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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逾300件藏品 時間跨度由唐至清

文化

香港珍藏大展呈現傳統文化魅力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責任編輯：黃 璇
美術編輯：劉國光

馬逢國（左起）、施俊輝、黃智
▼
祖、林鄭月娥、梁振英、梁卓偉、梁
宏正、吳志華、李秀恆任開幕式主禮
嘉賓。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周年，由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
廣基金主辦、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下稱
香港文聯）協辦的 回歸二十五周年《香港珍藏大
展》 ，昨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開幕。展覽匯聚逾
件中國古代瓷器及中式傢具等，時間跨度由唐至清，盡
300
展中國傳統文化魅力。
大公報記者 劉毅、顏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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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回歸二十五周年
《香港珍藏大展》」
日期：即日起至10月14日
時間：上午9時至晚上8時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
費用：免費參觀

體

育

是次展覽展品涵蓋出自香港收藏家收藏
的超過200件瓷器，分為唐、宋、元、明、
清5個朝代分區展示，令參觀者可以直觀欣賞
不同朝代瓷器的特點，以及同一朝代不同時
期瓷器的發展變化；中式傢具則有近100
件，主要為明、清時期的傢具，並配合展品
設置書房、廳堂和卧房場景，重現古代生活
場景。

展廳重現古代生活場景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區前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
務執行總監梁卓偉、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
遊局常任秘書長黃智祖、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副局長梁宏正、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香港文聯會長
馬逢國及執行會長李秀恆出席展覽開幕禮。
梁振英致辭時表示： 「今次展覽凝聚了
各時期人類用雙手創造的物質財產。我國歷
史源遠流長，文化博大精深。香港中西交
匯，擁有一大批有心、有力的收藏家，且有
極佳的條件，能夠融合中外文化融合發展，
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範圍內的文化中心。」
梁振英續稱： 「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
年，香港是文化福地，有很大開拓空間。希
望未來有更多有志之士，有心之人，可以為
了中國文化的傳承，作出更多的貢獻。」

部分精選展品

明成化鬥彩雞缸杯
「大明成化年製」 六字楷書款（右）

清乾隆粉彩題詩雞缸杯
「大清乾隆年製」 款
鬥彩始於明代宣德時期，結合了釉
下青花和釉上彩，於成化朝臻於完美。
自成化雞缸杯問世起，清代康雍乾時代
乃至嘉慶、道光等朝均有仿燒，可謂
「成窰以五彩為最，酒杯以雞缸為
最」 。

明成化青花纏枝百合花卉紋盌

36萬人參觀香港故宮

「大明成化年製」 六字楷書款
在成化青花瓷中，宮盌最為經典。
作為專為宮廷內用的成化青花官窰瓷
盌，約燒製於1480年代，燒造時期不足
10年，是景德鎮出產成化瓷器的頂峰時
期。紋飾曾設計11款，其中10款為花卉
紋飾，1款為繪果紋。

吳志華以 「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形容
此次展覽， 「展品既展現中國文化瑰寶，亦
體現出香港收藏家對於保存、傳承中華文化
所做出的努力。」 他又說： 「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開幕以來，已經有36萬觀眾前來觀
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也願意與本地收藏
家合作，令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藝術，植根
社區、走進校園。」
梁卓偉亦認為展覽有助香港年輕一代了
解博大精深的中華歷史、文化和藝術，建立
文化身份認同。
馬逢國在致辭中提到了本地收藏家的貢
獻，認為此次展覽有助講好中國文化故事。
李秀恆也希望觀眾可從中感受到中國文化特
色。
此外，活動主辦方通過中國文聯志願者
協會香港會員分會，與香港島校長聯會、九
龍地域校長聯會及新界校長會合作，每日分
四個時間段，組織港九新界在校中學生參觀
展覽，並安排導賞介紹展覽。
此次展覽得到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
旅遊局的支持，由中國文聯港澳台辦公室、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擔任支持單位，是2017年
在北京首都博物館舉行 「《香江雅集》──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特展」 的延續。
圖片：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清雍正御製琺瑯彩月季海棠圖盌
「雍正年製」 四字楷書款
琺瑯彩創燒於康熙朝，並在雍正、
乾隆時期達到鼎盛，是專為清宮御用而
特製的精細彩繪瓷器。康雍乾三朝的琺
瑯彩由景德鎮御窰廠特製白瓷胎運送至
京，在清宮造辦處進行彩繪、彩燒，所
需圖式由皇帝欽定。由於只作為御用或
賞賜，數量稀少而彌足珍貴。

