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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文化藝術領域應如何扮演自己獨特的角色香港在文化藝術領域應如何扮演自己獨特的角色？？國家國家「「十四五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規劃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讓文化藝術讓文化藝術「「引進來引進來」」和和「「走出去走出去」，」，規劃規劃

頓為從事藝術行業的人注入動力帶來希望頓為從事藝術行業的人注入動力帶來希望，，期待不再出現搞文化藝術的人難以養妻活兒的悲哀期待不再出現搞文化藝術的人難以養妻活兒的悲哀。。然而然而，，要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涉及要素眾多要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涉及要素眾多，，包括人才包括人才、、資資
源源、、市場市場，，培養藝術從業者的土壤培養藝術從業者的土壤，，市民欣賞藝術的能力和熱愛氛圍及政策扶持等市民欣賞藝術的能力和熱愛氛圍及政策扶持等，，可是香港沒有像北京的可是香港沒有像北京的798798藝術區文創基地藝術區文創基地，，連一間專業藝術學院都未連一間專業藝術學院都未

有有。。倒是有一班青年藝術從業者勇於與殘酷的現實較勁倒是有一班青年藝術從業者勇於與殘酷的現實較勁，，必須聽聽他們的心聲必須聽聽他們的心聲，，了解他們的需要了解他們的需要，，感受他們如何在找尋理感受他們如何在找尋理
想與麵包中掙扎想與麵包中掙扎。。香港文匯報一連五期請成功藝術家傳授他們如何能共同擁有理想與麵包香港文匯報一連五期請成功藝術家傳授他們如何能共同擁有理想與麵包
的技巧的技巧，，以經驗為他們加油以經驗為他們加油！！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步伐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步伐
才會加速向前才會加速向前！！

藝術創作離不開靈感與天賦，但練習
也從來不可或缺。在所有藝術門類

中，樂器演奏或是與練習最唇齒相依的
一項，靠靈活雙手恰如其分地撥奏，方
可令樂器擁有靈魂。然而技藝生成，如
何保持精進，往往牽連着演奏者從幼年
時便開始歷經的無數磨礪。
豎琴藝術家于丹早前舉辦「豎琴萬花

筒」音樂會，與一眾友人、學生一同上
台獻藝。當老師和不同年齡段的學生同
台，好似令人見到一位演奏者不同的成
長階段——他們一路懷揣着音樂理想，
在成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之前，學習歷
程中每個階段或許都有自己的疑惑、不
安，但也終能達到進步與突破。然而有
一班學豎琴的美少女，不怕手指撥弦疼
痛、樂器笨重，努力推崇豎琴音樂， 滿
足人的精神需求。

陳芯淘考試期間勤練琴
現就讀中三的陳芯淘（Crystal），由
幼稚園高班開始學習豎琴，至今已有8年
光陰，憶述自己的學藝之路，她是一副
超乎年齡的成熟與自若。Crystal每日會
用一至一個半小時練琴，即使在學校考
試期間，也會每日練足半個鐘。學藝多
年，隨年齡漸長，她對須磨練技藝所要
付出的時間與精力已可坦然面對，不過
小小年紀的她也有擔憂，她怕自己失去
對豎琴的熱愛。「曾經有一段瓶頸期，
無論怎樣練都沒有進步，覺得很煩躁，
不知為何失去了對豎琴的興趣，後來花
了一些時間去找突破點。」終渡過瓶頸
後，她已可老練地總結出研習技藝的玄
妙之處：「原來瓶頸並非靠思考就能找
到突破，也許是一個很細微的動作，或
是嘗試在練習時從未做過的事情，都可
能指向突破點。」
Crystal坦言，那次瓶頸令她堅定了對
豎琴的熱愛以及成為豎琴家的信心，若

是長大後志向未變，自己仍是想
做豎琴演奏家。問及如何實現理
想，她的回覆簡單而純粹：「我
覺得只要熱愛和肯花時間就可
以。」思索一陣，她又說：「應
該都需要很勇敢。因為現實點
講，音樂是人的精神需求，若有
天精神需求已不是重要的部分，
誰還會去推崇豎琴家呢？」

