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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夢蝶軒主人盧茵茵與朱偉基

我們和香港故宮的合作
剛剛開始

作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批館藏之一，夢蝶軒的這批金銀器涵
蓋不同地區和民族特色，包括歐亞草原、青藏高原及中原地區，反映
遊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不同面貌。金屬在人類物質文明的歷史上一直
扮演重要的角色，從裝飾物，到工具，再到戰爭的武器，盧茵茵至今
清楚記得購藏的第一件金銀器，是從香港古董商那裏買到一件很小的
戰國時期的金鈎，自此夫妻二人開始了三四十年的金銀器收藏之旅。

藏品時代橫跨三千年
是次捐出的藏品種類繁多，包括古代貴族的個人、馬匹及車輛等
飾物，時間橫跨三千年，得來亦是十分不易。曾有一件金飾讓盧茵茵
追了兩年： 「我們當時在一位香港古董商處看中了一件金飾，
結果決定要買的時候，古董商告訴我們賣掉了，被美國人買
走了。」 這件金飾名為《騎射武士飾片》，形態為正在騎
馬射箭的人物，能夠看到一整套包括戰具在內的裝飾。盧茵
茵表示，透過這件金飾可以還原出當時吐蕃貴族的服飾面貌，錯
過了則令人扼腕。朝思暮想了兩年，沒想到兩年後他們在美國
的一個古董展的攤位上再次與它相遇，盧茵茵毫不猶豫地立
刻買了回來。以《騎射武士飾片》為代表，這批珍品反映中
原王朝與周邊遊牧民族的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加深觀眾對
中華民族一體多元的認識，具有重要歷史和民族意義。
「通過這批展品，不僅能夠了解到當時的
歷史，還可以看到當時的藝術風格和審美
觀。另外，這批展品展現了唐朝高原、草原
和中原三個地方工藝的流轉和精進，展現了
當時的人文活動和對外的交流互動。」 十年
前，夫妻二人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對這批金銀
器進行展覽和研究，這次合作令盧茵茵愈發察覺該系列本身重要的歷
史價值和文化內涵，二人不希望這批珍品就此封塵，他們期待能夠對
這批文物進行更加深度和有系統的挖掘。

◀公元前7至9
世紀，金，長
31.1厘米，寬
17.4厘米。

費盡心思尋找「好歸宿」

︽鳳形頭飾︾

「但是我們需要等一個契機。」 朱偉基說。 「2016年聽到故宮
會在香港落地的時候是興奮的。」 盧茵茵提到，在她看來，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的建立，冥冥之中應和了她對於這批金銀器歸宿的四個設
想： 「首先有國家支持，香港故宮是故宮文化在香港的代表；第二，
香港本身是我們的家，我想去看這批東西都會很方便，香港本身又是
一個很開放的國際都會，這樣一批反映文化交流與互動的藏品放在香
港這樣一個中西文化交匯之處是很合適的。」 盧茵茵續稱， 「第三，
香港故宮擁有頂尖的博物館人才。香港故宮國際化的定位和研究團隊
給了我們很強的信心。」 最後，盧茵茵相信，在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的定位下，香港故宮將會有很好的前景，因而她決定將這批珍
藏捐贈予香港故宮。
二人對這批藏品珍之愛之，又如此費盡心思地為它們尋找一個
「好歸宿」 ，盧茵茵說是因為自己對於這個系列的收藏有使命感。
「我總是覺得收藏文物和收藏現代的東西不同。我們的生命是有限
的，這種幾千年的東西在你的手上都是暫託的，你要對它們負責。」
在盧茵茵看來，收藏的商業價值、藝術價值、歷史價值中，她相信她
對於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的保留是有責任的。 「將它好好地交託給一
個好的平台，讓其繼續發揮歷史與藝術的價值；並透過這樣東西回饋
社會，做多一點研究。」
盧茵茵提到，對於這批金銀器系列的收藏並不會因為是次捐贈而
停止， 「未來如果碰到合適的還會繼續收藏，我們和香港故宮的合作
只是剛剛開始。」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公元前7至9
世 紀，金，長
21.9 厘 米，寬
7.8厘米。

◀唐，公元8世
紀，金、寶石、
琉璃、硨磲，
長 8.7-15.2 厘
米，寬1.8至9.3
厘米。

▲ 明 ， 公元
公元15
15至
至 17
17世紀
世紀，
，金、寶
石，直徑
直徑9
9.6厘米
厘米，
，高6.4厘米
厘米。
。

︽動物紋冠︾

︽梳背︾
▶唐，公元8
世紀，金、寶
石、琉璃、硨
磲 ， 長 8.7-15.2
厘米，寬1.8至9.3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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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蝶軒是盧茵茵與朱偉基
私人收藏的堂號，二人對於收
藏古董的興趣是受到同樣是身
為收藏家的盧茵茵之父所影
響，作為結婚紀念日禮物相贈
的漢代銅鏡使二人從過往無頭
緒的零散收集轉為重點關注
金屬類的器物。是次採訪
中，盧茵茵談到，他
們一開始收藏的都
是青銅器，而後
開始對金銀器感
興趣，再後來
又轉向對鐵器
的收藏。