明16世紀末/17世紀初黃花梨四出
頭官帽椅
明清代黃花木製造的傢具，天然紋
理，尤為華美。而在傳統中式傢具中，
官帽椅以書展大氣的造型成為明清傢具
中的代表。黃花梨傢具的木材質量、工
藝水平、整體美感是最為重要的3個方
面。展品中的四出頭官帽椅，至今依然
保存完整，實屬難得。

責任編輯：吳嘉熾 美術編輯：劉國光



樊振東
【大公報訊】據中新網報道：
希望通過世乒賽，讓世界各國的
朋友更了解中國，更了解成都，成
都有很多好吃的，是一座熱情
好客的城市。 國際乒聯執行
副 主 席 、 WTT
世界乒聯理事會
主席暨董事會成員、中國乒協
主席劉國梁近日在成都接受媒
體採訪時表示。

黃鎮廷

﹁

杜凱琹
孫穎莎

精益求精

劉國梁滿意世乒賽籌備進展

「讓世界更了解中國」

﹂

賽事屆別：第56屆

據了解，2022年第56屆國際乒聯世界乒乓球團
體錦標賽（決賽）．成都（簡稱：成都世乒賽團體
賽）將於9月30日至10月9日在中國成都舉行。中國
乒乓球隊從8月中旬開始已經在成都封閉集訓，劉
國梁也來到成都進行督戰。

為更好籌備成都世乒賽團體賽這項國際體育賽
事，目前賽事組委會採取24小時三班倒的方式緊張
備賽，以更好滿足賽事需求。
作為成都世乒賽團體賽組委會執行主任，劉國
梁對賽事籌備情況非常滿意。 「疫情期間，在這麼
短的時間裏，成都組委會、中國乒協、國際乒聯一
直緊密溝通，有條不紊地進行籌備，我覺得比較順
利。」
在劉國梁看來，成都不僅是賽事名城，也是一
座 「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深受中國民眾喜愛。
「相信隨着世界頂尖運動員們的到來，乒乓球將成
為成都這座古老城市的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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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BMX錦標賽
四川包攬男女團冠軍
員參加。四川隊、湖北隊、福建
隊獲得成年男子團體前三名；四
川隊、河南隊、廣東隊獲得了成
年女子團體前三名。此外，河南
隊孫佳琪、濮陽隊喬依琳分別獲
全
▲國
錦標賽比賽現場。
BMX
大公報記者馮雷攝

【大公報訊】記者馮雷報
道：9月20日至21日，2022年
全國BMX自由式錦標賽暨全國
青年BMX自由式錦標賽在濮陽
市體育館舉行。四川隊、湖北
隊、福建隊獲得成年男子團體前
三名；四川隊、河南隊、廣東隊
獲得了成年女子團體前三名。
BMX是小輪車的簡稱。本
次比賽由中國自行車運動協會、
河南省體育局、濮陽市人民政府
主辦，是自由式小輪車項目國內
最高水平的賽事，設成年男子團
體、成年女子團體、成年男子
組、成年女子組、青年男子組、
青年女子組，吸引來自河北、安
徽、福建、山東、廣東、四川、
河南等10支代表隊的67名運動

得成年女子組和青年女子組的第
二名。此次比賽是繼2021年全
國BMX自由式錦標賽暨全國青
年BMX自由式錦標賽後，濮陽
市第二次舉辦該項賽事。

中國女籃
世界盃開門紅

▲中國隊的武桐桐（左二）突破韓國隊的防守上籃。
美聯社

【大公報訊】據中新網報道：9月22
日，2022女籃世界盃的首個比賽日，中國女籃用
一場63分的大勝迎來開門紅。她們以107：44戰
勝韓國女籃，而這樣的勝利，也早已在外界的預
料之中。全場哨音吹響，姑娘們齊聚在場地中
央，盡情慶祝着。眼神中有喜悅，更有堅定。

107：44大勝韓國隊
面對老對手韓國隊，這幾乎是一場碾壓式的
勝利。在賽後，不少網友紛紛表示：這支中國女
籃太強了。
比賽伊始，中國隊在黃思靜的帶領下打出

16：2的夢幻開局。隨後韓國隊在外線找到手
感，李夢裏突外投幫助隊伍穩住局勢。首局結
束，中國女籃27：11領先。第二節比賽，中國隊
反擊奏響，再次打出10：0攻擊波。韓國隊在進
攻端並無起色，中國隊進一步將分差拉大。半場
戰罷，中國女籃54：20領先。
易邊再戰，場面依舊呈現一邊倒態勢，中國
女籃將領先優勢擴大到40分以上。三節結束，中
國女籃領先對手48分。末節比賽，中國女籃依舊
沒有給對手機會，開局便打出9：0攻擊波，最終
以107：44大比分戰勝對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