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俊輝：作品創新要與時代相連
亞洲演藝研究創辦人毛俊輝指出，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是香港的優勢。他提到，粵劇發展昌盛是因粵劇
前輩大膽創新，融會中西南北不同的藝術特色，建立
了受觀眾歡迎的大戲種。

「現今國家重視戲曲的創新性發展，我認為首
先要做好傳承工作，而創新要做好，先要理解怎麼
做，是否為新而新？我認為不是，而是用創新幫助

傳統繼續發揚光大，這就需要學習新的知識，培養
創意人才，做出與時代掛鈎的作品。這些工作需要
好多有心人，也需要政府的認同、肯定和支持。」
毛俊輝說。

毛俊輝寄望，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者應更加打開新
視野，對內地文化藝術有更多認識和接觸，從而可以
做出更多更豐富的作品。

姚珏：
每個藝術家都有自己的根

香港弦樂團創辦人兼藝術總監姚珏認為， 「中西合璧」 是香港文
化藝術的特色，香港要在新的發展定位中繼續發揮優勢，鞏固自身的
特色與風格，另外也可以在音樂教育等方面加強與內地的交流合作，
實現互利共贏。

「音樂是一個國際語言，到任何地方都有共同語言溝通。」 姚珏
舉例道，香港弦樂團到斯里蘭卡， 「當時並不了解當地觀眾對西方樂
器的反應，也不了解當地文化，但去了之後，我們感受到什麼叫音樂
是國際語言。」 她認為香港藝術家有了自己的風格、特色， 「到什麼
地方都會受到觀眾喜歡，用音樂作語言我們都可以溝通。」

她提到自己每次去不同的國家和城市演出時，都會放祖國的民謠
曲子和具有香港特色的流行歌手的歌曲來做串聯。 「我覺得每個
藝術家都有自己的根，保住自己的根，再開花結果，觀眾會更加
欣賞。」

姚珏回憶香港弦樂團第一次參加上海國際藝術節， 「當時在無錫
分場，我們拉《二泉映月》。因為香港藝術家對祖國民謠了解得不
多，但當你告訴他們曲子的故事，等他們去過無錫、看過無錫、和無
錫的觀眾交流之後，他們回來才懂得怎麼拉這個曲子。」

她認為香港的音樂教育非常靈活，可以為大灣區城市提供幫助。
「比如我們香港弦樂團去到不同地方都會做大師班、與當地年輕人合
作，他們其實很缺乏課程設計，我們藝術演出與教學的配套帶出去的
話會很有自己的色彩。」

此外，姚珏還肯定了香港年輕藝術家的藝術水準。她提到自己此
前帶領八位香港樂手去武漢演出， 「當時武漢的音樂頻道來錄製，他
們說沒想到你們香港年輕的藝術家水準也是這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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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中外．
文明互鑒」 香港發

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高峰論壇昨日在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團結香
港基金學術顧問鄭培凱，香港設

計總會秘書長劉小康，香港弦樂團
創辦人兼藝術總監姚珏，亞洲演藝研究

創辦人毛俊輝，香港文聯副會長、全國
青聯副主席霍 剛現場參與演講，並

在最後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以
視頻形式總結發言。幾位嘉賓

不約而同地從青年人與大灣
區的角度，分析香港發

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的優勢與

機遇。

◀霍 剛（左二
起）、毛俊輝、
姚珏、鄭培凱、
劉小康等進行對
話。

▲ 「聖耀皇權
─俄羅斯皇家
珍品展」 現於香
港文化博物館舉
行，展出多組由
莫斯科克里姆林
宮博物館收藏的
宮廷珍品。

▶戲曲中心，肩
負推動戲曲發
展、推廣和傳承
的功能。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李亞清（文） 梁堅（圖）

霍啟剛：
年輕人需要認同感、平台及希望

劉小康：
香港有條件做好文化產業出口

作為海外重要的創意產業的負責人，香港設計總會秘書長
劉小康認為，香港過去幾十年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流中心，
如今這個定位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應該有一個新的視野。劉小
康將這個問題問了三位朋友，他們都是九○年代就來香港交流
的，既了解香港，也在不斷地同內地交流；並列舉出一些觀點
作參考。

