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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永春漆籃，是著名的漆
器手工藝品種，以仙夾鎮龍水村
製作的漆籃最為著名。龍水漆籃
迄今已有近五百年歷史。

永春縣古稱桃源，山清水秀，
竹木蘢。仙夾鎮龍水村的手工匠
很早就開始用竹子編製籃、盤、籮
、籠等日用器具，尤為獨特的是籃
子的製作十分講究：工匠們用竹子製
成不同長短寬窄的篾片或篾絲。篾片

為經，篾絲為緯，編製成籃。那些篾
絲既長且細，最細的只比頭髮粗一些
，柔可繞指。編成籃後，由於所用的
竹絲十分細，籃身會顯得特別緊密，
特別輕巧，然後在籃身上抹上桐油灰
，裱上夏布，塗上生漆，以後又在竹
籃的提樑、籃蓋、籃體上精心繪飾各
種金色圖案。

從事漆籃工藝三十多年的郭師傅
介紹，製作漆籃需要用二十多種原料
，基本以黃金箔、細竹篾、生漆、桐

油、夏布、冬粉為主要原材料，再經
過製胚、水煮、上桐油、裱布、塗漆
等三十多道工序製作而成，這些工序
都是手工製作。由於籃胚編製精細，
層層銜接緊密，塗髹灰的生漆十分堅
牢，一件漆籃可用上幾十年。

在漆籃的展品室裡到處可以看到
許多尺寸大小不一的圓形格籃，籃上
分別畫有人物花鳥、魚蝦水族、古蹟
風光等，呈現一種吉祥喜慶的景致。
永春漆籃品種達一百多種，最大的直
徑42厘米、高72厘米，可盛裝二、三
千克物品，不僅能提，還能挑。逢年
過節，裝滿食品，吊掛在通風透氣的
懸樑上，就是一個既衛生又別具特色
的 「空中菜櫥」。漆籃分四層疊合而
成，若把漆籃各層分開，可各自成為
獨立的器皿，既是日常生活用具，又
可作為工藝品。最小的漆籃常被用來
收藏金銀首飾等貴重物品，只有0.15
米高，0.12米寬，精巧玲瓏。

永春漆籃傳承五百年今屆藝術節由歷史悠久的拿玻里聖卡洛歌劇院上演
兩齣意大利歌劇，其一是威爾第的《茶花女》，其二是
占瑪勞莎的《呷醋丈夫》（Il Matrimonio Segreto，意指「密
婚」）。前者知之者眾，而且過去十年八載，光是香港歌
劇院已先後在二○○四年及一二年以不同的演員及製作
，在港兩度公演。記憶中筆者亦曾在本欄撰文介紹。因
此不必在此贅言再述。本文集中簡介《呷醋丈夫》。

占瑪勞莎歌劇作品多
占瑪勞莎（Domenico Cimarosa，一七四九至

一八○一）生於拿玻里而終於威尼斯，是一位擅
寫喜歌劇（opera buffa）的多產作家。他終其一
生，合共寫了六十五齣歌劇。此外，他亦寫過其
他聲樂作品，包括清唱劇、彌撒曲；器樂方面，
則有長笛協奏曲、序曲及鋼琴奏鳴曲。

占瑪勞莎自一七七二年在拿玻里的歌劇首演
贏得讚賞後，他的劇作隨即在羅馬、威尼斯等地
獲得上演機會。七九年他擔任拿玻里的皇家風琴
師。一七九一年，他離開了服務數載的聖彼得堡
，轉往維也納，擔任宮廷的樂長。而這個職位，
正正是莫扎特所婉拒的。兩年後即一七九三年，
他返回拿玻里，繼續享受當地人的愛戴支持。可

