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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不是旅遊熱門去處，既不是

金融中心或時裝藝術重鎮，也沒有天然

奇景或出土的驚世文物，難怪不具吸引

力。不過，當知道她原來擁有這麼多個

「第一」，就會把她排在下一個最優先

想拜訪的地方。

見證百年興衰

天津是十九世紀我國北方第一個對

外開放的大港，中國大陸第一段鐵路、

第一條電線出現在天津。清朝李鴻章辦

洋務，在天津設立「天津機器局」，是

我國第一座兵工廠，又設立「天津船

塢」，是最早的造船廠。中國第一支正

式裝備洋槍洋砲的「新兵」，是袁世凱

負責訓練的。練新兵的地點就在天津範

圍的「小站」。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

英、法、美、俄逼我簽下不平等的「天

津條約」，英、法等列強在天津劃出許

多租界，於是天津開始有華洋兩種生活

並存的型態。天津本身是個文化底蘊深

厚的城市，經過一百多年的風霜變化，

無論在建築景觀、生活情調方面，都含

有中西合璧、古今相融的風情。所以旅

遊專家說：「看五千年的中國要去西

安、看一千年的中國去北京、看一百年

來的中國要去天津。」尤其對中國近代

史有興趣的人，怎能忽略了她？

從台北松山機場乘「復興」航空

公司的班機直飛天津只需三個小時。春

節過後來到天津，見到河面和池塘全結

了冰。她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路面寬闊，

縱橫的街道大多成方正的十字形，讓人

感覺很有都市計畫，是個高文明的大都

市。在天津最大的方便是當地人講的國

語很白，沒有太多俚語，也不拿腔拿

調，只是愛常將「嘛」（音「罵」，

「什麼」的意思）掛在嘴邊，像「幹

嘛」、「看嘛」。在這裡隨街問路不會

受到冷漠以對，也沒有欺生的問題。街

上很容易招到藍色的的士，交通方便。

苟不理包子

「苟不理」包子是全國最有名的

天津點心，據說當年被慈禧太后看上。

六塊錢人民幣一個小小的，而且總是八

個一整籠來賣，超貴。天津人都對它多

有批評。同稱天津三絕的其他兩樣點心

是「耳朵眼」炸糕和「十八街」麻花。

炸糕和廣東點心「煎堆」（芝麻球）差

不多，後者還比較軟一點。麻花的風味

的確比別的地方好些。另外，栗子、菓

子、各種天津糕點，都值得一試。最大

眾化的小吃是「捵麵」（有的招牌寫成

「抻麵」），像拉麵一樣有嚼勁，配料

有牛肉的、豬肉的、十錦的。當地人愛

推薦外地人吃捵麵代之以苟不理包子。

古文化街

古文化街是遊客必去之地。它就是

傳統天津人的生活櫥窗。其實它不是一

條街，而是一個區，裡面有很多條迂迴

交錯的小街道，經營最多的是古董店和

古董攤子，賣的有玉器、石器、銅器、

有很多No.1的天津
▓慕  恬

著大四畢業班，那時他剛開始著手進行

一個歷史題材漫畫故事，在課堂上他以

畫作當示範教材，有些90後女學生好奇

他畫的是什麼？他表明是韓世忠後，詎

料女學生們十分疑惑的反問韓世忠是誰

外，還追問岳飛又是誰？趙千形容當時

彷彿被雷擊了般，一時為之啼笑皆非，

他深刻感受這些看日、韓劇漫畫長大的

中國孩子，對自己國家歷史的無知。作

為一個從事教育工作者，他認為自己有

責任提醒世人，不該總給孩子們看一些

虛擬故事，所以他決定以歷史故事為題

材說故事方式，與當代共鳴。

年前他看了香港版和台灣版的四

行倉庫故事，非常激動，而90後女學生

們給他的激發，他決定畫一齣以四行倉

庫為題材的漫畫故事，趙千感嘆，楊慧

敏與八百壯士的忠貞英勇，如此珍貴史

實，怎可淹沒在時間的蔓草裡呢。

致力創造成新銳

走入繪畫世界十多年，趙千選擇

的是一條最難的寫實風格路來走，既然

難走為何他還要繼續走這條路，他的理

由也很簡單，雖然從小是看日本漫畫長

