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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球安

▲現任加拿大安大▲現任加拿大安大
略省基秦納─滑鐵略省基秦納─滑鐵
盧交響樂團總監愛盧交響樂團總監愛
華特為華特為 「「小交小交」」 演演
出擔任指揮出擔任指揮

◀黃蔚然與 「小交」
演出後謝幕

▲ 「小交」 在指
揮家愛華特的領
導下，表演效果
不俗

描繪滬港今昔

▲水彩畫《國際名都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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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畫《香港輝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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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黃蔚然與職業樂團合作的公
開演出，是二○○七年九月香港管弦樂團
在迪華特領導下的 「貝多芬加五位鋼琴家
」音樂會。

所謂五位鋼琴家，是指五位少年，計
為沈靖韜、黃蔚然、張緯晴、陳薩、孫穎
迪。他們依次演奏貝多芬五首鋼琴協奏曲
。換言之，黃蔚然負責《降 B 大調第二鋼
協》。

展現成熟音樂家涵養
那年，黃蔚然只有十四歲，但已經是

得獎無數的小鋼琴家，在不同的鋼琴比賽
中屢奪冠軍殊榮。該年四月，她在霍洛維
茲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的中級組（十四至
十九歲）勇奪冠軍。必須明白，以年齡論
，她僅及該組的最低年齡，而她居然以十
四歲之齡，擊敗其他想必比她年長的對手
，並且榮膺幾個 「最佳」的稱號，實屬難
能可貴。在此之前，她已先後獲得不少國
際或亞洲比賽的冠軍。

記得當年她與迪華特所領導的 「港樂
」，合力奏出一個效果不俗的貝多芬《第
二鋼協》。她彈奏穩健，拿捏準確，對於
當中的曲意，頗有領會。筆者當時認為，
這位小女孩倘若磨勵以須，幾年過後，當
必再有偌大進境。

今年七月初，黃蔚然應香港小交響樂
團邀請，與樂團合奏莫扎特《第二十三鋼
琴協奏曲》（作品 K 四八八）。不過，執
指揮棒的，不是樂團總監葉詠詩，而是現
任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納─滑鐵盧交響樂
團總監的愛華特（Outwater）。

現年十九歲的黃蔚然，欣見藝業更上
層樓。與筆者五年前初見時相比，她的琴
技更為穩健，觸鍵恰如其分，彈奏時揮灑
自如，不單處處展現青年演奏家應有的風
韻，更不時流露着成熟音樂家的涵養。

樂迷當必明白，K 四八八是莫扎特眾
多鋼協中最為人熟識以及演奏次數極多的
一首。此曲的迷人之處，是曲韻上雖然承
襲着古典的樂風，但也蘊含一些叫人玩味
的浪漫色彩。對於曲裡第一樂章的分解和
弦、第二樂章的傷感歌曲、第三樂章在活
潑有趣之餘略帶幾絲寥落，黃蔚然盡在鍵
盤上展示無遺。

指揮愛華特恬淡爾雅
看罷她的演奏，筆者認為只要再假時

日，多加浸淫，她的藝業定必益見精進而
足可在國際樂壇立足。以她目前的造詣而
論，何止可與其他同屬 「香港製造」的青
年女鋼琴家不遑多讓，甚至更優。

至於指揮方面，愛華特雖然不是什麼
大師級人馬，但他的提示到位有效。由於
演奏 K 四八八所需的樂團規模不大，而在
此曲之前的《G大調弦樂小夜曲》（K五二
五）只由弦樂演奏，規模有限，愛華特是
徒手指揮，並無執棒，但視覺以至實際效
果，均叫人讚賞。此外，他的風格十分恬
淡爾雅。這或許是因為他份屬文人出身，
在大學期間修習英國文學，以致今天在台
上仍有幾分儒雅之風。

