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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一项项表演、游戏、展览及互动体
验，观众们仿佛在与各家博物馆进行一
场场多姿多彩的“心灵对话”。

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简称康文署） 举办的“香港博物馆节
2018”近日落下帷幕。康文署辖下 23 个
博物馆及文博单位总计推出百余项节目
及活动，遍布全港 18区，涵盖人文、历
史、艺术、电影、天文、科学、考古及
文物修复等领域，为市民留下很多难忘
的记忆与欢乐。

来自远古的呼唤

神秘、古老、遥远之地……没到敦
煌，脑海中浮现的是这样的形容；多
彩、现代、触手可及……身临敦煌，才
发觉它的容颜美不胜收。而香港市民足
未离港，便有了这样的神奇体验。

由敦煌研究院及特区政府康文署主
办、正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的年度重点
展览“数码敦煌——天上人间的故事”，带
来“信仰之窟”的西域文明，与包容并济的香港迸发出崭新
的火花。

走入偌大的展厅，随处可见珍贵的文物文献；缓步向
前，更为数字化的敦煌石窟原貌所折服。最令人震撼的当
属首次在港展出的莫高窟 285 窟，该洞窟始建于西魏时
期，极具代表性。按 1∶1 比例复制后重现洞内的壁画与
塑像，并排站立的菩萨身披袈裟，神情、姿态各异，或仰
首礼佛，或低垂俯视，或互相交谈，祥和之感跃然眼前。

看过这些栩栩如生的洞窟，另一边，观众可以通过多
媒体互动显示屏了解敦煌石窟的历史及文化。建于莫高窟
61窟中五代时期的大型壁画《五台山图》经数码技术重现
后，长达十几米，人物灵动，色彩饱满，细节精微，引得
参观的市民啧啧称赞。

家住博物馆附近的黄女士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敦煌石窟
艺术作品，便深深迷上这些壁画及石碑。“之前对敦煌的
规模及历史早有耳闻，但真正走入其中，感受仍很震撼。”

除了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另一人类古文明汇聚地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为香港市民揭开沉睡千年的中东
文明。多组借自大英博物馆的藏品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带来题为“奢华世代：从亚述到亚历山大”的古中东文明展。
多媒体动画将静态的浮雕转化为立体的场景，360度数字显
示屏为观众揭示每一处文物细节，馆方还制作了教育画册
简介重点文物及其历史意义。观展结束后，不少兴奋的小朋
友在互动墙上拼起自己喜爱的浮雕拼图，还有观众用五彩
蜡笔拓印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腓尼基封印”。

渗透生活的艺术

“最早出口到欧洲的瓷器皆为青花瓷，上面的装饰也
多以明代常见的花卉、人物、山水等传统中式图案为
主。”一走进香港茶具文物馆，记者就被解说吸引了脚步。

“大家知道吗？当时西方的顾客其实看不明白这些纹
饰的含义及文化内涵，但他们觉得，只要带‘中国味道’
的瓷器便是好瓷器。”短短几句话，揭示出瓷器与中国的
深厚渊源。

香港艺术馆总馆长谭美儿告诉记者，此次于茶具文物馆
专题展览中展出的61组精选中国外销茶具，呈现出东西艺术
与经济交流中独特而珍贵的传承，“这些丰富多彩的纹饰设
计不仅是艺术展示，更可从中窥探中国工匠制作的初心”。

青花 《西厢记》 人物小碟、广彩开光山水花卉纹杯、
广东铜胎珐琅花卉纹提梁壶连兽足炉……尽管是衣食用
具，多彩的图饰呈现的不仅有精湛的工艺，还有博大精深
的中华艺术。

时光流转数百年，今天，艺术也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
落。“通过艺术与大地的对话，我们希望城市人发现良辰美
景其实就在身边。”香港艺术推广办事处总监刘凤霞在公共
艺术计划“邂逅！山川人”的开幕礼上动情表达自己的期待。

以艺术之名走进新界大帽山中的荃湾川龙村前川龙贯
文公立学校，这片“被遗忘的空间”再现出独一无二的风景。

雕塑家黄国才在学校操场上塑造了课室下
沉的景象，桌椅高低跌宕的装置构成超现实的
梦幻感；桌面上刻画校园生活的涂鸦，通过光
影剪辑，拼凑成他对学校的复杂情感。陶艺家
陈思光则以川龙村内不同呈色的土壤制作出一
套盛载着川龙水的小茶杯，杯上的流动釉彩仿
如水的不同动态，配合着川龙泥土的清香，茶
的味道被注入另一种层次。

一件件设于村校、村公所、茶楼、山路、
田野甚至村民家中的艺术作品串联成“寻宝地
图”，带领观众走访川龙村的自然风光及村乡回
忆。艺术推广办事处负责人罗欣欣向记者提及
此项艺术计划的初衷时表示，艺术创作可扩宽
人们对村乡社区的想象，重新发掘生活与自然
的美好，也更盼望艺术种子在此萌芽、孕育，
为村民保存这片土地的温暖回忆。

