語氣說，會有不同的效果。他怎

們說話，就算有道理也不想聽。」謝曬皮說，

樣待人處事，也很值得我學習。」她說她不是

「而李怡很明顯不是那樣的人。」

完全不明白上一代人的心態，因為自己的興
趣與創作，她也接觸很多舊事物，比如八、

2015 年，謝曬皮到英國讀書。她的空姐朋

九十年代的電影、漫畫。
「我知道他們為何會

一個 喜 歡 看 陰 謀論 的 「麻 甩 」 插 畫師

友去探望她的時候，帶了一本書送給她，正

有現在的那種想法，因為他們曾經生活在那

是李怡的《心靈絮語 90 題》。「不知道為什

麽繁榮、所有東西都在盛放的時候。」

謝曬皮

麼，空姐好像都喜歡看心靈雞湯，我朋友肯
定不知道李怡是誰。而這本書，一定很多人
覺得是心靈雞湯，但其實不是。我以前並不
喜歡李怡，因為政治立場相差太遠。但這幾

從 2013 年在網上發布插畫爆紅至今，插畫師

「謝曬皮」的生活態度，或許並非只是營造

年自己在政治立場上的尖銳也已慢慢被歲月

謝曬皮在 Facebook 的粉絲已經超過 13 萬。

出來的形象，她說她的閱讀狀態大多時候都

磨蝕，不像以前那樣在意，而且李怡的文字

她擅於觀察生活中的細節，再用自己的畫筆

是癱在家裏的床上，而書的娛樂功能，對於

很好，尤其那時在英國，很想看中文書。」於

轉化成趣味十足的圖畫，用她的話形容，那

她來說很重要。說起有關香港的書，她讀

是，一本看似心靈雞湯的書籍，成就了一場

些插畫或許有點「低能」，卻又實實在在地

的大多是由本地插畫師、藝術家出的圖集。

世代之間的「對話」，儘管謝曬皮曾在書展見

引起了很多觀眾的共鳴。藝術系畢業的她曾

「文字很多的那種，我讀的大多都是外國的。
」

到李怡，也是遠遠站著，不敢走過去來一場

經在訪問談自己的閱讀，說《道德經》是自

她說。

真正的對話。

己最喜歡看的書，老子是影響她最深的哲學
家。當我跟她說起這件事時，她謙虛地說：

聽一位 80 歲老人的絮語

眼中，很多其實都是類似「阿媽是女人」的

「扮嘢啫，很久以前的事啦。這次訪問是不是
要講很深奧的？我只能講低能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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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絮語 90 題》所探討的東西，在謝曬皮

謝曬皮出生於 80 年代末，她的插畫之所以廣

常識性東西。以前抱着娛樂的心態去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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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他在佐敦看過 UFO