首先，交流是雙方的，不是單向輸出，需要雙方的包容。
劉小康說： 「我們在輸出文化項目的時候，我們也要接受他們
的文化，這才叫做文化交流。」 他認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加上內地的影響，使得自身有一個指數很高的信用指
標， 「國家想要提升軟實力，都可以通過香港的基礎，來和世
界各地交流。」 他相信，如果香港能夠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中
心，便可以帶動大灣區與國際的交流， 「我們也會有更多的機
遇，也能幫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

劉小康進一步提到，只講交流是不夠的，交流雙方在互動
的過程之中，增進彼此間的了解，互相認識之後，還要合作。
他還以創意香港為例，提到過去香港支持了好多文化方面的活
動， 「但是始終沒有做出一個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藍圖。」
他舉例英國文化產業政策，說： 「文化產業的政策不只是推動
文化，更是要推動產業出口。創意產業最重要的，不是創意兩
個字，而是產業；產業帶來的是規模化和充足的資源提供。」
他認為香港城市雖小，但是匯集了非常多的精英、國際
關係、國際經驗，應該做好文化產業的出口。

鄭培凱：學術研究需結合本地文化
「文化認同是感情問題。」 團結香港基金學術顧

問鄭培凱提到， 「我1960年代在台灣讀大學，感到那
時台灣社會的文化認同沒有問題，都認為我們在繼承
中國傳統文化，後來我去美國讀書、再到台灣，台灣
發生了政治鬥爭的問題。」 1998年他來到香港，希望
為中國文化傳統在世界未來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鄭培凱提到，台灣的文化藝術界和學術界緊密結
合，但香港並非如此。他又談到香港教育現狀，以大

學為例， 「香港的大學較為不關注社會，更多關注在
從世界各地請學術權威來，因為追求排名。有人覺得
大學重要的是排名，我覺得大學重要的是人才，以及
與本地文化的聯繫，若沒有聯繫，對社會的貢獻和長
遠的文化發展是有隔閡的。學術上有成就，但和本地
文化是脫離的。文化認同要有熱情，熱情不只是在學
術研究， 『科學怪人』 我不反對，但大學應有更多要
考慮的。」

團結香港基金學團結香港基金學
術 顧 問 鄭 培 凱 在術 顧 問 鄭 培 凱 在
「『「『融通中外融通中外．．文明文明

互鑒互鑒』』──香港發展香港發展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高峰論壇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高峰論壇」」圓圓
桌對話上關於香港教育現狀的發言桌對話上關於香港教育現狀的發言，，

幾度引發現場掌聲幾度引發現場掌聲。。例如他談到香港例如他談到香港
中小學教育中存在一定的理念問題中小學教育中存在一定的理念問題，，
「「有的教育理念一味宣揚學生要獨立有的教育理念一味宣揚學生要獨立
思考思考、、有批判性有批判性，，問題是沒有學東問題是沒有學東
西西，，要批判什麼要批判什麼？？要獨立思考要獨立思考，，有知有知
識才能獨立思考識才能獨立思考。。」」

有知識才能獨立思考

香港文聯副會長、全國青聯副主席霍啟剛表示，近年來有人經
常提及香港的 「青年問題」 ，但他接觸的大部分香港年輕人都積極
正面的， 「我不想給年輕人標籤上 『青年問題』 ，好像所有青年都
有這個問題，我絕對不認這個說法。」 他認為，社會需要三樣東西
來幫助新一代青年人：認同感、平台以及希望。

首先，新一代需要主流社會、前輩和家長的認同和鼓勵。當中
霍啟剛特別提到，國家藝術基金延伸到香港，並設有青年組，顯示
出國家對香港青年進行藝術創作的支持，有助於增強香港年輕人對
國家的認同感。

其次，香港需要思考如何為青年提供發展平台，如何 「通過我
們的資源、人脈，網絡，如何去支持他們的發展」 。霍啟剛建議，
私人博物館、美術館等機構應多提供機會予年輕人舉辦展覽；對於
希望融入大灣區發展的青年，香港文聯等組織亦可提供一站式服
務、資源分享、專家幫助等。

第三，香港需要讓青年看到希望及未來路向。如何點燃青年的
希望、讓他們繼續前行，如何在交流之後真正做到合作，如何打通
大灣區、打通內地，都是香港文藝界值得努力的方向。

對於未來發展的機遇，霍啟剛以內地當前已經形成的世界強有
力的中產消費群為例，認為國民消費有轉向精神消費的趨勢，當中
蘊藏有大量的機遇。他希望香港文聯可以發揮連結內地的作用，令
香港文藝工作者在 「北上」 的過程中，幫助他們提供服務。

