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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大家共享甜蜜聖誕，荃新天地正舉辦 「那些年的
糖果珍藏展」，邀請本地年輕收藏家Zoey Suen展出多款
跨越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糖果盒及糖果宣傳品，分享
年輕一代眼中的經典糖果。展品包括產於六十年代見證本
地糖果包裝由素色轉為彩色的 「甄沾記椰子糖果報章廣告
」、七十年代帶領鐵盒糖果包裝潮流的 「英國花街巧克力
拖肥糖果禮盒」、八十年代送禮佳選的「百事高軟心果汁糖
禮盒及雜誌廣告」及近百年歷史的外國糖果等，讓市民在展
品中追溯本地糖果業的發展足跡及重溫童年集體回憶。

是次展覽展出多款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經典糖果產品，
從這些展品上可發掘不少本地糖果業發展足跡。展品中最
觸目的是用外國繽紛畫作及風景設計的糖果盒之一的 「英
國花街巧克力拖肥糖果禮盒」，此以鐵盒包裝的巧克力於
七十年代風靡萬千女士，推出後更掀起收藏熱潮，女士們
紛紛以糖果盒作為首飾盒，帶領當時鐵盒糖果包裝的潮流
。香港初期的糖果包裝多為紙質，散裝出售，顏色較單一
及以素色為主，但隨着如花街巧克力拖肥糖果般的西方糖
果引入，把其色彩繽紛的獨特包裝帶到香港，亦促使本地
糖果為提高競爭力亦開始紛紛仿效。

此外， 「百事高軟心果汁糖禮盒」及 「八十年代百事
高雜誌廣告」亦於展覽中重點展出。 「百事高軟心果汁糖
禮盒」經典標語為 「饋贈百事高，倍顯心頭好」，凸顯出
當時以鐵盒包裝的糖果成為送禮佳選的潮流。百事高品牌
在本港建立知名度後便開始引入巧克力，並於八十年代推
出膠袋作包裝主攻中價市場，見證巧克力「平民化」的過程。

除了糖果盒外，展覽更展出當年糖果的報章廣告，最
經典為 「甄沾記椰子糖果報章廣告」，廣告反映本地糖果
在六十年代的宣傳推廣策略，以及初期本地糖果包裝以素
色為主的年代。

Zoey Suen在小時候已開始和糖果結緣，修讀設計的
她對精美的糖果包裝特別鍾情，尤其喜愛五十至六十年代
的糖果盒，令她更了解當時的人物風貌。

「那些年的糖果珍藏展」於citywalk二期高層地下光影
長廊舉行至明年一月一日，查詢可電二六一四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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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細
連續兩晚看了兩套翻譯劇，一齣來自法國

，另一齣來自日本。兩劇的題材有些類似，都
是由一位已經身亡的女士，引發起周邊相關人
士對人生的反思，證明了死亡雖然是生命的休
止符，卻並非人生旅途的終點站。

由大舞台劇團製作的《極地情聖》，劇本
翻譯自法國劇作家艾力．伊曼里奧．史密特的
原著。原劇的英文名稱借用了十九世紀的管弦
樂曲 「迷幻變奏曲」（Enigma Variations），
寓意人生變幻莫測。現時導演兼翻譯李偉祥選
擇了 「極地情聖」作為中文劇名，顯然是為配
合香港的市場環境。

《情聖》故事具哲理
《極》劇開展之初，報章記者黎斯（梁祖

堯飾演）來到挪威極地的小漁村，訪問諾貝爾
文學獎得主白克（黃秋生飾演）。傲慢的白克
一向不齒與傳播媒介打交道，故此雖然接受了
黎斯的約會，但處處都對黎斯挖苦揶揄，黎斯
亦本着記者的尊嚴而反唇相譏。由是，舌劍唇
槍為全劇率先訂下輕鬆風趣的語境。

劇情往後發展，白克撰寫的獲獎小說
成為了故事的關鍵。小說以白克的第一人
身份，向另一位女主人翁撰寫情信。白克

原本強調該女主人翁只是虛構杜撰，
但黎斯則堅持真有其人。原來該女
士其實是黎斯的妻子，但現時已經

離世。黎斯此時別有用心地
與白克見面，為妻子的一段

神秘戀情而尋找真相。
《極》劇不單富有懸疑性

，還有深刻的人
生 哲 理 。
兩 位 男 士

對其另一半（即小說的女主人翁）都有不同的
描述，即是對愛情都有不同的體會。已逝的女
士對兩位在生男士的生命亦有不同的影響，導
致兩位男士之間逐漸產生微妙的關係。只有兩
個角色的劇本，從來都是導演與演員的極大考
驗。李偉祥保留了劇本的原著背景，各樣具指
涉性的寓意及北歐極地的環境。