謝曬皮薦書

難有結論。從事藝術創作，總有些奇思妙
想，也容易被別人的奇思妙想所吸引。比起

「你有沒有見過 UFO？」講到第二本書

《Project After Dark》來，楊學德和門小雷

《Project After Dark》時，謝曬皮問了一個這

的畫集顯然本土很多，裡面會有許多港人熟

樣的問題，「很多人說在華富邨見過。」我反

悉的場景或港人引以為傲的文化符號，如港

問她同樣的問題，她也說未曾見過，但她堅

式的街頭、招牌、建築……但這個基調裡，

信 UFO 的真實存在。

一樣有各種奇思妙想，比如前者的《標童話

《心靈絮語 90 題》

《Project After Dark》

《標童話集 5 蒙主寵召》

《Kylooe 2 綠色隧道》

作者：李怡

作者：梁偉庭（Prodip）

作者：楊學德

作者：門小雷

出版社：天地圖書

出版社：Kubrick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

集》、後者的《Kylooe》。而連結起謝曬皮
《Project After Dark》是一本有關陰謀論、

的，是大家都喜歡描繪夢境。

神秘學的插圖集，以講外星人為主。「這本
書像打開了一道門，開啟了我對神秘學、陰

「楊學德很喜歡講自己發夢，把自己發夢的

謀論的興趣。」買下這本書的時候，謝曬皮

內容都畫出來，夢的內容亂七八糟的，什

還是一位大學生，不僅不知道神秘學是何

麽都有，不過主要是沒穿衣服；門小雷的

物，也仍未開始插畫創作。據她了解，作者

《Kylooe》，也是講夢的，描繪了很多夢境。」

梁偉庭（Prodip）之所以對神秘學一類的東

兩者的風格固然很不同，楊學德畫風麻甩，

藝術家的工作室並把它們一一速寫下來。在

插畫家，偶爾會拋出一些頗有思辨趣味的話

西有興趣，正是因為他曾經在佐敦的碼頭看

刻意把人物畫得很醜，有種獨特的幽默感，

謝曬皮眼中，楊學德是香港插畫界最為獨特

來，比如，我們說到一個人對自己的評價

過 UFO。除了作者的背景，這本書幾乎沒有

令人看了會心微笑，而門小雷剛好相反，人

的一位，他出的每一本畫集看上去都「亂糟

時，謝曬皮有一套理論：那些常常標榜自己

什麼香港的內容，但讀者可以通過這本書，

物都畫得很美，細節也非常豐富。這種不同

糟」的，像隨手寫下的日記，卻令人看得很

是怎樣的，通常都不是，
「但因為我知道這個

去欣賞一位本土的藝術家，如何用畫筆去演

或許還反映在兩人的工作室，楊學德的《標

舒服，也特別有趣和飽含親切感。
「書中的手

理論，所以又不能運用到我身上」
；當她評價

繹他對神秘學的理解。謝曬皮喜歡這本書的

童話集 5 蒙主寵召》前半部分剛好走訪多位

寫字，有些人會覺得很肉酸，但我就覺得很

自己是一個懶人時，又有一個說法：所有的

精美，喜歡它的物料和用色，後來她得知

本土藝術家的工作室，將它們速描下來，其

好看。這些是最好看的字，比打出來的字更

勤力都是為了懶，前面愈勤力，後面懶的品

Prodip 是本地饒舌搖滾樂隊的成員，在隊中

中便有門小雷的。楊學德發現幾乎所有的工

好看。」

質就愈高。看似矛盾的話中，細細一嚼，又

擔任低音結他手，對他更是肅然起敬。

作室都很亂，包括他自己的，只有門小雷的
很整齊，這對於楊學德來說，很是意外。

我跟她提起早前看了一個電視節目，一位前

有一定的道理。
對於楊學德的喜愛，謝曬皮溢於言表，甚至
視之為啟蒙老師，說自己很多東西都受他的

雖然也有自己的喜惡，但她看書其實頗雜，

天文台台長出來解釋看到 UFO 的部分原因是

在讀《標童話集 5

影響，包括畫風和思維方式，這次拿來分享

買的書也很多，「家裏幾乎整間房都是書」，

天文現象。
「即是他想幫手掩飾？」謝曬皮的

蒙主寵召》時，謝

的書，上面就有楊學德的簽名和為她畫的

有時「買了就當看過」。最近她很喜歡看犯罪

反應很快，果然是一位熱愛陰謀論的人。她

曬皮也很意外。她

人像。說起自己跟楊學德的相像，她主動提

題材的書，有關犯罪的案件或心理學，對於

說：
「這是陰謀論最發達的一個時代，因為網

意外的是，在她印

起以前有人質疑她是抄襲楊學德，她說多年

她來說，那是完全沒有掩飾的「最真實的東

上的人看什麽都信。資訊太流通了，令更加

象裏，楊學德很少

來都否認，這次卻想藉着這個機會承認了這

西」。她突然想起自己閱讀文字的興趣起源。

多人留意，我也是這樣。」

出去社交，大多時

件事。在這本畫集裡，她看到自己的偶像即

「我喜歡看書其實是因為肥佬黎。最初會看一

候呆在自己家裡，

使已有相當的地位，卻依然在嘗試不同的畫

篇正正經經的文章，就是看《蘋果日報》上

是那種「喜歡和自

法，去提升自己。

的兇殺案，那時的《蘋果日報》會很詳盡地

楊學德的麻甩、門小雷的細膩

寫一單兇殺案。這些是人都喜歡看的吧？我

己相處」的人，而
UFO 是否真實存在，也許並不重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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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他卻走訪多位

面前這位時時不忘自稱低能、麻甩的新生代

想它應該算是我看文字的啓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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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MATTERS
撰 文 // 三 三

好的雜誌，讓你看到世界；更好的雜誌，卻是讓你看到人。

攝 影 // 謝 浩 然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006 年末，Amber 和 Raymond 以香港設計為主題，為共
同編輯設計的 RMM（Ready-made Magazine）劃上句號。

H o w

F a r

C a n

W e

G o

R M M 我 們 的 雜 誌 年 華

以 A Journal for Inspiration and Style 為定位，RMM 在
2005 年面世，以免費形式在香港派發，並在其他國家獨立
書店發售，直至 2006 年尾出版了最後一期（共 13 期）。
2008 年，RMM 邀請了一些合作過的朋友們，在香港 agnés
b.' s Librairie Galerie 進行主題為 emotions 的展覽，同時推
出了 RMM 的 special edition 限量畫冊。
有關這本雜誌的消息就此告一段落。
12 年後的今天，這對夫婦檔卻正在籌備新雜誌的出版工作。
繞了一大圈，由 20 代成長為 30 代，中間事業持續發展，家
庭添了孩子，生活日程也排得滿滿的，為何再做雜誌？
「是因
為我們提早的中年危機。」
如果這叫做回到初衷，那初衷是什麼？大概就是對成長的渴
求，對自己的好奇和未知。
我們，還可以走得多遠？

左 // 2006 年 10/11 月刊，面世一年後，RMM 以綠色為主題，分享大自然如何孕育創
意。Green Issue 封面做了特別處理，die cut 出花葉的線條，回應自然氣息。
上 // RMM 的創辦人：Amber Fu（符清）和 Raymond Lee（李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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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有沒有網絡或社交媒體，始終不斷有人

者一樣，難忘看到這本免費派發但無論設計

（訪問港台 40 多個不同界別創意人，相關文

以獨立雜誌或 Fanzine 的形式，持續創作，

或內容都耳目一新的雜誌時的興奮，每一期

章及視頻可以在 RMM jounal 的網站及 FB

表達想法，分享信念。每一本獨立雜誌，

都期待下一期。

讀到），當中有一部分是關於台灣的。與當

就像一個一個性情和興趣各不同的朋友。
Fanzine，猶如 "friend zine"。

地朋友在台中一間酒吧傾偈時，他也可能感
旁邊的人看着好好的，但對於箇中人的感

覺到我們狀態不妥，不知想做些什麼，很

受卻又不同。Raymond 和 Amber 當時只覺

悶；他就說，不如你們出返書吧，做返一些

當時的 RMM 視野觸及世界各地，每期訪問

得，無法再長期持續地以同樣方式做同樣的

或展示各地設計師、藝術家或其他界別創作

事，於是在第 13 期的香港主題後，將雜誌劃

人的意念

上句號。停下來去沉澱自己，才是他們當時

作品。不是那種抽象的「國際

化」概念，Raymond 和 Amber 只是純粹地

的迫切。

介紹自己心儀的創作人，喜歡的作品，並嘗

「只要是我拿手的事，
無論年紀多大，都可以做到，
只是形式變了。」

你們拿手的事情。」
Amber 形容，人在某些迷惘的時候，有些
聲音會久不久就湧現腦海，「不如出返書
啦！」就好像一個回家的召喚，回到自己熟

試將印刷品的設計和製作，與內容連成一

中間，他們也曾蠢蠢欲動，「獨立雜誌其實

悉的領域吧！但另一個問題又出來了：「出

氣，所以每一期雜誌在設計和裝幀上都有不

成本不多，我們也想在複雜的商業項目以外

書，什麼人會看？和我們同年紀的都 30 多

同的面貌。

尋找平衡。七、八年前曾經打算做一本關於

歲了。但回心一想，又覺得只要是我拿手的

奈良美智的，訪問內容都做了，插畫也畫一

事，無論年紀多大，都可以做到，只是形式

開放的視野，從容直率的文風，不拘一樣的

些。但做做下，發現有些唔對路，便放下了

變了。」

設計，讓讀過的人都印象鮮明，或者會像筆

沒有繼續。直到前年，我們做 RMM People

2006 04/05

2006 08/09

2007 07/08

2006 11/12

2006 年 4/5 月刊，以 Amber 和 Raymond 十分喜歡的

2006年8/9月刊主題是Cheers，貫徹Amber和Raymond

2007 年 7/8 月刊封面是亮眼的熒光橙色，介紹了五個同

2007 年 11/12 月刊以純藍色做封面，主題是 "Home is

創意之都倫敦做主題，介紹五個倫敦創意人和他們的生

一直以來用雜誌「分享生活裡珍藏的快樂時刻」的理念，

樣以圖畫呈現繽紛奇幻世界的藝術家 / 插畫師 / 畫家和設

where my heart is"，內容包括 Henry Steiner 在內的八

活故事外，也分享了他們珍視的東西和終生夥伴。

邀來本地和外國不同創作人還有他們自己分享生活中的喜

計師及作品，叫人重溫在畫紙上畫畫的驚喜和快樂。

位香港設計師的專訪。為 RMM 劃上句號。

悅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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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顧 RMM 的過程中，兩個人談得更多，