惜到了九九年，由於參與政治鬥爭，結果被放逐外地
，最終在一八○一年客死威尼斯。

時代轉變 魅力不再
正如前述，他的歌劇創作豐厚，多達六十五齣。然

而，自他身故，他的歌劇失卻魅力，甚至無人問津。到
了最後，只剩下《呷醋丈夫》偶爾得到公演的機會，其
他六十幾齣，已經少有聞問，致使湮沒於時空裡。

為什麼他的歌劇在他生前與身後有如此偌大的落差
？必須明白，他所寫的喜歌劇，雖然頗受時人歡迎，但
後世的歌劇界以至觀眾，總覺得他的作品低俗無聊，樂
曲缺乏深度而流於空洞。其實，這是時代品味的轉變，
問題不單發生在占瑪勞莎身上。試看，與他同時代而且
同類的劇作家，例如Galuppi、Anfossi、Sarti-Piccinni，甚
至薩里艾里，也不一樣是被後世遺忘？某時代喜愛庸俗

膚淺的樂曲，但下一個時就可能棄如敝
屣，經不起時代考驗遭受淘汰。

據悉，當里奧普特二世看罷《呷醋丈
夫》，隨即要求此劇當晚從頭到尾再演
一遍。此劇縱使如此深得賞識，但若
與莫扎特的同類歌劇相比，例如《費
加洛的婚禮》及《女人心》，則由於
樂曲欠缺深度而顯得遠遠不及。

器樂優美 歌唱悅耳
論劇情，《呷醋丈夫》很簡單，

故事敘述富商刻意為女兒招婿而實則
女兒已與富商的書記暗裡成婚，因而
引致連番笑話。論歌曲，劇裡的聲樂器
樂當然貼合當時的品味，旋律亦算優美
，而作曲家亦在劇裡經常使用快速重複
音符的技巧。這種技巧深得羅西尼與唐尼
采蒂等後世作曲家景從。

平情而論，儘管喜歌劇已經不這麼受
到現代觀眾追捧，但《呷醋丈夫》確是這
個劇種的佼佼者。劇裡多個優美的器樂樂
段，以及悅耳的詠嘆調，特別是男女主角
的對唱，都是值得欣賞的。

樂迷如果有意了解占瑪勞莎的喜歌劇在
整 個 意 大 利 歌 劇 的 位 置 ， 可 翻 閱 David
Kimbell的Italian Opera（劍橋出版社，一九九
五年）。

此劇由於少人問津，市場上的影音資料很
少。可予推介的唱片版本是貝倫邦姆率領英國
室樂團聯同費殊迪斯考等名家的錄音。這套
唱片得到《企鵝唱片指南》三星帶花及鑰匙
的極高評價。蓋因指揮貝倫邦姆把劇裡的歌唱與器樂有
效地凸顯出來。且看今次來港公演此劇，老牌聖卡洛歌
劇院能否全面凸顯劇裡輕鬆惹笑的特質。

編者按：歌劇《呷醋丈夫》定於三月十五及十六日
在演藝學院歌劇院公演。

喜歌劇喜歌劇《《呷醋丈夫呷醋丈夫》》難得一演難得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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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瑪勞莎的喜歌劇占瑪勞莎的喜歌劇《《呷醋丈夫呷醋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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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漆籃不僅是
裝盛物品的器具，
更可作為觀賞的工
藝品

歐豪年書畫歐豪年書畫登數碼平台登數碼平台
【本報訊】記者屠薇如報道：是否

希望隨時隨地都能欣賞展覽？是否希望
身邊隨時都有導賞？既能為你解讀佳作
，又可豐富藝術知識，而這一切都在歐
豪年書畫展中成真。

香港文化博物館率先推出 「萬象逍
遙──歐豪年書畫展」免費多媒體導賞
服務，在本港開創了中國書法及水墨畫
欣賞方式的現代新里程。昨日，此多媒
體導賞平台的贊助商Touch Arts 「藝
術點．心」資訊網站，舉行了傳媒分享
會，網站業務總監林灝儀在現場進行導
賞示範。

隨時隨地欣賞隨時隨地欣賞
「多媒體導賞平台將透過創新，方

便易用的數碼平台（電話，網站及免費
app）進行導賞服務，市民可以自主觀
賞行程，增加鑑賞書畫趣味和豐富中國
藝術知識。」林灝儀介紹。在這個平台
中，用戶可以隨時隨地利用手機、平板
電腦、手提或桌上型電腦進行導賞體驗
，並設有粵語和普通話／英語配音，以
方便不同地區人士使用。用戶既可於參
觀展覽時使用，又可在展覽後重溫。

