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書謹獻給將於二零二二年八月踏入十四歲的小兒。

請注意，它既是一份禮物，也是一厥有「年限」的
祝福，「年限」由二零二二至二零五二年。

只因三十年後，君之人生旅途，一定已經比我走得
更高、更遠、更精彩，你不必、不須、更不應再為擁有
這麼一個「超平凡」的老父而感到自豪，是時候由你的
兒女為擁有這麼一個不平凡的父親而感到自豪！我確信
你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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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文 聰 Lee Ocarina 陶 笛 事 件 簿

李文聰—香港著名陶笛演奏家，世界最大陶笛
生產商【風雅陶笛】之香港區代言人，是香港史上首
位複管陶笛演奏家，多次於亞洲陶笛節、上海風雅國
際陶笛節等大型國際陶笛節代表香港獨奏演出，曾於
酒店擔任駐場古典結他手及長笛手，曾獲 Fitmax、香
港賽馬會、江西同鄉會、聖約翰救傷隊總部等機構邀
請擔任春茗晚宴之表演嘉賓，譽滿中、港、台陶笛界。

古典結他師承香港古典結他大師黃文錦先生。

2012 年

-�開辦教室 Lee Ocarina Studio
-�獲台灣陶笛文化協會委任榮譽理事一職。
-��於北京考獲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陶笛考級教師證書
（該考試已通過國家文化考試局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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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獲邀參演舞台劇《詩與暴》，負責陶笛、結他演奏及
作曲。
-��獲邀到香港賽馬會貴賓廳擔任陶笛及古典結他表演嘉
賓，獲 CEO應嘉柏先生點名讚賞。

2018 年

-�獲 Viu TV節目《區區有樂》邀請接受專訪。

2019 年

-�獲 Yahoo邀請接受專訪。

2020 年

-�獲 Viu TV邀請參與《調教你男友》節目之陶笛部分。

2021 年

-�獲【風雅陶笛】委任為「香港區代言人」。

2013 年

-�獲邀拍攝【風雅陶笛】陶笛視頻。
-�獲【風雅陶笛】委任香港區專職陶笛導師一職。

2014 年

-��【風雅陶笛】發行 100支限量版李文聰簽名陶笛 Lee 
Ocarina。
-�開設全球首間陶笛主題素食咖啡店 Lee Ocarina Café。
-��獲邀到北京大學百年會堂，於「國際陶笛名家音樂會」
代表香港獨奏演出。
-�獲邀於亞洲陶笛節代表香港獨奏演出。
-��獲邀到演藝學院參與沙畫音樂會「鳥藍飛」演出，負
責陶笛、結他演奏及作曲。
-��原創陶笛作品《好時節》於 TVB節目《開心老友記》
及新城電台節目內播出。
-��獲邀於北京舉辦的「亞洲陶笛藝術交流大會」擔任宣
講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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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出版個人第一本散文集《祝君旅陶愉快》。

李文聰 Lee Ocarina IG

推 薦 序 （ 一 ）

喧囂中
細細品味生活的李文聰

在資訊爆炸，淺盤文化盛行的當下，李老師無疑
是值得我尊敬及深交的朋友。不把「真善美」當成文
青口中，隨時可以丟棄的華麗詞藻，而是身體力行地
去實踐，努力完成生命的每一步。

人生如蜉蝣，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支點，在利人
利己的原則下，誠實面對自己，完成自己，是大家都
明瞭，卻也是很多人都停留在「說」這個層次的事情。
我的朋友—李文聰，身體力行的實踐者，正是一個
絕佳的典範！

石懷斌
風雅陶笛

Focalink禾豐窯

備註：石懷斌先生來自台灣，乃「風雅陶笛」兄弟廠—台灣「Focalink
禾豐窯」老闆，跟「風雅陶笛」老闆許榮長先生份屬表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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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薦 序 （ 二 ）

「陶」上有緣人

也許是我人細鬼大，更應該是歌曲旋律優美歌詞
動人，所以小時候第一首懂得唱的合唱歌，就是關正
傑、雷安娜的《人在旅途灑淚時》。「明白世途，多
麼險阻，令你此時，三心兩意……」少不更事的我，
當然不明白甚麼是「世途險阻」，但「三心兩意」，
自己總曾體會過。