邊反應還可以，台灣那一班人的故事性雖然

其實是生活經驗和價值觀，也是這些無法用

很強，卻反應不好，說明了 RMM people 是

數字去衡估的東西，令他們又走上雜誌的路

失敗的。我們不是社交媒體的能手。如果我

上，再行探索。

們不擅長，為什麼要迫自己去做？這種失敗
的感覺不好，因為在商業個案時我們的角色

留着小鬍子但目光經常流露出童心的

就是要幫客戶與人溝通，一直都很順利，客

Raymond 說：
「是價值觀問題。在台灣在香

戶也很滿意。到發現沒有客戶的 branding 或

港做了 40 個訪問，共通點是他們都將自己

resource 時，便完全 fail，怎麼辦？」

的長處呈現出來，也要咬實牙根去繼續做，
中間雖然有很多事情發生，無論好不好都只

由這次失敗經驗再啟動時，他們卻是從年輕

是諗辦法去繼續，幾純粹。所以我們構思再

實習生身上，悟出了新的可能。為了尋找新

出版的初時也很簡單，只是盡快做出來了結

的模式，尋找新的讀者，即將面世的雜誌

心事。

也會以這些年輕人主導，「這次的目的和做
RMM 時一樣：想知道我們究竟可以去到多

「但一路下來，與不同世代的人去傾，發覺

遠，做這件事在市場上的價值又是否只存在

衍生出的內容不一定只在書中出現，也可以

於香港？或者可以 reach 多少人。我們沒有

在書本以外伸延—藉着不同媒介去表現一

定一個數量做目標，但我想知道我的同事講

些我們很珍惜的價值觀。生活一直要面對很

唔講到國際化的語言，外面的人又明唔明白

多事，當中若有些令我們執著去做的，便是

香港。」

「我們嘗試以生活中珍惜的東西為出發點。」

很開心的事。紙印刷品便是其中一樣。」
他們擔當的角色，只是定好整體的 mood，
RMM people 計劃中也包含了視頻，但用今

當中包括香港的訪問和插畫，雜誌以英文先

天社交平台普遍的要求來說，這些影片的低

行，部分可能會有中譯，便放手讓年輕人去

瀏覽量也是可以預期的，影片完全沒有理會

構思進行。

什麼 10 秒黃金公式，也沒有分鏡剪接，沒
有 KOL 咬牙切齒式自說自話，只是一個個

「我們的經驗是來自書籍、紙張，對於他們是

朋友面對鏡頭和他們的朋友們真摯地分享自

否一些新鮮的事？大家能否磨合然後做些有

己的信念，如果有耐性看這幾分鐘，就會看

趣的東西，而不止是 A 套餐 B 套餐？紙張有

出在網絡上不容易有的「真」。

很多質感，我們盡量讓年輕人摸多一點，搵
方法讓他們做內容。這是一本關於 lifestyle

雖然兩人都知道自己並不是想做一個視頻媒

的雜誌，但怎樣去講 lifestyle，一定不會是舊

體，但仍承認「這個計劃是 fail 的。香港這

式的，用什麼角度一直在摸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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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rite Print Matters
撰文 // RMM