順帶一提，樂迷如果有興趣探索莫扎
特鋼協的藝術特色，可翻閱英國權威學
者 Girdlestone（一八九五至一九七五）的論
著 Mozart and His Piano Concertos
（DOVER，二○一一）。這本書初見於上
世紀四、五十年代，目前得到再版，實在
是音樂界之福。鋼琴學生以至演奏家都應
細意翻閱。

唱片方面，同業友好劉志剛在本音樂
會的場刊內推介巴倫邦（Barenboim）以及
勃蘭度爾（Brendel）的錄音。不過，如果
要推介一個女鋼琴家的版本，筆者定必首
推內田光子與Jeffrey Tate所領導的英國室
樂團（行內慣常簡稱 ECO）在上世紀八十
年代後期的錄音。難得這家唱片公司近年
推出一套八隻CD的鋼協全集，而且售價算
是便宜，實在值得珍藏。

陳球安作品展覽 「輝煌．滬港今昔」
現正舉行至本月三十一日。陳球安的香港
今昔畫作已為港人熟悉，此次展出的作品
不僅繪畫了香港今昔，亦有上海的繁華景
物。

香港由漁村發展成國際大都會，得來
不易。遠眺現時的維多利亞港夜景，想起
多年來付出過的辛勤與努力，大概只有香
港人才能明白。而昔日十里洋場的大上海
，歷經半個世紀的滄桑，輝煌再現。

陳球安擅長描繪都市風光，他對繁雜
的城市建築物和都市生活均有獨到的審美
見解。其筆下古老和現代建築物的相互交
融顯得很協調，並以多變的線條組合以及
豐富的色彩，刻畫出大都市新舊交迭，對
比強烈的城市風光。作品具強烈的感染力
。此次展覽帶觀眾踏進時光隧道，走進兩
個城市的橫街窄巷，感受兩地的歷史與文
化變遷。

陳球安一九四六年生於內地，八歲來
港定居。現為香港專業創作畫家，香港意

象營造者。四十多年來他不斷在藝術路上
鑽研和探索，早年集中速寫、素描、水彩
之寫實工夫。七十年代初開始精研傳統中
國畫，其後更糅合中西畫兩者之長進行創
作，建立了自己的繪畫風格。

「輝煌．滬港今昔」陳球安作品展正
於英皇道九百七十九號太古坊常盛大廈
三樓展出。查詢詳情可電二七三六九六二
三。

【本報訊】記者王榮平深圳報道：話
劇《鋼的琴》日前在深圳大劇院連演兩晚
，此劇根據同名電影改編。主演郭曉冬以
細膩而揮灑自如的表演征服了千餘名觀眾
，尤其他的台詞： 「最無奈的年代、最深
情的告白」，引發了觀眾的熱烈討論。

話劇《鋼的琴》講述下崗工人陳桂林
為了爭奪女兒的撫養權必須擁有一架鋼琴
，他借錢無門、偷琴被抓，最後在 「退役
小偷」、 「全職混混」、 「江湖大哥」、
「豬肉王子」等一群落魄兄弟的幫助下，

用工廠廢棄的鋼鐵為女兒鑄造了一架飽含
父愛的 「鋼的琴」的故事。全劇表現了小
人物的生存智慧和豁達樂觀的生活態度，
反映了老工業基地的下崗職工對生活依然
充滿熱愛和美好嚮往，展露了一段感人至
深的親情和友情。

電影版《鋼的琴》曾在東京國際電影
節、香港亞洲電影節、悉尼中國電影節、
邁阿密國際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華
表獎、中國金雞百花獎、台灣電影金馬獎
等獲獎。話劇《鋼的琴》由上海話劇藝術
中心出品、王德順聯手郭曉冬經紀人蔡涬
如策劃製作、喻榮改編，周小倩執導、郭
曉冬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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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鋼的琴》在深圳演出，該劇由
郭曉冬主演

【本報訊】實習記者吳思睿報道
：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生的人經歷過的
鄉村生活，現今的大多數人是體驗不
到了，但是透過黃春明書中的那些現
實的、細膩的，甚至有些悲慘的描寫
與刻畫，當年的生活畫面躍然紙上，
將讀者一同拉進了他生活的年代。