所以當文聰告訴我，他的第一本書，名為《祝
君旅陶愉快》，腦子裏第一下浮現的，就是「陶」和
「途」。

作為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大學畢業後，就投入
傳媒工作，歷廿多個寒暑，每星期最少寫一個故事，
每個故事訪問最少四個人，一年有五十二個星期，保
守估計，我的被訪者，不會少於四千人。文聰，就是
我傳媒途上，相知相遇的四千分之一。

第一次接觸文聰，是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到南丫
島搜集資料時。對，如果時間許可，還有「荷包」銀
両充足，我都會先造訪一次。我記得，那是一個平日
的下午，他的陶笛咖啡店，就在大街旁一個毫不顯眼
的位置，沒有搶眼的招牌、沒有節拍強勁的音樂，推
開那一道門，只見擺放了各式陶笛，應該是我從未見
過的多！耳邊傳來的，是柔和的音樂、淡淡的咖啡香，
還有，那個我已忘了是在看書、玩結他，還是練習拉
花咖啡的他。

跟一般的被訪者不同，文聰總好像是冷冷的，有
一句沒一句，潛台詞好像是：「你懂就懂，你不懂我
也沒法，我不會解釋也不會介懷。」我相信，他是將
能量保留給他熱愛的東西，如音樂，如妻子，如兒子。
我每次見到文聰，還有他那溫柔漂亮的太太、乖巧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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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兒子，我就想，他究竟是甚麼人，會這樣的幸運，
過着如斯愜意的生活。

看過他這本書的文章後，我明白了。

當近年常聽到人說：「貧窮限制了想像。」文聰
正正用生命說「不」！在第一章中，他說：「夢，是
實踐出來的，不是追出來的。」能限制想像、扼殺夢
想的，只有你自己，而文聰，就身體力行告訴讀者們，
如何由庇護工場導師、樂器老師，到創造自己的天地，
一步一步，實踐夢想。所以，我明白為甚麼他的兒子
是這樣閑靜好學，成人們在傾談時，他會一個人安靜
地在一旁看書，與我兩個小嘴巴由早到晚說和吃個不
停的兒子，簡直是兩極。因為他家裡沒有電視，加上
他夫妻倆早奉行素食主義，不煙不酒，生活淡泊，熱
愛音樂、藝術，有這樣的楷模，當然不會像我這無規
無矩的媽媽教出一雙猴子！

在這個紙媒衰落，文字電子化，實體書鮮有人問
津的時代，文聰願意在百忙中抽空寫作，留下文字記
錄，這誠意、這對創作的熱情，此時此刻，實在是彌
足珍貴。

曾經，我們有語言，就有字，有字，就有文章。

今天，我們仍然有語言、有字，但文章，卻已被
繽紛的影像逼到邊緣。但正由於影像太過有力，卻沖
走了隨文字而來的想像，「夢」，不要說實踐，如何
營造「夢」，也成了問號。

謝謝文聰，謝謝你的文字，謝謝你的堅持，希望
以後，能在人生的途上，繼續跟你用文字結緣。

加油！

Ada Cheng
（曾任《忽然 1周》、《TVB 周刊》編輯）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五日（辛丑年臘月十五）

寫於英國諾定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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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薦 序 （ 三 ）

李文聰先生，我尊稱他為「文聰老師」或直呼「老
師」。

認識老師其實有點迂迴和特別。

約十年前，從網上觀看到一位演奏家用「陶笛」
樂器，奏了一曲《天空之城》。一瞬間，樂器奏出的
聲音已令我感心動耳。而因為想了解「它」多一點，
自己更專誠去了北京學習。

回港後，才留意到網絡平台有一位出色的香港陶
笛演奏家李文聰老師，老師餘音裊裊的演奏，其音樂
造詣之高，使我對陶笛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之後便成
為老師莘莘學子之一。

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認識文聰老師越
久，越會覺得老師對生活有點態度，絕對有不為五斗
米而折腰的性格。無論從工作、生活，都會有他自己
的觀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藝術家。

老師除了致力春風化雨薰陶新一代，為了推廣陶
笛的發展，更用心經營了一間「陶笛咖啡店」，定期
開辦一些工作坊和演奏會，孜孜不倦的讓學生對陶笛
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