无限可能的科学

站在半弧形的模拟器前，12岁的梓聪按照
荧幕上的指示张开双手，跟随前方的鸟儿在高

空飞行。“左转、平飞、加速……”梓聪
仿佛化身为灵活的小鸟，在茂密丛林及
广阔海洋上空展翅雀跃。而荧幕两侧的

“知识板”，则将鸟儿的飞行原理引申开
去，向观众介绍飞机滑行、转向及降落
时的动力分布及机械操作。

“原来飞机在巡航飞行时也要保持一
个仰角来获取升力呀，我还以为是完全
水平的呢！”兴奋的梓聪在知识板前仔细
观看解说，又不时在手机上记下重点和
体会。而他的身边，也站满同样好学的
小伙伴们，不停地讨论着万米高空之上
的有趣体验。

从人类的首次动力飞行，到现时最
新的飞行器和太空船，展览还为市民带
来一场航空航天发展史的感官盛宴。

在5个主要展区内，参观者分别利用
触控显示器、扩增实境等技术亲自操作
着飞行展品，大人们一试身手，小朋友
互较高低。或乘搭虚拟太空电梯前往宇
宙边缘，或应用最新技术清理地球轨道
中的太空垃圾，或进行模拟风洞测试学

习设计超音速喷射战斗机……无论长幼，好奇的人群在这
场与科学的对话中发挥出无限创造力。

在“探索”外太空之余，香港太空馆何鸿燊天象厅内
放映的各场球幕影片也带领观众走进亚马孙丛林、了解生
命起源并认识组成各种生命体的基本粒子及“超弦理论”
等。科学概念与技术实践的有机结合，激发人们的想象
力，也向每一位观众讲述着独特的创造故事……

今年博物馆节的主题是“博物馆输入中……”初看一
头雾水，康文署市场及业务拓展总监毛咏仙解释，“当看
到手机上朋友正在输入新信息时，你一定会充满好奇，甚
至会心微笑。相信每一个人都体验过这样快乐而短暂的等
待，这正是我们的灵感来源。”她说，博物馆节两周时间
结束了，但希望由此创造的交流平台，让市民与博物馆继
续保持积极而无间断的“对话”。

香港博物馆触发市民奇妙体验
本报记者 陈 然

上图：多媒体技术再现敦煌瑰宝。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右图：“邂逅！山川人”展览。
图片来自香港康文署网站

应朋友之邀，笔者在赣州出席了“2018江
西会昌民俗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回顾大会
林林总总的内容，最难忘的要数“赖声川、王
明夫对话乡愁”这一环节。

赖声川是享誉华人世界的戏剧大师，有
“世界上最被赞誉的中文剧作家导演之一”“亚
洲剧场导演之翘楚”美名。王明夫则是和君集
团董事长、和君商学院院长，曾任国家开发银
行专家委员会专家。他的强项是为政府和企业
提供战略规划和咨询服务。

一位是戏剧大师，一位是经济学家，是何
机缘促成二人同台对谈？是桑梓之情缘，是故
乡之基因。

赖声川出生于美国华盛顿，毕业于加州柏
克利大学。1983 年，29 岁的他获得了博士学
位，回台湾任教于新成立的“国立”艺术学
院。赖声川的祖籍是江西会昌，那是他父亲的
出生地。上世纪90年代，他与哥哥第一次回到
故乡。从此之后，家乡成为他的牵挂。2015
年，赖声川第二次“回家”，把自己舞台剧代表
作 《十三角关系》 当做回馈家乡的礼物，献给
故里的父老乡亲。

王明夫的家乡也是会昌。去年，他怀着
“赣商回赣”的心愿，回到故土投资兴业，立志
要在白鹅乡梓坑村建设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的教
育小镇。小镇项目总投资 36亿元，今年 3月开
工，目前已经完成项目投资3.12亿元。

他们两位虽然涉猎领域不同，但是都有一颗
为繁荣家乡而努力的炽热之心。当面对台下数以
百计的媒体人对话乡愁时，赖声川说：父亲是会
昌人，从清朝起算得上是书香门第。父亲完成学
业后，曾在“中华民国外交部”任职，母亲也出自
外交世家。1952年，家父被派往美国，任“驻美大
使馆”一等秘书，1954 年 10 月，我出生于美国华

盛顿。12岁时回到台湾。
对于儿子的未来，父母原本已有蓝图：先

好好学习中文，之后游学国际。不料三年后父
亲因病辞世，赖声川只得定居台湾。然而，正
是这段岁月，让他得以浸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里，懂得了自己血脉深处的根。

王明夫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会昌人，后来
因读书离开了家乡。现在年过半百，对家乡越
来越眷恋。他说，我和赖老师经历不同，但都
有乡愁情结，这点是共同的。乡愁是什么？是
一种真诚的情感，是对熟悉而又淳朴的民风习
俗的怀念。

赖声川认为，乡愁之所以“愁”，是出于对
家乡的渴望，处在想见而又见不到的状态。有
人说 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在赖声川看
来，乡镇文化建设上还有待加强，这就是他带
着剧目来家乡演出的初衷。