大，但他對日本風並不感興趣，反觀中

國市場裡的創作，普遍是走日本套路的

動漫畫出版品，也就是那種大眼睛、小

鼻子、小嘴巴日系模式畫法，他分析這

點可能與他所學藝術又從事藝術密不可

分，別人強調商業性，他則重視創造

性，以他的综合版畫《虎山行》作品為

例，當時中國大陸做這方面的人還很

少，而那時他僅是還在央美就讀的研究

生，這位廣東大男孩，稱他是中國當代

新銳畫家毫不為過。

2012年的十一當日，動畫《西北

坡》已正式上路，各家傳播媒體的節目

欄更是動畫繽紛呈現，就連境外的香

港、澳門電視台許多節目也都紛紛展現

一片動畫新氣象，這長假期間還有不少

城市舉辦動漫大展活動，讓人充分感受

欣欣向榮動漫時代已來臨，這個印證，

讓人很興奮，依照趙千的看法，CG是

虛擬世界的繪畫，只要遊戲、動畫仍存

在，無紙化、數碼化，不斷普及，這條

路勢必會一直發展下去，除非另有新的

東西被發明出來才會消退。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動漫之路如此

興盛起來，可能這還要拜日前外相麻生

太郎在2006年4月的一場演講中，他提

議日本應展開「漫畫外交」，同時鎖定

全中國十三億人口市場為日本動漫輸出

的重要目標，是日本發展經濟以文化侵

略他國的如意政治謀略不無關係，加上

還有北京電影學院動漫學院院長孫立軍

的大聲急呼，指出日本動漫危害祖國花

朵的健康成長，並且正因為中國大陸總

是播放外國動畫片，阻礙了本國動漫業

的發展，由於孫立軍當年所做的這些反

應，中國廣電總局隨即在2006年9月一聲

令下，於是各大電視台祭出黃金時段禁

播境外動畫片，以保護兒少。目前在中

國大陸的電視頻道上已經找不到日本動

漫蹤影。

中國人要創作自己的動漫給下一代

乃至世界觀賞，兩岸本土創作的CG動、

漫畫都要趕緊加把勁，藝術漫漫路，要

用一生去追尋的趙千，期盼他以彩筆寫

下中國人絢爛驕傲的CG動漫藝術世界。

（作者為本會會員）



62 63

2013年1月《僑協雜誌》138期 2013年1月《僑協雜誌》138期

文、西班牙文，都未見過這個「字」，

是不是故意寫成這樣來招睞的？為發展

觀光，「五大道」還特別設有觀光馬

車。馬很高大，聽說是俄羅斯和東北馬

的混種，拖著光彩亮麗的馬車，滴滴答

答的馬蹄聲經過耳邊，會讓人想起一些

似曾相識的地方，例如美國費城。

「五大道」是研究近代史的人士

必來走訪的地方。這裡住過外交家顏惠

慶、顧維鈞（舊居現在改成孫中山研究

會會址）、張作霖的三姨太、張學良的

二弟張學銘、盗慈禧太后墓的孫殿英、

清末慶親王、民國時期的大鹽商。早年

共諜也匿居在這裡立過大功。現在天津

市政府都把它們列為一級或特級遺蹟來

保護，有興趣的人，三天也看不完。

在天津住過的「大人物」，文人還

有梁啟超、嚴復、張伯苓、軍政要人有

當過大總統的黎元洪、徐世昌、曹錕、

還有袁世凱、段祺瑞等北洋首腦；另

外，東北的馬占山、西北軍的宋哲元、

鹿鍾麟、抗戰時的將領關麟徵、劉汝明

都住過這裡，真是臥虎藏龍之地。

利順德大飯店和靜園

說到以上的，就不能不去看看「利

順德大飯店」和「靜園」。「利順德大

飯店」位在「五大道」一帶的和平區，

是1863年建的，英文名叫Astor Hotel，

它是中國第一家設有電梯的大旅店，這

「古董」電梯一直運轉到今天。住過這

裡的人物有李鴻章、國父孫中山先生、

革命先賢黃興、張學良、周恩來、美國

第31任總統胡佛、英王愛德華八世、藝

人梅蘭芳、名諧星卓別林，國父住過的

288號套房，特取名為「翠亨北寓」。

「利順德」可稱全國最具歷史性的大飯

店，裡面擺有很多當年名人用過的家具

器物，值得一看。

「靜園」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於

民國13年被趕出北京紫禁城後遷到天津

的住處。它原先是北洋政府外交部長陸

宗輿的官邸，是兩層洋房。溥儀搬來後

