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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16 年您在 《音乐五四三》 节目中说，
2017年的梦想是写一本书，记录这些年遇到过的精彩
的人、精彩的事，见证台湾社会的变迁，就是指这本
新书《时光洄游》吗？

胡德夫：我出了两本，前一本叫《我们都是赶路
人》，那是逐歌而去，把跟人、跟歌有关系的朋友，
还有时代氛围写出来。《时光洄游》 是讲我音乐生涯
里非常重要的一些人、事、物。从我的老师、开口唱
歌的学校讲起，还有在社会上碰到的一些朋友。

其实这两本书是我要写的一本很厚的书大纲里的
一部分，还有很多的书要写，最后把它们关联起来，
包括我 1962 年从山谷出来到平地和都市，我所看到
的台湾社会、经历的事情、同胞的处境。还有 1989
年第一次来大陆之后，我所看到的这片大地，还有跟
音乐有关系的事情。

记者：您第一次来大陆是在 1989 年，正处在台

湾解严之初，能谈谈您对大陆最初的观感吗？
胡德夫：我请朋友带我去菜市场看看。因为台湾

说大陆吃的东西很不够，甚至更早年说吃香蕉皮、树
皮。我到菜市场的时候，过了中午，那是北京一个很
大的菜市场，大家中午该买的菜都买好了，还有很多
新鲜的菜在那里。这当然打破了台湾的谎言，说大陆
是匮乏的。大陆人知道我们从台湾来，对我们也特别
亲切。

来到大陆我有种一家人的感觉。我希望台湾对大
陆的同胞之情，要再复燃起来。要知道这里不只是邻
舍，也是父亲祖先来的地方，应该常常来看，而不是
在那边用意识形态说，你是别人，我是台湾人。

记者：您觉得如果两岸在文化交流上可以更进一
步的话，会是在哪些方面？

胡德夫：我觉得两岸的交流应该更进一步，尤其
在年轻人这方面。不是说你派个团来，派个团去，交

换学生，这样就够了。两岸一定要达到和平，往这个
路上走，你要破除很多的设限。我希望台湾的小孩子
不要一直听台湾政客说教，被灌输说这边是你的敌
人。你去自己的父祖之地，看看以前在历史科读到的
地方，拜拜坟，找找家里人，应该是这样。

对大陆的孩子来讲，
你可能去过新疆和东北，
但是极东之地你没去过。
你去看看浩瀚的太平洋，
它为什么那么漂亮？你把
脚放进一望无际的太平
洋里，再想想一望无垠的
沙漠和草原，你就知道我
们是谁了。

（扫描二维码 回看
“侠客岛”访谈视频）

67岁的台湾歌者胡德夫并没有退休的
打算，接连推出随笔集回溯音乐行旅，参
加大陆音乐节和分享活动，原本须发尽白
的他，眉须竟又现出隐约的黑色。

胡德夫11岁离开台东大武山前往城市
读书，24岁成为首个在台湾开演唱会的歌
手。20世纪80年代后，全力投入台湾少数
民族维权运动，遭台当局打压封杀，十余

年无歌可唱。迟至2005年推出首张个人唱
片《匆匆》，即有台湾金曲奖6项提名，并
获“最佳年度歌曲”及“最佳作词人”。
2006年，首次在大陆公开演唱。如今，胡
德夫频繁往来两岸，深受乐迷追捧。

近日，本报微信公众号“侠客岛”独
家对话胡德夫，听他讲述山河岁月与音乐
过往。

胡德夫：
民歌可贵，贵在真！

本报记者 申孟哲 张 盼

■“原来我们都可以歌唱”

记者：“台湾民歌运动”深刻影响了华语
流行音乐的发展，也成为几代人的记忆。您
如何看待那段岁月对您的影响？

胡德夫：我们 （指“台湾民歌运动”代
表人物） 不曾感受过，是我们打开民歌的
门，或者是去摇过那个摇篮。其实对我意义
最大的就是发现，原来我们都可以歌唱。我
倒不觉得什么东西在推动什么，最后变成流
行歌，因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声音。我
也不觉得比赛出来的声音才是最好听的。你
说鲍勃·迪伦的声音能听吗，能参加比赛吗，
而他心里面的声音是那么好。

