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之瑰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
的展品，部分是書畫家的傳世孤本，經歷了數百
年甚至逾千年的流轉。最後一期展覽同樣是國寶
雲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副館長（研究策展及
節目）王伊悠對記者表示，第三期展品跟前兩期
一樣，從未在香港展出：「每一期的展品都有不
同亮點，這次有些展品與香港息息相關。」

港專家參與回購國寶書畫
浙江錢塘江是古時不少文人雅士的創作題材，

詩歌、繪畫不乏以錢塘江為主題的作品。展品
《錢塘觀潮圖》為現存最早展現錢塘江漲潮盛景
的畫卷之一，據博物館副研究員黃煒均介紹，此
畫講述了香港與故宮博物院之間的故事：「此畫
是『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從香港回購，後入
藏故宮博物院，令其得以重返故地。小組於 1954
年由國家成立，負責營救珍貴文物，主要由香港
收藏家徐伯郊領導，他們努力於本地、鄰近國
家，甚至歐美搜羅回購中國書畫，也體現了香港
在保護國寶方面所作出的貢獻。」《錢塘觀潮
圖》以即景寫實手法、俯瞰式構圖，刻畫漲潮時
波濤漸起及船隻緊急歸岸的情景。近景繪薄霧中
的臨江建築，雖然只描繪了高低錯落的各式屋
頂，仍表現出跋中所描繪的南宋都城繁華景象。
遠景則空勾無皴，以清雅綠色暈染平緩的山巒。
黃煒均表示，展品尺幅小，看似畫面簡單，卻以
寥寥幾筆就捕捉到錢塘江的水文現象，以及小
船、船上之人緊張回岸的情景，相當精彩。

展更完整洛神賦全圖
繼第二期展覽展出過《洛神賦圖》的北宋摹

本，是次展覽又見《洛神賦全圖》南宋摹本，兩
者有何不同，值得觀者再去參觀？博物館副研究
員蔣方亭解答：「兩件展品在內容方面大體一
致，均源自三國文學家曹植名作《洛神賦》，並
以連環畫的方式將主人公與洛神從邂逅到分離的
多幕場景描繪出來。但北宋摹本年代更久遠，畫
風保有六朝時期的繪畫特徵，更接近顧愷之的年
代，畫心尺寸更小，故事有部分情節流失。南宋
摹本的畫風更為成熟，畫卷中服飾、器具多為硃
砂色，整體氣息深靜古雅，人物比例合宜，體態
優美，是宋代的繪畫風格，且畫心長度是前者的
兩倍，故事情節較豐富完備，並寫了《洛神賦》
部分賦文。」在傳世多卷《洛神賦圖》中，是次
展品的內容尤為豐富完備，其中洛神「或採明
珠，或拾翠羽」等情節，在其他《洛神賦圖》中
少見，更能體現原賦面貌。

經典名作背後的故事
展覽還有不少名作，如五代阮郜唯一的傳世真

迹《閬苑女仙圖》，阮郜善畫，尤擅人物仕女。
作品以青綠設色描繪海中仙境，用筆極繁。中央
有仙女吟詩、彈琴，前有鳳鳥起舞，一旁有仕女
洗濯，遠方有仙女乘龍駕鶴或馭風步渺而來。類
似畫面於早期的銅鏡、漆琴等可見，但以巨幅卷
軸表現如此豐富的畫面，並且以女性為主題，則
十分罕見。黃煒均表示，展品幸運地避過建福宮
大火，得以保存至今：「在清代，此卷曾入乾隆
內府，著錄於《石渠寶笈》，並任命宮廷畫家顧
銓臨摹過此畫，可見乾隆對此畫的喜愛，而顧銓
的畫藏於盛京行宮（今瀋陽故宮博物院），阮郜
的畫則收藏在紫禁城建福宮。1922 年溥儀將之賞