石卓琳冀專業結合興趣
6 歲開始學習豎琴的石卓琳（Jas-

mine），現就讀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在
學琴的14年中，她曾斬獲眾多本地及國
外豎琴獎項，包括第四屆香港國際豎琴
比賽第三名、2014年日本國際豎琴比賽
（高級組）銀獎、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國
際豎琴比賽銀獎等。跨過了滿世界打比
賽的階段，Jasmine現下專注於學業，偶
爾公開表演，在上個月老師于丹的音樂
會中，她就有登台獻技。她坦言如今沒
有打比賽的壓力，彈豎琴反而成為辛苦
的醫科學習生活中的一點放鬆與安慰，
即使現在不需為比賽準備，她也盡量保
持每日練琴。
「我曾經也想成為職業演奏家，但學

豎琴從來都是因為興趣，而不是非要把
它變成職業。」Jasmine認為出國比賽的
經歷打開了她的眼界，不僅認識到很多
國際著名的導師與演奏者，也讓她發現
了豎琴的更多可能。於是，一直也對科
學有興趣的她選擇在大學入讀醫科，嘗
試將豎琴和醫學結合：「我在2016年和
2017年舉辦了兩次慈善音樂會為無國界
醫生籌款，也曾做義工教特殊兒童彈豎
琴。現在讀公共衞生碩士，對Art and
Public Housing議題很有興趣，比如英國
就有一些藝術Workshop給流浪漢參加，
不僅可以維持他們的mental health，也
可以透過作品讓社會看到他們的能力，
我希望用豎琴做到類似的事。但怎樣
將豎琴和我的專業融合，從未有人做
過，我都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學琴迫使學懂時間管理
除了學藝的辛苦，學業和學藝之間

的平衡問題，也令他們過早地就要學
着應對。Jasmine坦言，要一邊顧學
業、一邊兼顧比賽和演出實屬不易，
學豎琴迫使她早早懂得如何更好地管
理自己的時間。「記得最誇張中學有
一次去韓國比賽，比完賽飛返嚟，三
日後便要參加學校的重要考試，我只

有在飛機上溫書，最終還算考得理
想。」如此她養成了「提早準備」的習
慣，無論是學業考試還是豎琴比賽，她
習慣了未雨綢繆。
豎琴演奏家幾乎都是從很小便開始學

習，即使目標不一定是成為專業演奏
者，從幼年開始的學習者也都是按專業
方向來培養。于丹提到學習豎琴的孩子
會在成長過程中經歷很多感到不公平的
時刻：為什麼別人出去玩了我要練琴？
在比賽得獎、演出榮光的喜悅降臨回報
給他們之前，這些「不公平」的委屈只
有靠年幼的心靈獨自消化。
Crystal的父母提及，Crystal年幼初學
豎琴時手指尚未起繭，因為幼嫩常常起
泡甚至流血，但女兒從未因此而講不再
繼續學，這種堅毅的品質也影響到她生
活和學習的其他方面。豎琴也練就了她
思想的成熟，Crystal爸爸說：「雖然年
紀還小，但她會思考自己的未來，以後
讀什麼科、有什麼出路，她都會講給我
聽。」
Jasmine的妹妹也同樣學習豎琴，

她們的媽媽身為全職主婦，一路陪
伴女兒去世界各地比賽，見證了
她舞台上的靚麗光鮮與背後學
藝練習的艱辛起伏。她談及
Jasmine中六公開試前兩三
個月仍去參加國際豎琴
比賽，當時的參加者
不乏來自法國、美
國專業音樂學院
的學生，對又要
比賽又要準備公開試
的Jasmine而言是極大
挑戰。但欣慰的是，女兒不僅拿
到比賽第三名，同時也在公開試
中以佳績入讀醫學院，她覺得是
多年的上台演出以及壓力訓練塑
造了Jasmine的良好心理素質。學
藝雖然投入巨大，但她坦言不會
強迫孩子走音樂家的道路：「每
一次聽她們彈奏，我已是很滿足
享受。」