台灣鄉土小說作家台灣鄉土小說作家
本月二十二日，黃春明在香港書

展舉行題為 「生活與閱讀」的講座，
香港作家舒非擔任講座嘉賓，與讀者
們一同聆聽黃春明年輕時的生活，及
閱讀帶給他的改變。

黃春明是台灣鄉土小說最具代表
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反映現實，
又揭露了時代的悲情，感動了各地讀
者。他的作品中描寫的都是平凡小人
物的生活，他說： 「我又不是大人物

，所以寫的都是小人物。」
黃春明的閱歷十分豐富，母親在

他八歲時就去世了，在最需要家庭關
愛與學校教育的時候，黃春明因為叛
逆又好鬥，常常被學校開除，從一個
地區轉校到另一個地區，卻總在不久
後被勒令退學。黃春明曾離家出走，
在鄉村當過水電維修工、做過刨冰，
「我當維修工的時候經常去妓女群居

的地方工作，親眼看到了她們的生活
，也接觸到她們的為人，雖然當時我
對她們沒有歧視，但也不覺得她們可
憐，但是後來當我開始閱讀，回想起
來就對她們有了更深的思考。」

這些經歷都為黃春明之後的創作
之路提供了珍貴素材， 「閱讀」是他
生活的轉折點。因為開始閱讀，他有
了對社會問題的意識，從而開啟創作
之路，如若不然，黃春明認為他可能

一直消極、自憐地沉淪着。
為黃春明點亮生活中燈塔的則是

他中學的王老師。

閱讀改變生活道路閱讀改變生活道路
黃春明認為王老師對他的影響很

大，雖然老師早已去世，也只是他生
命中的過客，但直至他第一次獲得文
學獎項的肯定，第一個想感謝的人也
是他的王老師。王老師是黃春明中學
的語文老師，曾經有一次讀過黃春明
一篇名為《我的母親》的作文後，被
他自然、真摯的文字深深感動，當即
送了他兩本書：《沈從文短篇小說集
》與《契訶夫短篇小說集》，正是這
兩本書，將陷於迷惘中的黃春明拉上
了岸。

「這兩本書對人物的刻畫真切地
感動了我，他們的文字是為人民而創
作，不像西歐的文學，他們不管你看
不看得懂，稱是為藝術而創作。」黃
春明評價他們的作品是現實主義的社
會寫實，讓他有了對社會問題進行思
考的意識。之前，黃春明總覺得自己
最慘，母親去世、家庭不融洽，還不
停被退學。但是在讀過那兩本書之後
，他便不再自憐， 「好似蠶蛹破繭成
蝶的過程，若你一直自怨自艾，則永
遠不會有破繭沖天的一日。」

是閱讀改變了黃春明的生活道路
，而生活也為黃春明提供了最真實、
最可貴的創作素材，就是如此密不
可分的關係，才讓黃春明的文字感
動了無論是否體驗過那段歲月的讀者
們。

▲作家黃春明以文字感動讀者 本報攝

▲黃春明的小說《兒子的大玩偶》改
編成電影

▲

黃春明沒有歧視妓女，並將她們的
經歷寫成小說《看海的日子》

黃春明分享黃春明分享生活與閱讀生活與閱讀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劇社 2012 周年公
演-S He'll？」 下午七時三十分於香港
藝術中心麥高利小劇場演出。

■王迪詩 「寸嘴講」 講座，晚上八時十五
分於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舉行。

■焦媛實驗劇團晚上八時十五分於上環文
娛中心劇院上演《飢餓藝術家》。

■香港童軍總會港島第一旅的 「聯團綜藝
匯演」 ，晚上八時三十分於上環文娛中
心演講廳舉行。

■ 「無啦謂勁架勢發明展」 上午十時至晚
上八時於香港文化中心展覽館展出。

■ 「有情世界─豐子愷的藝術」 於香港
藝術館展出，展期至十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