蔡國強

《我是這樣想的》

Adam Dant

《50 People Of East London》

「我們也很期待結果，一定會是好的，
因為是全新的東西。不是重溫 RMM ，而是突破。」

Amber 直言，她和 Raymond 從小的教育，

們來說，這項目儼如做一個 project。初時我

「是希望跳出自己的世界。這種想法我們也希

還叫他們睇多點雜誌，感受下紙本的 flow 和

望交棒俾下一代人。當他們知道自己有份做

節奏，他們也不太看。但只要他們搞掂便可

的這本雜誌可以在日本或英國的書店出現，

以啦！我們的底子不夠，工作時發現不足便

第一次聽到蔡國強的名字是十多年前跟一位日本

這本書除了搞笑以外，其實也蠻現實的，城市的多

他們應會有 inspiration。How far you can

即刻學即刻問。這班年輕人卻很有根基，他

音樂人工作，她突然問我最喜歡的藝術家是誰，

元我認為除了反映到當地的發展潛力外也反映了當

go? 年輕人一定有這種想法。」

們是我們出書很大的動力。我們也很期待結

我摸不著頭腦為甚麼問這問題，她雙眼發亮地說

地人的價值觀。有一次問朋友們以前的中小學同學

最喜愛的藝術家是中國的蔡國強，難道你不知道

有沒有從事特別的工種，有一位朋友：擔保人，他

他？當時我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直至北京奧

的工作就是簽名做擔保人。

運的煙火作品才留意到這位備受外國推崇的藝術

果，一定會是好的，因為是全新的東西。不
過程中當然有普遍的世代矛盾，或話不投

是重溫 RMM，而是突破。」Amber 說：「他

機。
「以前我們想睇嘢，付出的是我們，會專

們做完了，就考我們功夫：怎樣去建立一個

家，看了一些他的訪問，梳著平頭裝面上掛著純

如果有一本 50 People Of Hong Kong 也會很有趣對

誠走去一些地方去搵一本書，要儲錢去倫敦

community 出來。不只是做社交媒體，而是

真的笑容說著最平常不過的事，然後發表那些讓

吧？是吧……？

聽歌；以前是只要努力，就可以 reach 到，

為雜誌找出一個 community，也是整件事很

人膛目結舌的作品，我漸漸開始成為他的追隨

眼界是這樣打開的，而不去想中間的困難。

重要的一部分。」

者。這本書是由台灣出版社出版，是少數記錄他

現在不同的是，資訊唾手可得，反而沒有機

個人經歷的出版。

Maira Kalman and Alex Kalman

《Sara Berman's Closet》

會睇到中間需要的努力，所以不知道怎樣去

訪問中，Amber 和 Raymond 不止一次提起

reach，中間空白了，不知怎樣做，所以無信

奈良美智，「工作中，我們經常有機會接觸

心，意志不堅定。」

到叻人，但他們的共通點是，很純粹，很
honest。」

Maira Kalman 是我最喜愛的插畫家，她的幽默感

「所以要去追求一些東西，一定要參與，沒

充滿個人風格，從她的作品看到不一樣的觀點，

有這個 practise，無論在學業或事業上，怎

「我們要和他們找出共同的價值觀，不止是外

樣去得到自己想要，要有方法。怎樣學習就

間覺得好唔好，靚唔靚，所以經常要抽絲剝

視乎個人。但既然我做的新書以年輕人為對

繭。大家即使方法風格不同，但有自己的執

象，就要聽他們的。我試過的，他們將來也

著，又不是自圓其說，我們想找這些人合作。
」

她透過畫插畫去實踐自己的想法，無論是對自
我、人生、社會。看她的書會令自己莫名勇敢起
來：
「對啊，為什麼不去做呢？」
這本書是她最新出品。

Words by Joseph Markovitch;
Photographs by Martin Usborne

《I've Lived in East London
for 86 ½ years》

紀階層，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一個人只要性格上有 style，就做乜都得。思
考方法很重要。我們會因應那個人的特質去

能夠調整心態，一切便舉重若輕，甚至有很

找他們。」

這本書我們特別喜歡借給香港的朋友看，尤其做社

多驚喜時刻，讓工作時恆常處於繃緊狀態的

區工作的。透過社區的小人物，為社區歷史做了一

他們，放開習以為常的框架。
「因為他們是白

看到不同人的特質，尋找相同的價值觀，是

紙一張，沒有『死鼓鼓』的既定想法。對他

從前的 RMM，也可以預期是 RMM 的未來。

些註腳，是另類的旅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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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試，那倒不如試下他們的。人去到某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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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前陣子自己開始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
行動是替思考尋找答案的唯一方法。

人如其食推理學
因此早前金秋澄藍的10月裡，我隨一旅行團去了意大利遊覽彩色小島和古城。
《生命拼圖 2》

一 啖 餛 飩

一 碗 麵

去到一個叫 Massa 的海邊小鎮，在一間床頭畫了橘色花卉牆畫的寧靜小房
裡沉沉睡了一覺後，胃口大開，正好去吃一頓豐盛的早餐，同時悄悄進行
一項人與吃的行為考察研究，我稱之為：
「人如其食」推理學。
這次意大利之遊，目的很單純，有幾個世外桃源的小村古城想去看，但路
程曲折安排很費勁，剛好見一旅行團有此行程，反正多年沒試跟陌生人同
行，就試一下。

臨近過年，從台灣回港翌日，我去醫院探望大班時，他正在吃飯。
飛抵羅馬，吃第一頓晚餐時，20 個陌生人如同一個香港微小縮影，大家因
一盤菜心，切成小片，他吃光了。接著兩大塊紅燒牛𦟌（腱）撕成小塊連

吃開始交談。

汁拌飯，也全吃光。默默看他此刻吃東西的專注力，不言而喻便能體會他
這般努力的吃法，他正在以吃來得著一點能量去打硬仗，此刻，他正與一

我好奇觀察團友們吃東西的選擇和各自的特性，也聆聽各人對吃的說法和

場末期癌症在抗爭。

態度。

是的，人來到世上的第一天到最後一天，吃，都是一件與生命最有親密關

英文有句諺語：
「You are what you eat」，人如其食。這句話蘊含著許多微

係的大事。

妙道理與故事。

世界與命途在時間廊裡可以變得愈來愈冷漠，幸好，食物總是予人溫暖的。

果然，藉著誰愛吃甚麼，對吃有甚麼看法和說法，陌生團友的面孔一個個
很快變立體，我也從中找到想去深入交流的目標人物。

「我愛，故我行，我吃，故我在」，此刻仍是我不可或缺的核心信念。
Ryan 是整團人裡最年青一位，旅途上與太太攜手輕語，低調斯文少與人搭
香港人，應該是這地球上最愛吃、最花心思找吃、也最捨得吃的一個族群

訕。

了。
見他手上拿著書，我倆藉書打開了話匣。
但我們吃過數之不盡的美好滋味後，那些美食最終都在我們生命裡轉化成
甚麼養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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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中住了幾家個性化的中小型酒店，像 Massa 這家，精緻早餐桌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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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款不同茶包，厚實綿軟的粿麥麵包，巴馬火腿、粉紅火腿、莎樂美腸，

Ryan 在斜路食店買了份點心給太太嘗，是意大利經典的 Cannoli 乳酪酥

每樣食品都真實地有滋有味，食物整體質感都勝香港同級酒店。

卷，「一般乳酪奶油 Cannoli 會較甜膩，但這件放了櫻桃，感覺口味會有果
香而不膩。」

我瞄瞄 Ryan 選甚麼吃，又問他些吃的意見。一談吃，他眼睛臉容會馬上綻
放一絲暖暖笑意，是那種個性不張揚，卻又按不住由心喜歡的那種暖笑。

吃得有思維，選得夠細心，Ryan 太太專注享受這愛之點心，而我看著那點

且對每樣食品喜惡好壞也有清晰說法。

心，想著 Ryan 的阿婆，以及我的外婆。

愛吃的人很多，吃得糊塗，優劣不分的人也不少，Ryan 對吃卻拎得清又說

我還沒機會告訴 Ryan，我也是外婆帶大的，也是因外婆的食物而被栽種出

得明。

其後一生中對事物的價值觀。

「你是否從小家裡人都愛研究吃？」忍不住問他，想印證關於「懂吃」這回

外婆的食物足足伴我 35 年之長，直至她 81 歲患了腦退化為止。

事，真與成長背景有關連的這說法。
有趣的是，即使在她腦退化症纏身的往後 10 年中，只要一涉及吃這件事，
Ryan 出乎意料地坦率回答，「唔……我小時候，是跟外婆生活的。小孩子