便裝修成「行宮」，取名「靜園」，寓

意「靜觀待變」，還在那裡接受前朝臣

子的朝見。「靜園」佈置格局保持原來

主人在時的模樣，還特別闢室陳列這末

代皇帝照片文物、生前的衣物用具、文

件等等。我特別注意他十歲時練的毛筆

字以及成年後的書法字跡。從他寫的字

可窺知從小受過相當良好教育，不是一

個IQ低、草包型的蛀米蟲。只是他的皇

帝夢害了他。

勸業場

「勸業場」，一看便知是個日本味

的名字。以前日本人在這區發展商業，

現在建設成高級商業、遊樂區。為什麼

提到它？因為它很像台北市的東區、西

門町。有大型百貨公司、外國服飾名牌

店、電影院、餐廳、美食街和寬闊的步

行區，來逛的人多是輕年和外地遊客。

在這裡可看到天津現代化的一面。

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是民國初年我國的

名校，難得來到這殿堂來沾沐一下。在

校園漫步、與青年學生擦身而過，聽著

他們高談喜笑聲，頓生快感。要保持年

輕，常逛校園必是良方之一。校區的範

圍大約比「台灣大學」小一點，景觀特

色之一，是一座巨大的周恩來總理的全

身雕像聳立在辦公大樓前面，和另一處

木刻、線裝書、獅子頭狀的核桃、藥材

和養生食品等等，古今真假，看顧客的

眼光、運氣。揀到古董真貨，就等於進

到寶山沒有空手而歸、挖到一世吃不完

的寶了。這裡還賣文房四寶、字畫、舊

書、仿傳統的現代男女唐裝、絲巾帽

子。最值得看的是「泥人張」展示的彩

色泥人，不管是京戲人物、嬉戲兒童、

美女、老翁、小沙彌、威武的將軍…，

都塑得栩栩如生、色彩艷麗、個個可

愛。「楊柳青年畫」也是天津最出名的

藝術品，不管是兒童、婦女、官人、老

少都是一臉幸福、紅潤健康、喜氣洋

洋；畫中的魚、桃子、也都是肥肥大

大、飽飽滿滿的、看了就心情愉快，不

想帶一幅回家也難。欣賞過這些令人心

矌神怡的藝術品，我的思想突然轉到西

方，腦海換了些「拾穗」、「晚鐘」、

羅浮宮的宗教、戰爭大幅油畫。稍加比

較，不難發現到東西方藝術創作的靈感

來源、深度、技巧的種種差異。我相信

每個人如果從這裡開始比較，一定會衍

生聯想到很多。     

這一區另一個熱鬧處是天后宮，

雖然是小小的，卻是歷史悠久，香火鼎

盛。南洋華僑大多以為媽祖天后娘娘只

有閩粵台籍人士信奉，原來天津很早就

有天后宮，因為它靠海。從南到北，討

海行船的中國人，全都祈求媽祖保佑。

不知我們台灣北港或鹿港的天后宮，有

沒有與天津的有聯絡？

五大道

看過天津的「華」部份，再來看

看它「洋」的一面。「五大道」位於天

津市的和平區，是當年的英租界，面積

將近兩平方公里，由五條東西向的平行

馬路為幹線，再由幾條橫街貫穿，縱橫

的街道加起來有十七、八公里長。在這

些整齊的四線道上，總共蓋有兩千多幢

西式洋房，英、意、法、德、西班牙式

的都有。每幢都有草坪院子、車庫，

和我們在歐洲、南美阿根廷首都看到

的高級住宅區街景一模一樣，最早的

一幢是1861年蓋的。「五大道」是什麼

樣子？我覺得像美國洛杉磯的「比弗利

山莊」，那裡住過的有伊麗沙白泰勒、

麥可傑克遜。我相信歐美人來到「五大

道」，一定像魚回到自己的水裡一樣、

感覺像回到自己的土地那麼熟悉、環境

這麼令他們愉快。

現在這裡的住戶幾乎是中國人，

居住品味品質與原屋主比起來，就可想

而知。有不少百年豪宅或樓房被改裝成

星級旅館或西餐廳，雖是舊瓶，風華猶

在、只是朱顏稍改。有暇光顧，應是很

享受的。有一家小咖啡館，外文的招

牌大大的寫著Coffice，不管是英文、法

▲天津五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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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電影真實嗎？
▓王曉祥