另一方面，粵語劇本翻譯得流暢淺白，沒
有窒礙角色表達內心感受。白克與黎斯各有一
段長長的獨白，尤以後者對太太的喪葬安排，
都可作出細膩和感性的描述。兩位演員都演活
了角色，尤其是黃秋生飾演的白克，除了語言
技巧和適度的形體動作，更重要是發揮了表演
的韻律及節奏。黃與梁二人的交流默契，亦將
劇情有效地向前推進，並與觀眾緊密連繫。

可斟酌的是，現時《極》劇於演藝學院歌
劇院演出，雖能吸引大量觀眾進場，但該劇如
在較細小的劇院演出，所能傳達的感染力應更
大。

追尋生命新意義
糊塗戲班繼《笑之大學》後，近期又將另

一日本劇作《愛妻家》搬上西灣河文娛中心劇
院舞台。

《愛》劇的故事主線並不複雜。攝影師北
見俊介（陳文剛飾演）原本就是吊兒郎當。其
妻紗櫻（魏綺姍飾演）一直遷就丈夫，但是一
次意外而致身亡。俊介自此一蹶不振，終日徘
徊於現實與想像之間，與妻子的亡魂若即若離
。最後，藉着紗櫻的勸勉，俊介方明白生命的
意義。

劇作家中谷真由美筆下的《愛》劇，並非
陳腔濫調般描寫俊介及紗櫻二人的隔世痴戀。
劇本透過另外三個角色，包括俊介的年輕助手
吉田誠（陳瑋聰飾演）、年輕少女蘭子（趙伊
褘飾演），以及俊介的岳父原文太（麥秋飾演
），把友情、親情及師生情融會貫通。該三個
角色都各有前因，各人因為俊介的喪妻事件而
交織串聯成不同的關係。三人既在鼓勵俊介重
新振作，同時追尋自身生命的目標和意義。於
此當中，吉田誠渴望成為攝影師，蘭子希望成
為職業演員。更特別的是原文太，雖然已一把
年紀，但卻從原本的男性身份而轉變為女性
（劇中俗稱人妖），追求一頁新的生命。

《愛》劇沿用了原劇的日本背景，翻譯林
沛濂將劇本翻譯得十分清晰。陳文剛兼任導演
，加上副導演羅松堅，對演出的日本文化處理
得地道細緻。各演員的語調和談吐，以至於家
居生活模式，都呈現了具質感的東洋味道。

五位演員都有很細膩的演出，其中尤以麥
秋為甚。除了演繹娘娘腔的原文太，亦分飾了
律師大山的角色。在急速時間之下轉換服裝，
以及表現截然不同的角色形態，都屬於高質素
的表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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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圖心連心拼圖心連心 書畫中國情書畫中國情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甄 沾 記 椰
子 糖 報 章
廣告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那些、情」演唱會晚上七時半於上環文娛中心劇院舉行。
■粵劇《一捧雪》晚上七時三十分於紅磡高山劇場劇院演出。
■ 「蝸居國際都會─香港基層住屋攝影及裝置藝術」 於香港文
化中心大堂展出。

■周凡夫主講的音樂導賞講座系列：不朽的慢板音樂，晚上七時
半於香港太空館演講廳舉行。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書畫攝影展，於香港文化中心展覽
館展出至本月二十一日。

■ 「另眼．相看：賽馬會社會紀實攝影巡迴展覽」 於荃灣大會堂
展覽館展出。

【本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
報道：第十七屆廣州藝術博覽會
日前落下帷幕，藝博會現場成交
額達一億七千六百萬元人民幣，
觀眾超過十六萬人次。

中國最早舉辦的區域性藝術
博覽會─廣州國際藝術博覽會
（簡稱廣州藝博會）今年走入市
場化運作的第四個年頭。全球經
濟的不景氣使國外藝術機構來廣
州參展的興趣只增無減，今年的

廣州藝博會最顯著的特點是歐洲畫廊參展數量
增加，畫作質量讓人眼前一亮。

本次參展的二十三家國外畫廊和藝術機構
來自美國、法國、加拿大、澳洲、俄羅斯等國
，美國東北地區著名的美國ABA信託拍賣行帶
來了不少昂貴的歐美畫家作品，包括法國早期
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埃米爾．迪歐波爾的作品
《留鬍子的男人》，以及馬克．夏加爾、畢
加索等知名大師的版畫作品。