每个人的声音都是独特的，所以你不必

去学别人非高亢不可，有时候你也可以去学
莱昂纳德·科恩 （加拿大民谣歌手、诗人） 的
唱。你可以去用自己最好的、最舒服的状
态，把你心里想要说出来的东西变成歌，把
你眼睛想流出来的东西也流成歌。

记者：您认为被称作“台湾民歌”的歌
曲，有哪些共同的气质？

胡德夫：这个很难去定义。我觉得到现在
为止，现在的歌曲，还是风花雪月比较多，所以
民歌可贵，贵在真。这就需要很多的孩子，大家
去把真的东西写出来。真的感受，那是会动人
的。不要管自己的声音是不是高人家几度，就
是把它唱出来，写出来。贵在真也。

■ 往来增多，一起唱和

记者：您如何看待两岸的民谣创
作，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音乐现象或者音
乐人？

胡德夫：最近两岸歌手往来多了。我
们台东有个基地，叫铁花村（胡适的父亲
胡传，字铁花，因而得名），大陆民歌手万
晓利、周云蓬都去过好几次。很多的台湾
歌手也来到大陆。写歌的人也开始多了。

我 2006 年来大陆唱歌，认识了苏
阳、崔健、窦唯，那时候也只有几个人
唱。但大陆现在的歌手一下子变得那么

多。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最近有人在用
自己的口音唱。台湾有，这里也有，叫

“五条人”（广东民谣组合，用方言记录
乡野中国），用自己的乡音，表现内心对
以前记得的东西的呐喊。这是可喜的。

记者：有台湾民歌手说，中国人文
历史的元素如果一直在身边存续，可能
更有机会化作自身的营养。台湾现在搞
跟大陆区隔的文化政策，今天的台湾年
轻人，在接受和转化这些元素上，难度
会更大吗？

胡德夫：这当然是损失。有很多的东
西，台湾有意地跟这里做区隔。如果包括
文化、艺术这些的话，那是非常可悲的政
策跟想法。去掉那么好的文言文，那你到
底要讲什么文？台湾的布袋戏一出来，前
面几句，都是有文言文的。所以这个部分，
台湾不可以做它认为的文化上的改变和
革命。我觉得可贵的东西能流传那么久，
必定有它的道理在。它变成我们生活的依
据，互相表达的依据。我想台湾当然也会
醒来，美的东西就是美。

■ 逐歌而去，细数时光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正如火如
荼。日前，香港民建联代表团一行 14
人访问广东，传递港人建设大湾区的
热情和心声，并建议广东省先行先
试，为港人在内地生活就业提供更多
便利，吸引香港年轻人北上发展。《香
港商报》 就此发表评论说，香港融入
国家发展是大势所趋，而广东省与港
澳地区比邻，彼此之间语言相通、文
化相近。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带来的历史机遇，勇敢去闯，港人必
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文章摘编
如下：

随着香港与内地的合作融合日趋
紧密，越来越多的港人选择北上，前
往广阔的内地市场生活学习和发展，
其中，与香港相邻的广东自然成了许
多市民北上的首选之地。而粤港澳大
湾区的建设，必将进一步促进这一大
趋势。

据统计，香港目前约有 52 万人长
期居于广东省，未来随着大湾区建设
展开，两地融合将更紧密，将有更多
港人到湾区发展。然而，目前港人在
内地工作、生活、学习还受到一些限
制，感到不便。民建联此次访粤，就
是传递香港市民的要求与心声，争取
更多便利港人的政策措施。他们从生
活、创业、就业3方面向广东省政府提
出了相关的建议，例如给予港人内地
身份证明、放宽置业按揭限制、免却
内地住址证明、扩大副学位内地衔接
计划、纳入中小学义务教育、支持香
港农民到内地发展、进一步开放服务
业、鼓励申请公务员职位等，显示了
香港社会上上下下积极参与大湾区建
设的热情。