2022年6月26日
星期日

︽翼馬紋飾片︾

收藏古董
源於家庭影響

要聞

︽騎射武士飾片︾

這次捐贈我們差不多是將一整個系列捐出去的，沒有保留，三
個系列全部捐出去。目的是希望為這個系列建立一個比較完整、有學
術研究性的體系。
月 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展廳
同賞共樂：穿越香
港收藏史 中的部分展品，來自 月底夢蝶軒向香港故宮捐贈的 946
件中國古代金銀器珍藏。夢蝶軒主人盧茵茵與朱偉基日前接受大公報
記者專訪，講述二人從收藏、到研究，再到如今為這批金銀器找到合
適歸宿的過程。
大公報記者徐小惠 實習記者丁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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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蝶軒捐出的部分珍藏，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
館展廳
同賞共樂：穿越香港收藏史 展出。
資料圖片

朱偉基（左）與盧茵茵在夢蝶軒接受大公報記
▼
者專訪。
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

慶祝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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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
公元前4
4 至 3 世紀
世紀，
，金，
直徑17
直徑
17..6厘米
厘米，
，高9厘米
厘米。
。

收藏家需對社會有責任
當談到 「香港收藏
藏家 家 」 一 詞 時 ， 盧 茵 茵 表
心聲 示 ： 「 我 是 相 信 使 命 感
的，如果別人說你是收藏
『家』 ，那你是需要對社會有責任
的。」 盧茵茵認為香港收藏家一直以來
對中國的文化傳承貢獻不少，朱偉基同
樣認可香港收藏家的付出： 「我想香港
收藏家在過去幾十年很重要，很多大收
藏家建立了有名的私人收藏。香港各位
收藏家的收藏行為，使香港成為了諸多
博物館認可的收藏中心。」

畢生心血得以傳承
盧茵茵與朱偉基表示，這次捐贈是
他們主動提出的，盧茵茵談到： 「因為
我們和香港故宮的團隊大多相熟，今年
是香港回歸25周年，加上香港故宮開
幕，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香港故宮大
多是借展，我想他們也想有自己的藏
品，於是我就說： 『你們對這些東西有

是我們的心血，我們很希望這個心血可
以傳承。」

收藏文物了解歷史

▲2010年9月至11月，中國絲綢博物館舉行 「金冠玉飾錦繡衣──契丹人的生活和藝術」 展覽，以夢蝶軒捐贈藏品為主要展品。

興趣嗎？』 他們當然有興趣啦。對我們
來說，故宮是最理想、也是最完美的平
台和歸宿，所以我們一談即合。」
對於這樣的捐贈行為，朱偉基表示
這並非他們第一次這麼做： 「我們曾經
收藏了一批很有價值的遼代絲織品，由
於有一部分需要修復，我們請了中國絲
綢博物館館長趙豐和他的團隊來香港幫

我們做修復部分。修復好這批絲織品
後，他們團隊表示很有興趣，希望我們
能夠捐一兩個碎片給他們。Betty（盧茵
茵）說： 『（捐）一兩件不如全部捐給
你們。』 所以七十多件全部給了中國絲
綢博物館。」
關於將這批金器捐贈給香港故宮，
盧茵茵笑談： 「就像將絲綢給中國絲綢

博物館一樣，不是即興的，而是經過深
思熟慮的。你知道自己的初心，知道這
批東西的價值，知道自己想要怎樣，當
契機到來時你就會快速作出決定。決定
捐贈的時候香港故宮可能會覺得：她這
麼衝動的？其實我不是那麼衝動的。」
就此，朱偉基補充道： 「最重要的是這
一批是我們很珍惜、很喜歡的藏品。這

朱偉基希望博物館能做到透過文物
的故事給大眾普及中國文化，讓人們認
識到歷史的進程： 「我們總說民族自信
和民族認同，我覺得認識中國文化很重
要。認識中國文化，就是認識歷史，歷
史的進程就是文化的沉澱。對中國的歷
史，一方面你要自己讀書，另一方面收
藏文物也是一個方向。博物館可以通過
自身的功能做一個普及，令到大眾在欣
賞、鑒賞文物時有一個歷史背景，講好
我們的文物故事、歷史的故事和中國故
事。」
二人還提到過往許多香港收藏家會
將藏品捐給海外機構，夢蝶軒希望起到
帶頭作用， 「如今有了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香港的收藏家便多了一個捐贈的
可選擇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