她的腦也沒退化過。

懵懵懂懂，阿婆曾有過艱苦生活經歷，所以形成有種甚麼都不浪費的性
格，導致我小時飯桌上常會吃到些不可思議的菜式。」我的猜想對一半也錯

如今她已逝十多年，她的食物在我腦裡不但沒淡化，反而愈來愈鮮明，有

一半。

時候，想起她的食物，甚至為我某些迷思起了啟示的作用。

「例如，某次有碟炒菜心，我見到菜心中有一顆顆褐色粉粉

這趟意大利旅程中，帶了三浦紫苑的《政與源》作路上讀物。

的物體，味道怪怪，問阿婆是甚麼東西？阿婆說是吃剩的月
餅……問為甚麼要放月餅碎？阿婆說，月餅有鹹蛋黃豬油，用

翻到書裡有段對白：「人死後，不是去死後的世界，而是去親人的記憶

餅碎炒菜心，可省點油！……阿婆煮過很多奇怪的食物，但每

中……在我死前，你都會在我記憶中。」

次都有她特殊的道理，引起我很多思考……另一次有碟蒸肉
餅，肉餅上有片怪怪深色的餅狀物，問阿婆是甚麼？她說剛剩

看見 Ryan 給太太的晨間點心，一下把我外婆昔日專送點心給我的記憶也從

一片柿餅，就與肉餅一起蒸……人家肉餅放陳皮，有果香，阿

陳年深處勾出來了……

婆覺得柿餅也是果子啊……」
如果 Ryan 阿婆的食物特點是絕不浪費，那我外婆的食物原則便是：絕不糊
Ryan 的阿婆煮食夠奇葩，好想聽更多，但五漁村的風景已在催我們起程。

塗！
例如她的炸豬排三文治。

外婆的食物伴我 35 年之長
藍得透心的利古里亞海邊，整片繽紛色塊的屋子堆砌懸崖上，如空中一幅

分秒必爭 美味速遞

大油畫，使人看得心情都成了花田。
外婆把豬排以刀背拍打至她認可軟硬適中，挾豬排在蛋汁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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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再放麵包糠上輕沾，等待油熱。

外婆很有人緣，她見我那時木納寡言，因此用心去為我擴大朋友圈，又不

看著牆上時鐘一到 9 點 40 分，鍋裡的油剛燒至起泡，豬排落油

斷研發食物花樣，用以了解我的性格愛好。

炸至金黃邊上微焦，馬上撈起。
放紙上把油略吸。中分一切，擱在麵包上，灑上幾滴美極。

薯仔沙律便是她對我的「愛好探測器」之一。

10 點正，踏出家門下樓。大廈門口就是紅綠燈，一過馬路是斜坡路，斜坡

那年代，我家附近英皇道一段，是港島東區知名食肆集中地，當時意式法

盡處便是我小學所在。

式西餐還未冒現，最流行是俄式西餐，主要因為消費群都是從上海移居來
港的一族。

當時小學二年級的第一個晨早小息是 10 點 15 分，下課鐘一響，所有學生
都衝去小吃部買吃，我倚在課室外欄邊，自會見到外婆準時踏進校門球

在短短兩個街口中，除了以粵菜知名的北大和金菊園臘味，俄式西餐廳則

場，把點心送到我面前。

有老大昌、金馬車、皇后、玫瑰閣，馬路斜對面五洲大廈裡還有一家藍泉。

打開手帕包著的食盒，一開盒蓋，把那三文治放到口裡一嚼，那豬排還是

來自舊上海的人飲食習慣貪豐富，俄式西餐又稱羅宋大餐，一份全餐有 4

帶脆的。

道菜加甜品雪糕和咖啡茶。頭盤是雜錦凍肉伴薯仔沙律或雞尾蝦（shrimp
cocktail），二道是羅宋或奶油湯，三道是一小片蛋汁煎魚，第四道是主

這是外婆對食物的常態標準，沙律必需冷，湯必需夠熱，炸的食物更該是

菜，菜式經常更換，我那時最愛漢堡扒。俄式西餐裡那件漢堡肉，像榮華

燙而帶脆，每樣菜式都有它該有的熱度、口感、調味方式，如此才嘗得到

大月餅的尺碼和厚度，煎得外焦內嫩，漢堡面上蓋一隻黃白鮮明的太陽

前人心思淬煉出來的每款美食該有的味道與個性。

蛋，碟邊伴著白烚的椰葉紅蘿蔔和一只完整烚薯仔，分量與視覺都使小孩
有股豐收的喜悅。

為做到這效果，外婆手腳很利落，平常她與人相交總是姿態淡定面帶笑，
聲音不大話不多，但一煮食時，就變得動作節奏爽，眼神很亮很專注。

受俄式食物啟示，外婆覺得薯仔沙律很適合作日常點心用，早上以薯仔沙
律三文治供小息吃，比炸豬排省功夫：下午我補習完回家又可作茶點。

同班裡有一兩個同學也有家傭送點心，但傭人的食物心思感情都不如外婆。
俄式薯仔沙律的原材料，是烚熟薯仔和雞蛋切粒拌蛋黃沙律醬
很快，外婆因著送點心成了小學裡「名人」，校工、老師、教務主任都認得

而成，她認為這樣的食材組合略嫌單調，容易吃厭。於是她加

她，某些同學的家長也開始與她談吃成友。

進紅腸和火腿切粒，雖然兩者都是肉，但口感味道都不同，使
沙律嚼來更鮮味，再添些西芹切粒，使蛋白澱粉質偏重的沙律

外婆交往的同學媽媽們層面特別廣，史媽媽的丈夫是 Benz 仁孚行高管，郭

增加了畫龍點睛的清新爽脆感，如此薯仔沙律，厚厚一層夾到

媽媽的丈夫是與杜月笙同輩的青幫白相人，李媽媽的丈夫是拍學生照的攝

麵包裡，尤其以外脆內軟豬仔包來夾，看我表情木納卻狼吞的

影師，陶媽媽是旗袍裁縫師，連汪明荃的媽媽都和外婆談得來。

吃相，就使外婆很開心，她對我的胃口又抓準一些。

「史媽媽約我帶你放學後去她家喝雞湯，我煮的冬菇雞湯總是不夠她的鮮，

曾有朋友疑問過，
「事隔半世紀這些小事，你怎會記得如此清楚？」

可能她湯裡那種厚身花菇特別好，我買不到那種菇。順便她要我教她家傭
人調薯仔沙律的味。」

我自己也好奇這點，分析了很久，這記憶的刻印應該歸納為來自兩個源頭：
外公的播種，外婆的灌溉，兩者形成我口腹的初戀，沒人會忘記自己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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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尤其是如此貼心貼肚的初戀。