導賞內容的兩大亮點是 「館長親身
導賞」及 「歐豪年專訪及繪畫示範」。
在 「館長親身導賞」中，文化博物館助
理館長鄧慶燊，親身解說中國水墨書畫
及嶺南派大師歐豪年作品特點；在 「歐
豪年專訪及繪畫示範」中，用戶可以了
解畫家的個人理念及藝術風格。專訪中
歐豪年也談到對這個多媒體導賞平台的

欣賞： 「這個平台很詳細，很有條理，
讓人們可以更進一步的接觸到國畫藝術
。」

觸動感更強觸動感更強
林灝儀表示： 「透過各種方式深入

淺出地介紹，觀賞者可按自己的步伐欣
賞歐教授作品，對中國水墨畫及嶺南畫
派作品特色有更深度的認識，不但增添
欣賞國畫藝術的趣味，又可觀摩大師 『
即席揮毫』，示範匠心獨運的書畫構圖
、工筆及寫意技巧。」一名用戶在體驗過
手機導賞後，感嘆「藝術觸動感更強」。

成立於去年的Touch Arts網站斥資
約三十萬來打造這個多媒體導賞平台，
「導賞類的app香港早就有，但如此詳

盡的多媒體平台還是第一次出現。」林
灝儀說。 「Heart這個詞中含有art，這
也正是我們網站的信念──每個人心裡
都有藝術。我們希望透過方便易用途徑
，提供藝術資訊及教育內容，鼓勵大家
接觸藝術。」

本地書法家鄭明亦參加了這次分享
會，他既是歐豪年的學生，又熟識嶺南
畫風。他坦言： 「嶺南畫風重視中西融
合，而這次將國畫與數碼平台相結合，
也是與歐豪年的風格相互照應。」

「萬象逍遙─歐豪年書畫展」於
香港文化博物館展至六月十七日。多媒
體導賞平台包括：打本地電話聽導賞。

瀏覽網站：www.toucharts.com.hk/
auhonien或下載應用程式app: Touch
Arts artguide。

【本報訊】現正於香港
藝術館舉行的 「安迪．華荷
︰十五分鐘的永恆」展覽開
幕至今，每日接待數以千計
的觀眾，昨日中午，更接待
了第二十萬名觀眾。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署長馮程淑儀聯
同展覽的首席贊助紐約梅隆
的代表──紐約梅隆亞太區
主席利格思，昨日在香港藝
術館迎接第二十萬名觀眾，
並送上紀念品。

「安迪．華荷︰十五分
鐘的永恆」展覽自去年十二
月十六日開展以來，吸引大
量市民前往觀賞，平均每日
的參觀人次為二千七百，最高單日參觀人次更錄得五千三百。

該項展覽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安迪．華荷美術館聯合主辦、香港
藝術館與安迪．華荷美術館合作籌劃。紐約梅隆為展覽的首席贊助。巡
迴展共展示四百多件由安迪．華荷美術館借出的展品，包括華荷橫跨一
九五○至八○年代的創作，介紹他一生的創作歷程，展品類別包括繪畫
、手稿、攝影、絲網印刷作品、雕塑，以及華荷拍攝的電影和錄像作品
等，給觀眾一次過欣賞到華荷不同時期的代表作。展覽將於本月三十一
日完結。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林置偉師生好友名曲獻知音」音樂會晚上八時於屯門大會堂文娛廳舉行。

■錦添花劇團粵劇《洛神》晚上七時三十分於高山劇場劇院表演。

■澳洲室樂團晚上八時十五分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演奏《瞬間幻影》等作品。

■莫米克斯舞蹈奇藝坊《四季狂想曲》晚上七時三十分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演出。

■布袋戲家族傳人楊輝晚上八時於油麻地戲院劇院演出《戲偶人生》。

■ 「寧靜致遠」 于建濤水彩作品展於香港英皇道太古坊常盛大廈雲峰畫苑展至
本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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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灝儀也欣賞歐豪年的
畫風 本報攝

▲數碼導賞平台有望吸引
更多年輕用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