給溥傑，此作因而避過翌年的建福宮大火。」
另一件李迪的《楓鷹雉雞圖》則是三期展覽

中，尺幅最大的立軸展品。黃煒均評價，李迪的
畫富有生氣，此畫既體現出兩宋禽鳥畫的時代風
格，又具有畫家鮮明的風格。「以鷹捕捉獵物為
主題的繪畫於唐朝已有，宋代更是平常的題材。
畫作特別之處在於畫家細緻地表現錦雞拔足飛奔
的瞬間動態，且神態驚慌，展示了畫家出眾的觀
察力和繪畫技巧。作品運用了勾、皴、染等多種
技法，刻畫工縝，加上全畫寬逾兩米，畫家駕馭
巨幅畫面的能力可見一斑。從其逾常的尺寸，有
學者推斷此畫原來可能用作屏風裝飾。」他補
充，同類題材在元、明時期也被其他畫家反覆繪
畫，如明代初期的邊景昭、明代晚期的林良，而
林良也影響朝鮮的畫家，證明該幅作品不論是題
材、時空均很有影響力。這些書畫匯聚了中國五
千年文明的精粹，仍有不少展品待觀者細意欣
賞，了解其背後的故事。

日期：即日起至10月7日
時間：星期一、三、四、日上午10時至

下午6時；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
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地點：西九文化區博物館道8號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廳八

票價：HK$120

展覽詳情

責任編輯 胡茵 俊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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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博物館

記香港達德學院

全新國寶級書畫亮相故宮全新國寶級書畫亮相故宮

展覽推介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自開館至今熱度不減，市民都想親眼欣賞故宮珍
藏。位於展廳八的開幕特別展「國之瑰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
畫」呈現了晉、唐、宋、元稀世瑰寶，均為國家一級文物。為保護彌足珍
貴的國寶，館方將30件展品分三期展示，每個展期為時一個月。即日起
至10月7日展出最後一期、共10件國寶級書畫經典名作，之後該批珍品
將回到北京故宮博物院「休眠」至少3年，令今次展覽更值得觀看。

記者：Janice 圖：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及故宮博物院

日期：即日起至12月11日
時間：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時半至下午6時；

星期日下午1時至6時
地點：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馮平山樓地下博藝軒
內容：中國古代玻璃製品及其製造工藝，因
「絲綢之路」而廣為人知，現正舉辦的展覽
「匠藝琉光：中國古代玻璃器的西亞元素」，
展示一批早期玻璃容器，選自博物館近期獲贈
及承蒙借展的玻璃精品，源頭均為西亞或中
國，以呈現絲綢之路沿途邦國之工藝及風格融
匯。玻璃吹製技術於公元前一世紀由羅馬帝國
的腓尼基人建立，是次展品之形制，卻與上溯
至公元一世紀敘羅巴勒斯坦地區之器形風格，
及公元六世紀之伊斯蘭波斯瓷器及金屬器皿的
樣式存在關聯，為玻璃製作技術與域外裝飾風
格東漸提供重要例證。展品體現了絲路孕育之
技藝交流軌迹，及其繁茂昌盛的情況，令觀看
者進一步認識「絲綢之路」。 文：儀

匠藝琉光

「罐」，模具吹製玻璃，羅馬帝國（公元
三至四世紀），或中國唐代（公元618年至
906 年），或遼代（公元 907 年至 1125
年）。（圖片源自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日期：即日起至10月15日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地點：香港仔田灣海傍道7號

興偉中心2305室藝倡畫廊
內容：家常食物也可變成藝術品？香港新銳藝
術家梅傲雪，將港人熟悉的美食變成一幅幅藝
術品，藝術家以母親和外祖母烹調的家常菜為
靈感，如椰皇燉鮮奶蛋白、番茄豆腐湯、蘿蔔
糕等，運用鮮豔的色彩和擬人法的食物主題，
在圓形的紙或布上描繪各種家庭美食。藝術家
將流行文化、卡通和接地氣的主題融合超現實
主義，2020 年創作的塔羅牌「靈魂之眼」系
列，獲英國泰特圖書館收藏，獨特的視覺也體
現了她作為千禧世代藝術家的身份。現正舉辦
的展覽「三餸一湯，白飯任裝」展示了梅傲雪
多幅食物主題畫作，從這些風格異想天開的畫
作中，讀者或許能找到「家」的感覺。 文：儀

三餸一湯

梅傲雪作品《椰皇燉鮮奶蛋白》，2022
年。（圖片由藝倡畫廊和藝術家提供）

顧愷之作品顧愷之作品《《洛神賦全圖洛神賦全圖（（南宋摹本南宋摹本）》，）》，全卷全卷5151..22✕✕11541154..33cmcm。。
博物館將畫卷放置玻璃展櫃內博物館將畫卷放置玻璃展櫃內，，再將畫中細節放大於牆上展示再將畫中細節放大於牆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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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和之作品馬和之作品《《小雅鹿鳴之什圖小雅鹿鳴之什圖》（》（局部局部）。）。全全
卷卷2828✕✕864864cmcm。。