外婆細細解說我傻傻地吃，當時根本分不太清各種味道，但外婆的聲音話
語和眼神，卻記住了。

記憶從吃建立起

直到很多年後，我才懂外婆那眼神是代表甚麼。

昨晚是阿宗父親逝世一周年，與他通電話，他說，小時父親只帶他看過兩

那些年裡，每當我吃東西時，外婆經常以這眼神看顧我。

次電影，當時他哥哥考試成績好，為獎勵哥哥，全家去看電影慶祝，阿宗
那時 4 歲半，電影由此成為他生命中第一個印記，也導致他日後選擇走拍

火車到深圳羅湖，踏過當年氣氛肅穆過客稀少的兩地海關，外公在香港海

電影這路。

關接我們。

經他一說，我驚覺自己的記憶也是 4 歲半才全面打開。

外公第一件事在關口小食部買了瓶綠寶橙汁給我止渴。一口氣吸盡，外公
又買，連喝四瓶。

4 歲半前，只有 2 個記憶碎片，其一也與吃有關。當時媽媽在北京工作，把
我託給上海的阿姨們看顧，阿姨每天逼我吃營養酸奶，可能討厭每天吃重

「還要嗎？」點頭，被外婆阻止：
「再喝，晚飯胃口都影響了。」旁邊洋人警

複的東西，也討厭被逼，這記憶碎片就刻在了腦裡。

官指著我和綠寶汽水笑，嚇得不敢再貪喝。

當時，中國大門緊閉，國內政治運動一波波興起，媽媽擔心我快到入學年

外公職務可以有很多應酬，但他愛回家陪外婆和我。中資公司薪資當年比

齡，囑在港的外公外婆想辦法弄我來港。外公的工作是運輸全中國副食品

市面其他公司低，外公卻很捨得給我嘗試各樣事。

（茶葉、金華火腿、大閘蟹之類）來港的物流事務，用了一番努力，他終於
把我成功申請來港。

那時 TVB 還沒面世，外公裝了麗的電視給我看。搬了兩次家，最後安頓在
戲院食肆林立的住址。

由阿姨帶我乘火車從上海到廣州，這一段路我毫無記憶，再由外婆到廣州
接手，親自帶我乘當時的九廣鐵路往深圳，在這短短的一程南下車程上，

每周市面有四份兒童刊物出版，每天放工踏進家，他手上都會舉著一本新

外婆用一盒飯，就像一把神奇鑰匙，將一個小孩的混沌腦子一下打開，許

刊物引我。

多新鮮事物被她引入我的眼目心腦裡，記憶開始累積深刻。
睡覺前，他學電影裡的爺爺，講床邊故事給孫兒聽，但他不擅言詞講得很
火車一離開廣州站，服務員推著午餐車出現，外婆在各款飯盒中選了一盒

呆板，一句也沒印進小腦裡，反而外婆跟外公在飯桌上所講的話，家常而

打開，
「嘗一嘗，這叫四寶飯。」

生動，我倒記住了點滴。

怎麼一盒飯上有這麼多不同食物，顏色這麼豐富？我傻傻盯看盒飯不知從

外婆講話特點是，她與外公談話就像和朋友切磋事情，和小孩講話也像和

何吃起。

大人交流，和朋友講話又像和家人談事，任何人對她而言，似乎都沒有身
份高低差別，她總是說話有觀點但很親和。

「這深紅的叫叉燒，深黃是油雞，粉紅帶鮮紅邊的是紅腸，這堆深啡色是
滷味，別看它顏色暗暗，裡面有豬肚豬脷片，很入味。白中帶黃油的是鹹
蛋，還有綠油菜。不用全吃完，每樣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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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蠔油牛肉，我怎麼做也做不出北大的味道！」「一放鬆肉粉，肉的嚼口
就差了，切橫紋，肉質咬口也有差別，家裡用的蠔油比酒家好，但就是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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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北大的風味！這錢真該給人賺！」

是最正宗上海菜所在之地。

北大燒臘粵菜當年在北角首屈一指，外婆買燒臘，必定買北大半肥瘦燶邊

外公不擅應酬，也沒參加任何會所，但他每天都吃著會所菜譜上的菜，因

叉燒，以及金錢雞（一片肉、一片雞肝、一片薄如紙的透明肥肉，疊成串

為他有外婆。外婆能在小廚房兩個石油爐頭上煮出任何外公想吃的菜式。

以蜜汁燒成 ）。
「明天想吃甚麼？」每晚飯桌上，外公吃得七七八八時，必定聽到外婆問他
「金錢雞的肥肉稍厚一點就整份口感變膩，雞肝燒得稍老就影響整體口感變

這句話。

乾，北大的水準口味就比別家精緻細巧！」
外公沉思一下，喝口綠茶，就開始與外婆研究明日的菜單。
外婆自己做不到的菜，她也會分析出理由，總之事事要弄明白。
每周六下午，外公帶我們看場電影後便去「換口味」，「換口味」是外公飲