謝欣燕（Yany Tse）於2013年畢業於
香港演藝學院豎琴演奏專業，現時以
freelancer身份在香港不同樂團中擔任演
奏工作，平時亦開課教授學生。她表示
香港專業樂團本來就不多，較之其他樂
器，豎琴演奏者在樂團中的席位又少很
多：「香港管弦樂團已經算是很專業，
但豎琴的位置也只有一兩個，非常個別
的曲目先會用到6部豎琴，我只參與過
一次動用6部豎琴的演出。」而且，也
不是所有的演出曲目都會有豎琴參與：
「一般閤家歡的曲目才比較多用到豎
琴，但其餘很多演出都沒有豎琴的份，
所以我也非常珍惜演出的機會。」
這也是為什麼，大多數豎琴學系畢業
生都不會進入樂團，而是選擇從事教育
工作的原因。Yany坦言香港教豎琴都算
收入不菲，高過樂團演出的人工，她堅
持入樂團工作，是因為唯有登台合奏，
才可以保持對豎琴和音樂的熱忱：「教

琴是雙向交流，而演出才真的是在分享
音樂。」

支持校園樂團建設
Yany在學生時代就已有樂團演奏經

歷，畢業後便進入香港中樂團任職豎琴
演奏。「我自己比較早定位，不喜歡做
背景演奏的配襯，那很難表達到我想透
過音樂分享的感情。樂團職位不足並不
只是香港的問題，全世界都是如此。」
她認為要進入樂團工作必須要提早3-5
年開始自我準備，提高實力，多參加樂
團的考試才能累積經驗、衝出重圍。她
有不少學生就讀的學校有樂團，但未配
備豎琴，如參與必須自帶樂器，Yany總
是鼓勵他們不要計較將琴搬來搬去的辛
苦，盡量多參與學校樂團的演出。Yany
亦提倡要普及校園樂團，給予學習者累
積樂團演奏經驗的機會：「小提琴、敲
擊樂為何發展如此成熟，是因為那些演

奏者很小就有合奏的經驗，唯有加強合
奏樂團的組建、演出與訓練，才能真正
培養出演奏的人才。」
現下不少樂團的演奏職位都虛席以

待，面向全球招募演奏家，候選者會經
歷兩輪嚴格的選拔。「現在樂團的走勢
都是『全球化競爭』，這令競爭變得更
加激烈。大約會有十分之一的學生告訴
我自己想行音樂這條路，但我會勸他們
不要那麼快選定路線，要重視學業。」
Yany說學生往往看見她台上的光鮮，卻
不知走演奏道路的艱辛。「現在讀音樂
專業不止有演奏，也有管理、歷史研究
等等，每個人適合的或許不同，樂團工
作的壓力並非人人能承受。」

豎琴美少女追夢不畏難豎琴美少女追夢不畏難
全職難求全職難求 演奏家路漫漫演奏家路漫漫

除了實物創作的藝術家除了實物創作的藝術家，，還有表演藝術家還有表演藝術家、、音樂演奏家音樂演奏家，，都是都是

需要面對藝術與麵包的抉擇需要面對藝術與麵包的抉擇，，在理想與現實中掙扎的一群在理想與現實中掙扎的一群。。學音學音

樂演奏的青年更是需要無比的熱忱和毅力樂演奏的青年更是需要無比的熱忱和毅力。。在香港學樂器演奏的在香港學樂器演奏的

人很多人很多，，但當全職演奏家的機會少得可憐但當全職演奏家的機會少得可憐。。成為全職演奏家也許成為全職演奏家也許

是每個學員的終極理想是每個學員的終極理想，，然而背後意味着怎樣的付出然而背後意味着怎樣的付出？？以演奏為以演奏為

生是生是「「甜甜」，」，又是否足以抵消多年學藝之又是否足以抵消多年學藝之「「苦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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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琴名師于丹：
專業演奏者與觀眾都需要培養

樂團席位少只好選擇教琴
普及樂團增登台演奏機會

●即使教豎琴收入不菲，Yany依然
堅持入樂團工作。 受訪者供圖

●●就讀於港大醫學院的就讀於港大醫學院的JasmineJasmine
望將豎琴和自己的專業融合望將豎琴和自己的專業融合。。

●于丹希望從校園入手去糾正大
眾對豎琴的「偏見」。

●于丹（中）既教授學生豎琴，也願為他們
創造更多上台演奏的機會。

●于丹（中）早
前舉辦「豎琴萬
花筒」音樂會，
與一眾友人、學
生上台獻藝。

受訪者供圖

●●CrystalCrystal學藝學藝88年年，，
對豎琴的熱愛不變對豎琴的熱愛不變。。

兩位學生均師
從本港著名豎琴導
師于丹，她在內地
出生長大，從小跟
隨中國知名豎琴演
奏家樂平秋學習，
19歲赴美國音樂
學 院 進 修 ， 於
2001 年奪得美國
國際豎琴大賽金
獎，成為首個在此
國際賽事中獲獎的
華人。她在香港教
授豎琴多年，觀察
到多數學生即便自
幼開始學習，長大
卻並不會選擇從事這一行業。在香港壓
力繁重的學業下，多數學生在中五、中
六階段會暫時擱置學琴事宜，專注於課
業學習。