对民建联代表港人提出的建议和
要求，广东省长马兴瑞给出了积极正
面的响应，他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
上升为国家战略，粤港合作迎来重大
历史机遇。一直以来，地理相连、文
化相亲的粤港两地合作紧密，中央支
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广东省也是走在最前面，无论
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亦或是制订完善便利港人在内
地发展的政策上，都积极响应，全力落实中央部署，助力
香港同内地的合作发展，令人振奋鼓舞。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
点，全面推进内地同港澳的互利合作，同时会制订完善便
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刚过去的 2017年，中
央就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便利措施，8月份公布为内地求学
的港澳学生发放《就业协议书》和《就业报到证》，设置可
识读回乡证的自助售票机；12月，又向在内地就业或从事
科研的港澳居民开放缴存住房公积金、申报国家社科基
金，同时为在内地求学的港澳学生设立奖学金等。国家让
港人能享受到国民待遇，积极为港人前往内地发展创造更
好的条件，而粤港澳大湾区更是直接为港人开拓了一个广
阔的发展圈与生活圈。

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之后，不仅是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引
擎，亦有望成为一个优质又朝气蓬勃的工作圈、生活圈、
学习圈、娱乐圈。港人应好好利用诸多便利政策，抓紧机
遇，特别是年轻人，更应放开怀抱，积极勇敢到湾区中去
闯、去实现自我抱负、去安居乐业，将湾区当成自己的家。

一幅看似普通的木质拼图，拼
好后对准平板电脑的摄像头，电脑
屏幕立刻显示出拼图上航展画面的

“立体版”：飞机拖着彩色烟雾飞过
天空，抬头观看的观众鼓掌雀跃
……如果按下屏幕下方的选项按
钮，还可选择听一首关于飞机的儿
歌或观看一段真实航展的视频。

这款融入增强现实 （AR） 技术
的玩具，把传统的拼图变得妙趣横
生。而在第 44届香港玩具展上，类
似的玩具比比皆是。在这一亚洲最
大 规 模 的 玩 具 展 上 ， 虚 拟 现 实

（VR）、3D 打印、人工智能……种种
时下热门的技术都不难找到。

“借助最新科技，玩具正变得更加
有趣，对儿童更有吸引力。”本次玩具
展参展商之一、宁波欧蒙教育用品有
限公司执行副总葛思安说。

本次玩具展上展示的一款机器人
玩具就是一例。这款针对 4至 9岁儿童
的玩具把抽象的编程语句变成可触摸
的编程模块，玩者把印有各式箭头或音

符图案的编程模块排序，借助图像识别
技术识别这些模块并生成指令，即可驱
动机器人移动、画画、播放音乐等。

“我自己学习编程时感觉很困难、
很费解，因此希望通过这款玩具让我
的孩子以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方式触摸
编程的门槛，为以后进一步了解人工
智能奠定基础。”这款机器人玩具的开
发者、深圳市玛塔创想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郑晓雄说。

科技除了为玩具的开发和设计带

来更多可能，也为玩具的销售带来
新的机遇和挑战。英国玩具零售商
哈姆利玩具店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卡
尔文·廉说，互联网的发展使得零售
商与消费者的关系从数十年前单向
影响为主转变为如今的相互影响，
大大改变了玩具零售业的销售方

式。如今的玩具零售商需要把线上与
线下销售相结合，并利用大数据技术
更精准地锁定目标客户。

卡尔文·廉表示，在确保产品质量
的同时，还需保持敏锐嗅觉，及时发
现并紧跟日新月异的行业新趋势。“前
几年大家都在说 STEM （即科学、技
术、工程及数学） 玩具，最近又开始
追捧 STEAM （即科学、技术、工程、
艺术及数学） 玩具，谁知道将来又会
加入什么新元素呢？”

香港玩具展香港玩具展：：科技改变玩具业科技改变玩具业
郜 婕 张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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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流南下，台湾各地气温急冻。1月11日台湾平地最低温为淡水6℃，打破
入冬以来岛内最低温纪录。全台各县市共有54人疑因气温骤降不幸猝死，其中
基隆1对六旬夫妇同赴黄泉，妻子手中仍握着电话，疑因欲求救，而2岁男童坐
门口嚎哭。台“气象局”预估要到本周日，各地气温才会逐渐回暖。

图为台湾合欢山降下皑皑白雪，民众上山赏雪。
（图片来源：《中时电子报》）

寒流袭击台湾

▲ 胡德夫在表演中。
（资料照片）

▼ 胡德夫在接受采访。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声音

▲ 胡德夫新著《时光洄游》。
（资料图片）

▲ 一家参展商展出的玩具车。
◀ 一名参观者在玩具展现场试

玩光学实验游戏盒。
王 玺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