外公菜單 另搭一碗麵

食的習慣，上兩周吃了粵菜和西餐，這周就去銅鑼灣吃東興樓或松竹樓京
菜。

「紅燒蛋餃……前兩天的小芋頭很綿，入口就溶，再吃一次椒
鹽蔥烤芋頭，還有冬笋百頁肉絲，炒多點……」

唯一他沒興趣的，反而是馬路上那些上海館子。

「知道，這百頁肉絲其實要炒好放冰箱過夜，百頁被肉汁浸透
一晚，隔天再放麵上做澆頭，特別入味！」

那時北角號稱小上海，周邊上海菜館很多，皇都大廈裡有雪園，鄰近有

百頁是豆製品，做成一片像布紋的薄皮，比腐皮堅實而不油。

四五六、三六九、喬家柵、一品香。香港人對上海菜偏甜偏油的印象，主

用百頁可切絲炒菜，也可切成小布條打成結，用作百頁結煮醃

要是這些初期上海館子形成。

篤鮮湯，也可與丁方帶皮的五花肉與烚蛋，以鹵汁慢煮，成為
濃油赤醬的紅燒肉鹵蛋百頁結。

粵菜之精深，因為昔日南番順的富庶代代相傳，才有南海十三郎的父親江
太史鑽研食譜，精製太史蛇羹這等美食。

外婆知道外公早餐愛吃麵，外公吃麵的澆頭都是前一晚將一道菜留一半，
這道菜必須和湯麵有合適的搭配口感，形成味道天天可變，又百吃不厭的

所謂上海菜，則是早年在上海灘匯聚了淮揚江浙等幾個省份的富人交流而

早餐麵。

成的菜系，又怎會比粵菜粗淺 ？！
這也是蘇式湯麵的講究概念。為甚麼蘇式湯麵會在中國食譜裡是麵類的重
其中揚州菜，是歷代鹽商富人口味，講究刀功精細，切菜如絲：寧波菜以

要標記？因為，當一碗麵能成為一種人們天天吃也吃到不同口味，又不分

醃製著名，味偏鹹鮮：江蘇菜濃油赤醬，略帶甜味，而它的麵食款項特多

貧富也吃得起的一種食物，這就成了一種「耐吃」「懂吃」「親和力」強的

特精：淅江菜則似其絲綢特性，講求清鮮： 另加上海灘雅俗混處而生的家

食物了。

常菜式，又名本幫菜：真正的上海菜是這淮揚江浙與本幫五種菜式合成才
算得上正確。而濃油赤醬的菜式，大都是本幫菜口味。

在日本吃到的拉麵多年來努力發展成如此，台灣牛肉麵也是努力變如此，
當時的蘇式湯麵也如此。

那年代，上海商人大批移港定居，上海人愛吃愛交際，於是各自抱團成立
俱樂部，上海總會、蘇浙同鄉會、寧波同鄉會，這些會員制的會所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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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式湯麵分紅湯和白湯兩種湯底，視乎配不同的澆頭（麵上的配料菜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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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

東西的那種眼神，一種是好奇觀察我的眼神，還有一種，是她也會看著窗
外呆呆在想些甚麼的眼神。

外公喜歡紅湯，類似東京醬油拉麵的湯底口感，配以紅燒五花肉鹵蛋百頁
結，如果剩菜的澆頭是冬笋鮮雪菜蝦仁，或白爛糊，那肯定配白湯。

她似乎不用多問我，也能點滴看懂了解我。她這懂得看人待人的功夫，似
乎也和她懂如何看待吃的功夫有著相通的學問。

鮮雪菜和雪菜雖是同類，兩者口感很不同，雪菜是普及吃到那種黑色醃
菜，但鮮雪菜則是老三陽那類南貨店才有賣，顏色帶深青綠，是醃過但咬

外婆不厭其煩的精緻煮食，是用來使外公和我快樂的生活之道，她對待自

口爽脆的鹹菜。

身卻非常節省。

切成細末的鮮雪菜，與雪白冬笋絲和粉紅河蝦仁快火炒成，加點紅椒絲，

節省，也是一門講究分寸的學問，她知道外公愛吃愛美，也認為要給孩子

放在一碗熱呼呼的陽春白麵上，軟軟的麵，笋絲雪菜各有不同的脆口和鹹

各樣嘗試，這些都不能省，唯一能省就是做到事事不多餘，以有限物資卻

鮮，視覺味道都是一道使人在清晨一嘗醒神的上品早餐 。

可配搭出豐富的運用。

這種不同食材如何搭配，不同煮法的口味區分，便是當時我旁聽外公外婆

某次她準備替我織毛衣，帶我去線球店選絨毛線，問我喜歡哪個顏色。

在餐桌上最常聊的話題。
我指著一鮮綠色，她想了想說：
「你的恤衫大多是鮮色，鮮綠毛衣和鮮色恤
日積月累，去到小學三四年級，我仍然木納寡言，但腦子裡似乎被印滿了

衫搭一起，穿幾次你就看厭了。如要綠色……」她幫我在綠的系列裡尋找。

七彩繽紛的東西，還不知如何歸納或表達。
「咦，這介乎竹青和秋香之間的綠很別緻！我替你織件 V 領，和不同恤衫領
繽紛事物不只吃，還有外公不斷帶我看的電影，以及媽媽寄來各樣圖書，

口的顏色都能搭，搭起又有不同看頭。好嗎？」

所有這些精神和肉體食糧，使我處於吞食和消化的無聲忙碌中。
我初次聽到顏色有這麼有趣的名字，竹青，秋香，多看兩眼又確是耐看。
這無聲忙碌，又使我在課室裡出現一種狀況，面對喜歡的課程，如中文中

衣不在多，搭對則靈，這是她簡約之道。

史美術音樂，我不溫書也拿到 A，對於要死記死練的英文社會體肓，則全
部不及格。

外公晚餐每天吃新鮮的菜，翌晨吃麵也吃不完的剩菜，便由外婆獨自包攬
來消滅，但她不會予人感覺她在吃可憐的廚餘。

上英文文法課時，老師見我整天眼睛望窗外，嘴皮郁動自言自語，叫站起
回答問題又答不出，
「明天叫家長來見我！」我嚇得更無聲息了。

她用麵粉揉一個麵團，燒一鑊熱水，水滾，用手指隨意把麵團
掰成一片片不規則的小麵片，麵片煮沸時，麵湯也成薄糊的湯

翌日，見外婆從教師室出來與老師笑著告別，懸著的心稍為放鬆。

羹，然後將昨夜吃剩的一些黃芽白肉絲倒入湯羹，少許香樁炒
蛋也倒入，兩片鹵豆乾牛𦟌也倒入，煮成一大碗她的私房「雜

「你自言自語在想甚麼？」外婆語氣一如平常柔和，見我垂頭也不追問。偷

錦麵疙瘩」。

看她一眼，見她嘴角咪咪笑正在觀察我，然後若無其事帶我回家弄點心。
麵疙瘩是中國北方一種傳統麵食，外面食肆沒見過。外婆把這些殘碎的食
當記憶隨歲月加深，外婆有三種眼神是經常出現的，一種是火車上看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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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麵疙瘩的煮法燴成有第二春生命的環保香噴噴湯羹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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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貴自重，物貴善用，外婆的生活點滴行為，便是如此活潑自然地滴入孫