李嵩作品李嵩作品《《錢塘觀潮圖錢塘觀潮圖》（》（局部局部）。）。全卷全卷
1717..44✕✕8383cmcm。（。（ShirleyShirley攝攝））

阮郜作品阮郜作品《《閬苑女仙圖閬苑女仙圖》（》（局部局部）。）。全卷全卷
4242..77✕✕178178..11cmcm。（。（ShirleyShirley攝攝））

香港有個青山新墟，青山新墟有座達德學院，達德
學院是為了新中國而設立的一所高等學府，簡陋，高
質，進步而聞名遐邇。學院創立於1946年10月，開課
至1948年底。1949年初，學院教授紛紛北上參加中國
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香港當局藉口參與
政治活動，下令封校。1949年2月9日，我們用完早
餐，正準備好早讀，港英軍警就前來封校，至此，學
院被迫停辦。住院學生化整為零，有的轉學北大、清
華，有的參加本地革命工作，有的參加人民解放軍及
游擊隊，在各自的崗位上獻出自己的力量。達德學院
是中共和民主人士合作辦的一所大學，僅僅存在三個
年頭，但卻為新中國留下了歷史光輝的一頁。

青山新墟坐落青山大道旁，公路南側有道拱門，
「瀧江別墅」，後面又有一道拱門，「芳園」。沿着
水泥路前行一百公尺，一道門柱上掛着「達德學院」
的牌子。這是一座三層中西結合式的別墅，四周是一
片院子，是學院的校本部。對過去有一幢雙層樓房，
名「道德會」，是男生宿舍，再過去是一座紅牆綠瓦
小樓，稱「紅樓」，是女生宿舍。沿青山道東行約一
公里，有一棟黃色的雙層小樓，名「祿盧」，是第二
校舍。這就是學院的全景了。院本部底層前廳是閱覽
室，後廳是院部的辦公室。閱覽室的長條桌子上擺滿
時事資料，最亮眼的是一道《新中國大學叢書》的通
欄，這是三聯書店出版的專號，專門為新中國出版的
教本。二樓前廳是圖書資料室，後廳是一間教室，是
專業課的課堂。院子東側一塊平地上，搭建有一座長
方形的棚屋，木板房，油氈紙房頂，有近大半個籃球

場大，四面通風，冬寒夏熱，房樑上掛着幾把吊扇，
夏日烤熱得人滿身大汗。此是學院的民主禮堂，功能
至上，學院的大小會議、講座、大課、考場、晚會都
在這裏召開。郭沫若、茅盾等大師都在這裏講過課。

1946年，國民黨全面進攻解放區，燃起戰火，大批
文人學者紛紛躲往香港。一時之間，香港雲集了全國
大批精英。周恩來、董必武趁此時機，有意在港辦所
大學，培育人才。1945年秋，適逢董必武到美國參加
聯合國會議，遇見了陳其瑗，陳曾任廣東國民大學校
長，教育專家，董便與其談及有意在香港辦間大學，
並表示邀請之意。陳表示贊同。次年，陳回到香港
後，即同香港地區中共廣東省委負責人尹林平商議，
一致同意辦學。並指定黃煥秋具體參與籌備。其時，
黃藥眠、楊伯愷等來港避難，也有辦學之意。經協商
就在一起着手籌辦。其時，正值何香凝、李濟森、蔡
廷鍇等在港商議成立「民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
會），他們聞悉辦學之事，都欣喜不止。蔡廷鍇並表
示獻出其在港的「芳園」，作為校舍。一切事宜就
緒。成立校董會，校名取自《禮記》中庸篇：「智，
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推舉李濟森為董事
長，聘請陳其瑗為院長，於1946年10月10日學院宣
告成立，10 月 20 日正式開課。由籌建到開學只 3 個
月。

學院設商業經濟系、法政系、文哲系，並有經濟和
新聞兩個專修班，辦有預備班。開辦近3個年頭，有
一千多人在學院就讀。學院教授力量雄厚，沈志遠任
經濟系主任，鄧初民任法政系主任，黃藥眠任文哲系