據統計，內地正式登記的畫廊每年至少舉
辦五千場免費開放的展覽，承擔了部分美術館
的功能，但目前政府對畫廊經營並沒有扶持，
私營畫廊需要解決場地、租金、人工、宣傳推
廣等費用，經營成本非常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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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卡羅油畫《對話鸚
鵡》

【本報訊】實習記者呂顏婉倩
報道： 「心連心、中國情」大型拼
圖及書畫創作比賽優秀作品展覽於
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在香港大
會堂一樓展覽廳展出。此次展覽作
品有香港中小學生及智障學生拼成
的主題為 「中西大同」的巨型拼圖
以及來自世界各地與內地多個省份
的青少年創作的書法、篆刻、國畫
、油畫等優秀作品。

拼圖拼出世界紀錄拼圖拼出世界紀錄
十二月十七日，大型拼圖比賽

活動在香港大會堂舉辦，來自獻主
會小學、保良局百周年學校、衛理
中學、蘇浙公學、寶覺小學、玫瑰

崗學校及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利
瑪竇）七間中小學的學生及智障學
生憑同心協力的團隊精神，以六
小時的接力把568,560塊小拼圖拼成
總面積約為147.41平方米的拼圖，
並超越越南於去年創下的 「健力士
世界紀錄」。該拼圖結合中國國畫
與西畫的精髓體現出各國各族青少
年愛好和平的共同願望。

衛理中學獲得了此次拼圖大賽
中學組的優勝獎， 「參賽的三十個
同學從上午十點半到下午一點半，
在整整三個小時內完成任務，雖然
很累但看到最終的成果感到非常滿
足。」該校公民教育組主任何慶文
老師說。學生們覺得參加這樣的比
賽能夠為提升香港的知名度盡一分
力，是很光榮的。

在書畫創作作品展中，來自香
港粉嶺神召會小學興趣畫班二十四
歲的年輕女老師宋嘉恩的作品獲得
了公開組西洋畫的金獎。這一幅以
中國國旗中的五星為主題的創作，
寓意合作、關愛，由十隻手組成的
愛心環繞五星的五個角，顯得非常
引人注意。 「獲得金獎對我來說是
一個莫大的鼓勵，可以說是我事業
上的一個里程碑。」宋嘉恩說。原
本是教小朋友畫畫的她希望自己以
後可以成為一個全職畫家。

民族和諧頌揚友愛民族和諧頌揚友愛
九歲小朋友顏靜思的水粉畫作

品 「民族和諧」獲得了兒童組的優
秀獎，雖然成績不是最好，但對於

學畫兩年的她來說，意義頗為重大
。她的母親告訴記者： 「女兒獲得
優秀獎，家長已經好開心。」

本次活動由中國太平洋經濟合
作總裁會主辦，民政事務局轄下之
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資助，為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系列活動之
一。 「此次活動的成功，有賴各位
參加者的團結精神，我要特別感謝
義工、團隊成員、合作單位等的大
力支持。」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
總 裁 會 副 秘 書 長 何 家 渭 表 示 。
「我很享受舉辦這次活動的過程，

並且從和我一起工作的青年朋友身
上學到了很多。希望能在社會各界
的努力下，將這項有意義的活動常
態化。」

該拼圖由香港精神大使梁錦標
設計，以 「心連心」及 「書畫」為
骨幹，以水彩筆觸象徵西方意念，
花卉象徵東方精髓，寓意中西合璧
，無論任何地域、任何文化或膚色
，只要心連心就能融合交流，達
至各國民族和諧大同，頌揚友誼萬
歲之精神。

「心連心、中國情」國際青年
書畫優秀作品展主題為 「世界和平
、民族和諧、熱愛中國、香港回歸
」。旨在藉書畫交流，表達健康青
少年和殘障青少年心連心，中國和
世界各國青少年心連心，中國各民
族青少年心連心，中國和華僑華裔
港澳台青少年心連心，世界各族青
少年間淳樸友誼和對五千年中國文
明的熱愛。

▲ 衛理中學公民教育
組主任何慶文老師在
該校學生拼成的作品
前展示獎狀與獎杯

▲西洋畫金獎獲得者宋嘉恩

▲ 「心連心」 大型拼
圖（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