生煎餛飩在市面更難吃到，有些店寫著煎餛飩，實際是炸。

子心頭，匯成不滅的記憶。

真正的生煎，要花時間。外婆的做法簡而清，把一顆顆餛飩排
密在平底煎鑊上，鑊裡水注滿至餛飩頂，蓋上鑊，中慢火煎，
不用打開檢視，只須聽到水燒乾，開始發生吱吱聲，聞到焦香

餐單變奏曲

味，馬上收火開蓋。
餛飩水分蒸發過程中已剛好煮沸熟透，收乾過程的水把餡的油

小四下學期，4 月 4 日下午，外婆接了電話，馬上拉我趕往港中醫院：外

分也帶出，成了鑊底自然的油，把餛飩煎得底脆面嫩，整底取

公上班前在維園晨運，被足球飛來擊中頭部，回公司後心臟不適馬上召白

放碟上，灑幾滴美極和李派林喼汁吊味，是必殺之食品。

車。上救護車時，他手裡堅持帶著一盒巨型的積木。
外公住院那周裡，外婆包了許多餛飩放冰格，生煎水煮兩方便，遇上補習
那天是中國兒童節，積木是他提早買好，準備那晚回家給我的禮物。他被

老師來到，外婆順手煮一碗給他，託他陪我多些時間，好讓她在醫院陪外

送抵醫院時，已昏迷不醒，急救一周後，再也沒回家。

公久些。

那一周裡，家中有道食物出現得很頻密，以往雖也有吃，但只是偶爾，便

老師張先生是純正廣東人，一吃那餛飩，驚訝：
「好好吃！」

是一碗菜肉大餛飩。
吃完，他帶我去維園散步，坐在草地上，廿多歲的他竟對我說起心事。
中午放學回家，外婆煮一碗熱呼呼的湯餛飩給我後，便急急趕去醫院看外
公有否醒轉。傍晚回來，就做生煎餛飩給我換口味。

「單吃你外婆煮的點心就感受到你真幸福……」外婆也偶爾煮過其他點心給
他嘗。

餛飩，在中國食譜裡是一門無人不喜的民間食物，各省有不同特性變化，
廣東薄皮餛飩、四川辣味抄手、閩南精巧扁食，全都好吃，各有特定味道。

「我家人之間都很冷漠，這些年，父子都無話可說，這家我待不下去，正
在申請去加拿大，有個朋友在紐芬蘭，那裡很冷，但我情願去試一種新生

但論到肉餡變化多端，可湯可煎可拌的吃法，唯有上海大餛飩。

活……」

上海餛飩分小和大兩種，小餛飩的皮接近其他各省又薄又滑做法，但大餛

我不懂如何反應，只能直看他，任他說而不敢妄動打擾他。不明他何以會

飩的概念，是當作可飽肚的主食來設計的。

對一個 10 歲孩子傾訴，或許那碗餛飩在那天溶了他的心。

首先皮子較厚，但煮好的皮子卻又口感足夠軟滑，肉餡必需夠多夠實，一

數天後，外公走了。

折一包做成一隻隻元寶形狀。
幾個月後，張先生也真的去了加拿大，從此沒消息。
下水煮熟的餡咬上去，必須仍有餡料的飽滿口感才算真材實料。大餛飩必
須現煮現吃，那皮子才軟中有彈性。

外公的喪禮很隆重，他同事拍了許多過程的照片，長大後回看那些照片裡
的外婆，有著深切的哀痛。

如今市面街舖的上海餛飩，大多貪方便把餛飩事先半煮好，客人下單便放
滾水快速灼熱上桌，皮子咬來缺彈性，餡也鬆鬆虛虛，有形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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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時在自己幼嫩記憶中，她從沒在我面前有情緒失控或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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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後，她如常細心照料我，飯桌上食物鮮美如昔，只是她每天與外公聊
的話，自此都開始與我聊。
「小弟，我們會搬去旁邊南天大廈的套房，租金便宜些。」她叫我的乳名。
聊的內容，似乎將我當大人看待。
「下午我去了公司與他們談外公那些股份的事，他們說以後每月給一個生活
費，到你中學畢業，就當抵清那些股份的錢。這算盤真絕。」外婆看來心平
氣和。
「我謝了他們。要爭，就沒意思了。做人，一定要落得漂亮。我們自己爭
氣，以後開開心心過日子就好。」說完，她好像與我一起做完一個大決定，
恢復了輕鬆。
「哦，對了，以後每天早午晚餐吃甚麼，就由你來想了。」
啊！外婆竟把以往外公的食單這重要家庭任務交棒給我 ！？

級版。
生命是不經反覆咀嚼則不知其真味的。
回顧起來，就因著外婆這個「今日吃單」的任務，致使我有了日後渾然頓
開的戲劇化成長，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全部圖片由香港觀鳥會提供 亞歷山大鸚鵡︵張浩輝攝︶

我只懂點點頭。又怎料到這寫菜單的嘗試，竟成為外婆對我的「教育」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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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than all measures
Of delightful sound,
Better than all treasures
That in books are found,
Thy skill to poet were, thou scorner of the ground!
Teach me half the gladness
That thy brain must know,
Such harmonious madness
From my lips would flow
The world should listen then, as I am listening now.
Percy Shelley

紅耳鵯︵何萬邦攝︶

鵲鴝︵何萬邦攝︶

白頭鵯︵孔思義黃亞萍攝︶

普通翠鳥︵何萬邦攝︶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What would you do if I sang out of tune?
Would you stand up and walk out on me?
Lend me your ears and I'll sing you a song
I will try not to sing out of key
I get by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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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可以實現的，就係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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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HongKong 就係香港
「就係媒體」由一群來自傳媒、出版、設計創意、文
化、藝術及市場推廣各個界別的工作者組成。通過各
種形式與想像，說香港與香港人的故事。
一路走過來，在香港出生、成長，我們經歷了這個地
方的繁榮，歲月令我們更清楚自己的信念。
我們仍然對人對生活充滿好奇，我們對香港仍充滿期
盼和希望。通過 BeingHongKong《就係香港》季刊紙
本為核心，並輔以網絡平台及實體活動，發掘未完的
香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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