会昌地处赣南，1934年，毛泽东登临会昌山，
激情洋溢地写下了《清平乐·会昌》，盛
赞“风景这边独好”。但是，这座人口50
多万，具有千年历史的宋朝古城如今
还没有摘掉“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
帽子。2015 年开始，每年 8 月，会昌举
办“赶赖公庙会、看声川大戏、游汉仙
胜景，品会昌美食”为主题的会昌民俗
文化旅游节，以振兴乡镇，发展经济。

对于爱家乡，赖声川没有发表过
豪言壮语，但是，他对自己的“约
法”是每年“回家”，每次带一部经
典话剧作品在会昌演出。他说要这样
坚持十年，要为家乡父老带来现代艺
术的盛宴，要为家乡培养戏剧人才。

在过去的 3年中，他除了将自己
的 3 部话剧带回家乡演出外，还将会

昌的青年带到上海，启动“上海—会昌：文化技术
人才培训计划”，为会昌青年进军文化产业提供
渠道，招募有兴趣从事剧场工作的青年来到上剧
场（赖声川根据展演自己作品需要而设计的专属
剧场，位于上海徐家汇）接受专业的技术培训。

2017 年 9 月，首批到上剧场接受培训的会
昌同学结业。经过半年的培训，完成专业剧场
技术和文化课程培训计划的同学，最终通过考
核者会被正式聘用，成为上剧场的一员。这已
成为上剧场重点培养会昌青年的长期计划。

话乡愁，谈乡情，赖声川希望自己能为
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出一把力。他认为，家乡
要富裕，文化要跟上。今年 8 月 16 日至 18
日 ， 赖 声 川 将 安 排 由 他 编 导 的 话 剧 《千 禧
夜，我们说相声》 在会昌县采茶歌舞剧院演
出 3 场。这些名人名剧的魅力，将不断提升
会昌的文化内涵，戏剧将成为会昌“风景这
边独好”的新景色。

赖声川赣州话乡愁
葛凤章

据台媒报道，受应届毕业生求职
影响，台湾官方公布的最新6月失业
率攀升至 3.7%，其中，20 至 24 岁人
群失业率升幅最明显，达 11.89%，
等于平均 8.4 个人当中就有 1 个找不
到工作。台湾人力银行调查数据也显
示，在长辈关切下，加上投出的履历
没下文，77%台湾社会新人出现“待
业恐慌症”。

有 30 多万元学贷、摩托车贷款
负债的小莹坦言，曾患有“待业恐慌

症”，当时每天花 5 小时上求职网
站，还自制影音履历、附上作品，还
去拜神，求神明保佑面试带来好运，
目前自己暂时找到电视台剪接工作。

社会新人找不到工作，心理多半
不好受。求职网站近日公布“新人求
职挑战与待业恐慌症调查”显示，高
达近 77%的受访者称有“待业恐慌
症”，而恐慌的原因以“每天投履
历，完全没下文”及“父母关切求职
进度”最多。 （钟 欣）

第二十七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
研讨会近日在青岛举行，大陆学者
就两岸经济合作展开深入讨论。相
关言论现摘编如下：

两岸经济合作过去主要集中在
电子、金属机械和化工等制造领
域；2010 年后，向新兴产业和现代
服务业拓展的态势日趋明显；在

“工业 4.0”背景下，将进一步向基
于互联网、物联网的跨境电商、互
联网金融等领域延伸。

台当局推动“新南向政策”成
效不尽如人意，企业响应不积极，
重要原因之一是台企利益一旦遭侵
犯，得不到有效保护。如果台商能
借“一带一路”建设与大陆资本或
企业合作，不仅能分享商机，还能
获得大陆影响力所产生的投资安全

感。台企可通过与大陆企业的互补
合作参与进来，如以项目合作形式
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电商平台
共同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殷存毅

两岸新经济合作空间大，创新
驱动是促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重
要动力。在台当局持续缩紧经贸政
策的背景下，两岸贸易反而呈现增
长态势。

大 陆 新 经 济 发 展 动 能 明 显 增
强，不仅表现在直接带动台湾信息
电子产业、机械产业的出口，还有
台商积极参与新经济发展。台湾的
现代服务业呈现良好势头，推动企
业与大陆市场深度融合。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
长张冠华

两岸经济合作正在从以制造业
为主，向制造业、服务业并重发展
转变；合作地域逐步从东部沿海地
区向内陆地区扩展；产业价值链延
长、产学合作研究开发新产品、以
品牌为主导建立紧密合作等特点显
现，产业合作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大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初
步形成的区域经贸格局，将拓展两岸
经济合作新的增长点。大陆一直积极
支持台企参与“一带一路”，支持台商
利用中欧班列拓展海外市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研究员刘雪琴

图为赖声川乡愁题材剧作《宝岛一村》演出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一周热词

待 业 恐 慌 症

台湾青年大学生“徽风皖韵研习营”活动近日在安徽
合肥举行，来自台湾台北大学、东吴大学、铭传大学等十
余所高校的首批台湾青年大学生骨干30余人参加。图为身
着戏服的台湾青年体验黄梅戏。

中新社记者 赵 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