小朋友手指撥弦疼痛
于丹講到豎琴學習生涯中的艱辛曲

折：比如因彈奏豎琴不用假甲片，不少
小朋友初學便深感手指撥弦疼痛，哪怕
是一段時間停止練習，再重彈起也會疼
痛；豎琴從小型至大型琴弦有26至47
根不等，經常需要調音，如此大型樂
器，年紀小的學童根本無法自行完成，
家長能否給到及時的支持，亦關乎子女
學藝之路的進退。在她看來，要培養出
一個專業的演奏者要歷經重重困難：
「首先專業演奏者必然要有一些天賦，
然後便是時間精力與金錢上投入，如從
兒童時期開始培養，家長的介入也很重
要，如何去陪伴、支持學童，家長都需
要付出很多時間與心力。」
要成為專業演奏者，除要考獲豎琴專

業證書，演奏者更要入讀高校的豎琴相
關學系繼續深造，惟香港沒有專業音樂
學院，香港演藝學院、香港大學、香港
中文大學等高校可以主修豎琴的科目均
是附屬於音樂系，但若要入讀更專門的
豎琴演奏專業，唯有負笈海外。于丹表
示：「如要深造，香港的學校確實沒有
國外那麼多選擇，而且國外的藝術環境
也很不一樣，教學角度各有千秋，容易
令人打開眼界。」
于丹也曾在美國教授豎琴，相較於

香港，美國的學生中入讀音樂院校專
攻豎琴的就多很多，但從音樂院校畢
業後，要成為全職演奏家依舊是有壓
力：「畢業後還沒有出名，又無法進
到樂團裏演奏，或者進到學校教學，

沒有穩定工作，就必須
要去做一些兼職工作，
比如婚禮演奏、reception
演奏來支持自己的生
活。」相較之下，于丹
認為反而是現下香港的
就業情況好一些：「近
年豎琴推廣得不錯，需
求比較大，為專業演奏
者們帶來了一些就業機
會。」
但因文化的關係，國外

公眾對古典音樂接受廣
泛，促進了小樂團和小型
演出發展，在這方面，香
港的情況不是非常理想。

于丹認為，儘管學習豎琴的人愈來愈
多，但對比鋼琴和小提琴，豎琴仍然只
算小眾樂器：「有人會說從未聽過豎琴
的聲音，但絕不會有人說從未聽過鋼琴
聲。」此外她亦感到大眾對豎琴這一樂
器有些許偏見：「一見它很大，又鍍
金，便覺得價值連城，但除那些價值高
昂的，也有很多入門的琴，價錢其實是
affordable的。」
于丹希望從校園入手去糾正大眾對豎

琴以及古典音樂的某種「誤讀」，她目
前在將軍澳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的課外
活動中教授豎琴，學校為推行「一人一
音」計劃，自資購買了一些小型豎琴供
學生上課使用，課程收費與學習其他樂
器相差無幾。于丹認為，若是學校與社
區能給大家提供更多這樣的資源，那麼
更多基層家庭及公眾都可對古典音樂觸
手可及，這也可以反過來拓展專業演奏
者在香港發展的機會。

盛名之下難保技藝精進
演奏家與運動員無異，技藝用進廢退

的真理非常殘酷，即使是于丹這樣年少
成名、桃李滿門的知名演奏家也需要為
自己的練習盡力爭取時間，以保持技藝
精進。「我一直無法平衡自己工作和練
琴的時間，因為要教學生，所以自己的
時間變得碎片化，很難達到專心，而演
奏者需要一個可以放空思想的空間才可
以練習。」于丹笑言，有時她常會有種
不切實際的幻想希望可以回到學生時
代，那段靜下來自己獨個練習的時光。
她也認為這是一個演奏者需要對抗的問
題：「琴藝學習沒有止境與頂點，當你
離開校園好像失去了學習的動力與環
境，要如何繼續走下去？」這是每個追
夢者需要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