何謂真實電影

愛看電影的人最愛問的問題，那就

是「真實電影」真實嗎？為了愛電影，

我們都繳了不少學費。回想起來，在多

年的觀影經驗中，最吸引我們的類型電

影，恐怕就是「真實電影」了，因為電

影廣告上標榜的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

也就是英文based on a true story，其涵意

無非是告知觀眾，影片中講述的是其人

與其事，因為它取材的真實度，讓我們

覺得更貼近歷史，而我們的美感經驗，

也能更自然地投射或移情在角色與人物

的身上。

看 完 一 部 編 導 完 美 的 「 真 實 電

影」，等於上了一堂精彩的歷史課程，

也相等於閱讀了一本紮實的人物傳記。

因為，既有號召力，又有成就感，於

是電影界從1914年開始，就由美國電影

之父格里菲斯，拍攝了第一部歷史傳記

人物電影。畫家文森‧梵谷曾說過一句

名言「只要活著的人還活著，死去的人

總還是活著。」於是大製片家就不斷讓

已經作古的歷史或近代的大人物，甚至

於傳奇性的小人物，紛紛在大銀幕上復

活。默片時期最具震撼力的，就是法國

導演阿比甘斯的四小時《拿破崙傳》，

當時還是以極為實驗性的三塊銀幕分割

畫面，才能充分展現雄渾壯闊的戰爭場

面。接下來的好萊塢，在1930年也以歌

頌英國首相班傑明‧迪斯萊利的一生

《英宮秘史》，頒予男主角喬治‧亞里

斯影帝頭銜。

回顧影史，85年的奧斯卡金像獎

歷史中，幾乎有四分之一的最佳影片頒

給了以真人真事為素材的作品，其中

獲獎項目最多、也最賣座的，有《賓

漢》（11項）、《末代皇帝》（9項）、

《甘地傳》（8項）、《莫札特傳》（8

項）、《巴頓將軍》（7項）、《阿拉伯

的勞倫斯》（7項）。由於好萊塢的熱衷

真實電影，一時蔚為風潮，凡是具有歷

史魅力的人物與事蹟，總是一再被搬上

銀幕，其中最受矚目與青睞的是《埃及

艷后》，總共拍過11個版本，這還不算

電視片在內。林肯故事也上過六次大銀

幕；偉大的聖女珍德，則至少有四次以

▲「末代皇帝」劇照海報。

周恩來校友的浮雕像，都刻有周恩來寫

的：「我是愛南開的」六個字。

大鼓和相聲

在天津，我花了整整兩個下午去

聽一場大鼓、一場相聲。我的體會與收

穫，就像去西班牙看鬥牛、去美國看過

牛仔捕馴小牛、去法國看紅磨坊的肯肯

舞、去日本看藝伎表演一樣。來到天

津，這國粹是不能錯過的。

第一次聽大鼓是在電影裡，那是

1963年李麗華、井淼主演的「故都春

夢」，李麗華在戲裡唱了一段大鼓。後

來一位大鼓傳人章翠鳳師傅也公開表演

過一陣子。這次在天津聽大鼓，友人推

薦到「同悅興茶社」。我們點了一壺清

茶、一碟瓜子、一碟生切片青皮蘿蔔，

便在茶社消磨了半天。表演者女的都穿

旗袍或小鳳仙裝，男的都是一襲唐裝長

衫，一律民初打扮。大鼓有京韻大鼓、

梅花大鼓、京東大鼓，不是行家搞不清

楚。每一段表演大約二十分鐘。唱的內

容大多是歷史故事，有伯牙與鍾子期、

劉邦與楚霸王、三國的孔明戲周瑜、王

寶釧、秦香蓮、白蛇傳、武松過景陽岡

等等。他（她）們以流利的口才、熟練

的口技和抑揚頓挫的音調，唱出我們

熟知的故事，絲絲入扣的細述，贏得聽

眾共鳴連連，適時帶到高潮，更有掌聲

和喝采聲出現，台上台下互動熱烈。聽

大鼓聽得我血脈流暢，有一種溫暖甜美

的感覺。因為它引領我回到我們傳統民

俗文化的搖籃裡舒服地躺在裡面搖了幾

搖，搖得我陶醉了。

聽相聲的地方在「名流茶館」，

表演者老的多是相聲名角、年輕的都是

藝術學院專門陪養出來的新秀，自然是

聲藝不凡。與大鼓觀眾不同的是，聽相

聲比較多年輕人，而且外地來的觀光客

也不少。這裡供應的茶點同樣是茶、瓜

子、蜜餞、青皮生蘿蔔片，表演者也是

一律長衫。內容以社會現象、人生百

態、各行各業、各地風情為主要題材，

以幽默、諷刺、逗笑、警世的方式來逗

樂聽眾。我覺得聽一個下午的相聲，比

看兩場笑片還開心。

來到天津聽大鼓、聽相聲，感到

不虛此行。天津值得一遊的文化城，我

們多接觸、多品味大鼓、相聲，自會欣

賞其中的智慧和文化內涵，自然就會比

得出時下四百美金一張門票的「卡卡

（Lady Gaga）演唱會」，何者才是明智

選擇。（作者為本會會員）

▲末代皇帝浦儀的故居─天津「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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