最後，霍啟剛希望，在中外交流方面，能夠在國家的支持下，
幫助香港爭取到更多的國際文藝協會總部落戶的機會， 「相信香港
有優勢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嚴浩（香港導演）：

作為一個電影工作者，我
認為這是電影講好中國故事的
契機。電影是世界語言，也
是年輕人聽得懂的語言；希
望能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
將真相講給他們聽，不好片面
看問題。

讀書人修身治國平天下，現在香
港重新恢復發展，平天下的工作刻不容緩，我們
希望可以參加愛國事業，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
處，香港人熟悉明白如何用西方熟悉的方式講中
國故事。 ▲香港弦樂團早

前在香港文化中
心舉辦 「賀百年
慶回歸」音樂會。

◀香港文化博物館現正舉
行 「戲裏戲外─細說關
德興傳奇」 展覽。

新舉措 好時機
香港文聯常務副會長林天行表

示： 「一路以來，在香港從事藝術是
比較被動的。然而從去年香港文聯成

立，到今年國家 『十四五』 規劃賦予香港 『發展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 新定位，以及國家藝術基金面向港澳
特區全面開放一般項目申請，我感到現在是最好的時
機，令香港藝術機構和個人工作者獲得更多包括資金在
內的多方面支持。」

香港文聯顧問沈平認為： 「香港的美術工作者有三
大組成：一個是本土的，他們沒有進入美術學校，師承
嶺南畫派；還有一部分是海外留學，對西方比較了解，
吸收了很多西方的文化；另外還有一部分是內地來到香
港的、受過內地的教育，同時對香港也比較了解的一群
人。」 他提到，過去香港的美術工作者錯過了很多機
會， 「今後不一樣了，我覺得對藝術家來說有一個創作
的空間。」

在沈平看來，香港的畫家在生計之餘，也盡自己可
能創作作品，未來我們香港畫家大有可為。 「他們的創
作能力、創作思路、創作技能技巧，都是很好的。我們
一直都在等着這一天、這一個機會。」

香港作詞家與作曲家協會主席陳永華指，香港提倡
全球化的同時，或會在重視國際文化的過程中忽略自己
國家的文化，以為外國文化更優勝。其實很多外國人都
很喜歡中國文化，希望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可以多多宣傳中華民族優良的傳統文化。

學校應加強教育工作
陳永華希望香港加強推廣中國文化和歷史教育的力

度，否則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就徒有 「外」 而缺
乏 「中」 。他建議在全港學校加強教育工作，培養學生
的國民身份認同感。他強調，不要通過外國的新聞了解
自己國家，可以由內地及香港學校組成交流團，讓香港
學生到內地旅遊、體驗及結識當地朋友，一方面可以親
眼見到、親身感受到真正的國家發展，另一方面亦有助
港人認識到自身不足，取長補短。

他又批評本港一些媒體經常發布關於國家的不實報
道，誤導各年齡層的香港市民對國家的錯誤認知；又以
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荷里活的電影為例，很多都將美國
打造成為 「救世主」 形象，因此，國家亦需要做好文宣
工作，更有力地向本港乃至世界宣傳。

大有可為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以錄製視頻方式發表見
解。他認為，借助 「一國兩制」 優勢，並憑一直以來
發展多元和成熟的不同藝術形式，以及中西文化交匯
點，香港可以利用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新定位發
揮更大作用，將文化藝術產業化，為香港青年人提供
發展和就業機會，有助青年人人心回歸，同時加強與
內地、特別是大灣區的藝術團體和工作者合作，增進
交流，拓展本港藝術工作者在內地的發展空間，亦助
內地藝術工作者借香港走向國際。

徐英偉表示，政府一直通過提供資源大力推廣文
化活動，提升藝術水平，推動藝術教育和傳承，保育
和推廣非遺，讓藝術機構和藝術工作者一展所長，發
揮創意，同時提升市民的文化藝術水平。本屆政府大
力支持文化藝術，投入的資源比上屆政府增加34%，
資助高質素文化藝術活動等。 「以推動藝術發展科技
為例，政府近日在相關基金調配一億元讓藝術機構和
藝術工作者申請，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文化藝術發展
新方向，更好支援業界。」

徐英偉：政府增一億元推動藝術科技

花 絮林鳴崗
（香港美協副主席）：

香港的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問
題，西九文化區的問題也很大，希
望未來能對此有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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