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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漫畫家黃玉郎

文化

繪畫寄情 香港故事值得更大舞台
將情感融入創作

﹂

自兒時踏上香江這片沃土，黃玉郎
對香港就有着歸屬感。 「小時候我在上
環和中環交界一帶生活，這裏很多建築
物，我都是親眼看着它們建成的。」 回
歸25周年，黃玉郎也見證這座城市的變
遷。從金融海嘯、SARS到如今的疫
情，他始終相信只要吸取經驗，不斷向
前，奮力拚搏，香港的明天會更好。
「我們這一代香港人都經歷了很艱
辛的時刻，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讓香港
變得這麼繁榮。大家都生活在香港這麼
好的地方，更應該團結起來。」
在香港生活幾十年，黃玉郎也將自
己對香港的感情融入漫畫中，通過作品
影響着無數漫畫迷。談及港風漫畫的特
點，在他看來，港風漫畫致力於向讀者
傳遞主張正義的理念和勇敢的精神。
「這裏的勇敢可以分為文的勇敢和武的
勇敢。文的勇敢更多是想表達迎難而
上、不會退縮的精神，主角可以勇敢的
解決問題；而武的勇敢則是對抗壞人及
命運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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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郎筆下的香港風情。

該堅持過往的理念，用香港故事打動更
多讀者，向他們傳遞堅強勇敢的美好品
德。
但在創作的形式上需要跟隨時代進
行轉型。 「過去香港漫畫是大幅的，現
在漫畫的出版模式需要符合手機屏幕的
大小。」
黃玉郎的作品體現出鮮明的個人風

黃
▼玉郎的創作手稿。

他創作的《龍虎門》《神兵玄奇》
系列漫畫的大賣不僅在香港市場獲得知
名度，還讓港風漫畫走向更大的舞台。
時至今日，儘管香港漫畫市場與高峰時
期相比慢慢回落，在黃玉郎看來，要想
順應市場的發展，就要將目光從700萬
人口的香港轉向擁有數以億計觀眾的內
地。
具體來看，港風漫畫的故事內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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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郎為作品題字。

用故事打動讀者

掃一掃 有片睇

體育

黃
▲玉郎與他創作的慶祝香港回歸 周年作品。

今年是虎年，又逢香港回歸祖國 周年，香港漫畫家黃玉郎以自己的方式為香港
獻上祝福。一個身穿虎頭背心的男孩手中比出了 和 的手勢，腳下正是象徵着香港
精神的獅子山和標誌着金融中心的中環海景。兩側寫着 同心團結勇創新高峰，慶祝
香港回歸廿五載 。被問及這幅畫的含義，黃玉郎告訴大公報記者， 我希望可以表
達對香港的情懷，展現我們香港人肯吃苦、肯努力的精神。
大公報記者 顏琨、實習記者丁蘊

「這幅畫的主角是向前飛躍着的，
2和5的手勢代表着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在他腳下的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風
景。獅子山對香港人而言是非常重要
的，相信在這幾十年甚至百年內，獅子
山精神依舊可以支撐港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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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正是無數優秀的香港漫畫家堅持自
己的創作，才讓港風漫畫在更大的舞台
上被看見。被問及如何形成創作風格，
黃玉郎認為，儘管風格的形成因人而
異，很難用具體的時間來統一答覆，但
至少兩年的時間積累是必備條件。除此
之外，作為創作者，不應該隨波逐流。
圖片：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朱雪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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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跳水隊世錦賽再奪兩金
中國跳水隊
世錦賽再奪兩金

東京奧運會上，王宗源輸給了隊友
謝思埸獲得3米板亞軍，兩人搭檔獲得
了雙人3米板冠軍。如今王宗源還不到
21歲，他在本屆世錦賽上表現出色，
被外界視為中國未來男子3米板的接班
人。王宗源賽後表示，比賽中更多關注
自己動作，而不是分數和名次，自己一

游泳世錦賽獎牌榜（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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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截至6月29日

簡訊

▲左起：曹緣、王宗源、楊昊、練俊傑
在頒獎儀式後合照。
路透社

【大公報訊】2022年亞協盃分組賽J組
賽事，今晚將在泰國武里南體育場上演最後
一輪賽事，由港超勁旅東方與台南市FC對
陣。東方主教練盧比度及球員孫銘謙出席賽
前記者會，盧比度強調球隊仍會專注爭勝。
停賽復出的孫銘謙則希望有所貢獻，為球隊
取得出線權。（港台電視32傍晚6時直播）

王宗源在男子三米板比賽
▼
中。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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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霸男子3米板雙人跳台

直在想各個技術要領。
27歲的老將曹緣歷經10米台、3米
板的轉換，依然展現出不俗實力，這枚
銀牌是他在奧運會和世錦賽上獲得的第
13枚獎牌。曹緣賽後表示，比賽中有
些地方不夠穩，在起跳高度、姿態處理
等細節上不夠完美。
東京奧運會該項目銅牌得主、英國
名將拉弗雖然在第四跳出現重大失誤，
僅拿到37.80分，但最後還是有驚無險
地拿下銅牌，成績為473.30分。
男子雙人10米跳台決賽上，中國
組合練俊傑／楊昊發揮穩定以467.79
分奪冠，領先第二名英國組合近40
分。東京奧運會上，該項目是中國跳水
隊唯一未能摘金的項目，練俊傑／楊昊
是一對新組合，兩人賽後坦言，近期參
賽比較少，比賽中有些緊張，表現不
算完美，但總體來說比較穩定，把
東京奧運會中國隊錯過的金牌
拿了回來。