主任，陸詒主持新聞專修班，曾昭倫上英語課。經濟
系教授有千家駒、許滌新等；法政系教授有張鐵生、
周新民等；文哲系教授有臧克家等。學院還經常邀請
社會知名人士、文化精英到校舉辦專題講座，郭沫
若、茅盾、曹禺、夏衍等都曾到學院舉辦講座。

達德學院是一間新型民主大學，提出了全新的改革
教育方針：廣義的愛國教育，和平的民主教育，進步
的科學教育，人本的自由教育，集體的互助教育。學
院的教育特點是理論聯繫實際，教授講課從不照本宣
科，重背講義。每堂課都是有的放矢，教授講課看重
結合時局，剖析矛盾，深入淺出，探究疑難問題。沈
志遠講社會學，他出版的《新社會學大綱》作為課
本，我們在書店買了回來，請他簽名。上課前預習了
課本，課堂上由學生提問，他根據課本進行講解、闡
述，解答透徹、清晰明白。然後布置作業，列出參考
讀物，引導進一步的探討。我們既了解了課文，又學
會了學習方法。曾昭倫的英語課，給我們留下深刻的
印象。曾是留美博士，美國原子能研究會的委員。他
主持英語課令港教局感到驚訝。曾教授是個守時嚴格
的學者。有一回，兩位學生遲到，他默默邊上課邊等
候。兩位遲到者檢討了自己。曾只平和地說了一個故
事：香港科學館請他開講座，課酬金是一個鐘頭三百
元，他沒有答應，因為達德需要我……。他說，我們
都要珍惜時間！自此，再沒有學生敢遲到了。

學院教授上課都很認真嚴肅，備課充分，除了備有
講稿，大多數是用卡片提綱，精準有序。他們生活清
苦樸素，大部分教授都沒有住校，學院遠離市區，大
多數人租住附近民房，極其簡陋。由九龍坐巴士到青
山新墟，票價9角，郊區巴士是「豬籠車」，跳搖擺
舞。豬籠車指的是大貨車，車廂兩邊各列一條長板
櫈，是座位，其餘的都是站位。搖擺了半小時才到

埗。郭沫若住在港島，還多了一趟小輪渡，才能上
車，時值炎夏，每回他到來時都是一身汗水。他穿着
灰布長衫、黑皮鞋，每次見面都是不停搖着紙摺扇。
郭沫若講中國文化思想史、哲學史，他學識淵博，旁
徵博引，也不用頻頻看稿，記憶力奇佳。學院未設飯
堂，青山墟上有間飯店，經濟抵食，有小套餐，三菜
一湯，一元一份。郭沫若他們常在這裏用餐。

自古以來，名人名士都有其習性，教授們都各有特
點。狄超白講合作經濟，吐字清楚，條理清晰，出口
成章；許滌新講新民主主義經濟觀點新穎，取材獨
特；薛暮橋講經濟學就顯得老成持重，有點有面；千
家駒講財政學條分縷析，循循善誘；黃藥眠講文學概
論思維清晰，綱舉目張；侯外廬講近代史思想深邃，
咬文嚼字；杜國庠講古哲學史資料豐富，觀點鮮明，
透徹深刻；鄧初民講政治學口若懸河，通俗易懂；茅
盾講小說創作，談《子夜》的創作體會，生動深刻，
全場轟動，惜鄉音較濃，有礙聽覺；章乃器講課氣勢
磅礴；胡繩講歷史則思想深沉，引人凝思……

最有趣的是那回臧克家來訪黃藥眠，他倆是老友，
黃邀他開個講座。《馬凡陀山歌》便應聲開鑼，他談
自己的創作，得心應手，別開生面，難得的一課。我
們都理解教授的艱難處境，為新中國的催生作艱苦的
努力，這是最激奮的時刻，也是最困難的時日。封校
之後，學生都分別北上，在廣東、福建等地參加革命
工作，教授們也參加了新中國的建設，擔任了應盡的
職務。陳其瑗任內務部副部長，曾昭倫任高等教育部
副部長，沈志遠任出版總署翻譯局局長，章乃器任糧
食部部長，鄧初民任山西大學校長……。

達德學院為國家培養了近千名學子，大多數參加了
人民解放軍、游擊隊，在南方幾省參加了解放接管工
作，有18人在解放戰爭中犧牲，年紀最小才18歲。

作者作者：：朱崇山朱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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