練俊傑（右）、楊昊在男子雙人十米跳台比
▼
賽中。
新華社

28

強者本色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 2022
年游泳世錦賽當地時間 日在匈牙利布
達佩斯繼續進行跳水項目比拼，中國跳水隊一日收穫兩金。在男子 米板決賽
上中國選手王宗源、曹緣以絕對優勢包攬冠亞軍，男子雙人 米跳台決賽練俊
傑／楊昊以完美發揮奪冠。至此中國跳水隊已在本屆世錦賽獲得四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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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屆世錦賽首個比賽項目男子雙
人3米板上，王宗源、曹緣兩人搭檔拿
下金牌。轉戰個人項目，兩人一路領
先，預賽、準決賽均以前兩名成績晉級。
決賽中王宗源的表現相當出色，從
第一跳開始就全程領先，六輪動作幾乎
沒有瑕疵，其中有五輪動作都拿到了當
輪 最 高 分 。 最 終 他 的 總 分 為 561.95
分，領先排名第二的曹緣多達69.10
分。值得一提的是，這是2007年世錦
賽該項目準決賽成績不帶入決賽以來，
冠軍選手拿到的最高分，也是中國選手
連續第八次獲得這一項目世錦賽冠軍。

孫銘謙復出
冀助東方亞協出線

細威溫網女單首圈出局

中國女排世聯賽三連敗

列斯允車路士購拉芬夏

溫網昨晨舉行女單首圈賽事，40歲的美
國名將 「細威」 莎蓮娜威廉斯與法國球手譚
恩對陣，雙方比賽長達3小時11分鐘後， 「細
威」 終以5：7、6：1、6：7（7）落敗，連續
兩年止步溫網女單首圈，職業生涯第3次 「一
輪遊」 。19歲中國的鄭欽文首圈迎戰美國名
將斯蒂芬絲，結果鄭欽文以7：6（1）、7：5
擊敗這位前美網冠軍殺入次圈，這亦是她在
草地巡迴賽首嘗勝利。

28日，在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舉行的
2022年世界女排聯賽分站賽中，中國女排
以 2： 3 （20： 25、 23： 25、 25： 18、
25：21、11：15）惜敗於現排名世界第
二的巴西隊，遭遇世聯賽三連敗。值得一
提的是，雙方此前在多次交手中打滿五
局，在里約奧運會8強和2021年世聯賽
中，中國隊均以3：2險勝巴西隊。
新華社

列斯聯的巴西翼鋒拉芬夏比洛尼，
有望成為車路士新老闆的首個收購，據
報與列斯聯接觸後，火速答應對方的
5500萬鎊叫價。阿仙奴、熱刺、紐卡
素和巴塞隆拿都對該名25歲巴西國腳感
興趣，但統統不及車路士新老闆保希利
出手快。車路士亦將努力完成以約
5000萬鎊價錢，收購曼城翼鋒史達寧
的交易。

賽和足以晉級
亞協盃J組首仗，東方以3：1勝理文，
理文其後則以3：1擊敗台南市FC，東方今
仗賽和即告出線，如敗於台南市FC，只要
小敗1球亦可憑得失球差晉級，台南市FC則
要大勝才能晉級，若台南市剛好以2：0勝
出，理文便可憑得球較多力壓兩者出線。東
方主帥盧比度未因形勢較佳而鬆懈，表示各
隊仍有望出線，今仗將會很難踢，台南市
FC亦有一定實力，務必要小心應戰。港足
代表孫銘謙兩年前代表大埔出戰亞冠外圍賽
領紅牌，上仗要坐越季波監，他今仗復出希
望協助球隊晉級，在亞協盃證明東方有力面
對不同挑戰。

曼聯即將購入
法蘭基迪莊
【大公報訊】綜合ESPN FC、每日郵
報報道：曼聯收購巴塞隆拿中場法蘭基迪
莊之事取得突破，據報已同意基本轉會費
用為6500萬歐元，但巴塞所要求的1500萬
歐元附加費和法蘭基迪莊的個人條件就仍
待進一步商討。飛燕諾左閘杜維爾馬拉西
亞就可能搶飲 「頭啖湯」 ，曼聯已答應以
1300萬鎊收購，令該名22歲荷蘭國腳或成
新帥坦哈格的首名新兵。
法蘭基迪莊一直是坦哈格的頭號收購
目標，相信曼聯會趕及下月8日大軍出發前
往泰國與澳洲作集訓前完成交易。飛燕諾
左後衛馬拉西亞，今年的兩期國際賽亦獲
荷蘭國家隊主帥雲高爾徵召，至今為荷蘭
上陣5仗已有2次助攻，表現不俗，是坦帥
心儀已久的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