當知道文聰老師將會籌備出書，分享他個人經歷
和感受，我翹首以待老師怎樣透過「音樂和人生」的
互相交流，引領我們一同走進這位土生土長的藝術家
的奇妙音樂世界。

陳旭逵（Cantile Chan）
Fitmax行政總裁、健身室設計師



祝君旅陶愉快20 21推薦序

推 薦 序 （ 四 ）

愛生活、愛音樂、愛陶笛。—這是我想送給李
文聰先生和各位讀者的三個「愛」。

在北京舉辦的兩次陶笛活動中，因工作關係，認
識了李文聰。這三個「愛」，也就是李先生給我的印
象。

首先，我認為熱愛生活，是每個人的權利和義務。
每個人的生活都不一樣，有順心時，也有背運期。但
是，無論生活如何虐待我們，我們都應該笑着面對生
活。從李文聰的文字間隙裡，我看出了：他的生活也
不是一帆風順，甚至遇到的困難、挫折和迷茫的時候
比很多人更多，但他始終熱愛生活，始終充滿信心，
於是他可以一次又一次戰勝自己，成為生活的主人。
在一個小島上，經營一個充滿音樂的小小陶笛咖啡屋，
正如他說的「落花不會停留」，每一天都是幸福自信

滿滿，何嘗不是這種體驗？又正如我在網上讀過的一
個小段子：某君看到女生精心裝扮、佈置租來的房子
時，不禁好奇：「你這是租來的房子，為何花那麼多
心思？」小女生回答：「房子雖然是租來的，我的生
活可不是租來的呀。」這就是「生活虐我千遍，我待
生活如初戀」的人生態度。

其次，熱愛音樂的人會更熱愛生活。音樂中無盡
的可能性，能使人對探索、創造充滿信心，對未來、
前途充滿嚮往。我們生活的世界天天都在發生變化，
人類也正因為具有不停探索的精神，才成為了地球的
主宰者。我們知道，大部分的文化學科，都具有唯一
的標準答案。音樂卻不然，作為一門藝術，只有更好，
沒有最好。浪漫主義音樂最精髓的一句話就是“If I’m 

not better, at least I’m different.”（如果我沒有更好，至
少我是不一樣的）。可見，不苟同、求創新，是音樂
給予我們的生活態度。我想，這就是音樂能成為激發
科學創造靈感的最佳催化劑的原因。所以，熱愛音樂
的人，一定是有理性、有追求、喜歡探索的人。

第三，熱愛陶笛的人，生活一定更精彩。陶笛，
具有深厚的中華民族文化内涵，又融入了西方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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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智慧。近年來，陶笛已經成了風靡世界的小樂器。
雖然它沒有鋼琴的音域那麼寛廣，也沒有豎琴的音色
那麼華麗，但它卻有非常朴實耐聽的聲音和五彩繽紛
的造型。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方便攜帶和容易學習的
優勢，讓所有年齡層次的學習者都可以隨時隨地玩起
音樂來！當然，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陶笛的製造
材料，和我們人類的軀體完全相同—都是泥土製造
的呀！無論是西方的上帝造人說，還是東方的女媧造
人說，其使用的材料都是泥土，都來自大地！來自大
地的聲音，自然容易引起人類的共鳴。那麼，選擇陶
笛，不正正選擇了一件可終身相伴、最有共鳴的樂器
嗎？

好了，我就寫到這裡啦！祝李文聰先生的陶笛音
樂生活有更多的精彩和不同！快拿起陶笛玩去吧！讓
我們一起愛生活、愛音樂、愛陶笛！

賴達富
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陶笛藝術委員會會長

中國石油大學（北京）藝術及體育學院教授
二零二二年二月寫於上海

自 序  之  

十年滋養

回首十六年前，剛剛全職投身音樂人行列，親朋
好友爭相給我獻上最衷心的祝福。

但眾人尚未開口，我誠然心中有數。再精彩，不
離六個大字：「祝你桃李滿門。」

可能因為一個「陶」字吧！

窩心歸窩心，現實歸現實，對於一個人均學歷滿
分的國際級都市，不能說不是一種刻骨的諷刺。

一個都市裡，當人人以證書為榮，當市場對考級
導師之需求與掌聲遠遠大於舞台上的專業樂手，香港，
在不知不覺之中，順理成章發展成一個金玉其外的考
試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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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從不習慣向命運低頭。

陶笛—一件已經發展多年，仍然經常被誤解和
低估的樂器，要大幅改變它的命途，我必須做前人未
曾做過的事，而且要做別人沒有能力辦得到的事。

這本創新概念的、橫跨音樂與自傳與文學與新詩
的散文集，開始動筆於十年前，當年僅完成四份之一，
未能一揮而就，尚未萌生正式出版的念頭，遂把手稿
隨手放於 Lee Ocarina Café，雅俗共賞。

誰知有位中年女怪客，偷偷摸摸右手翻頁，左手
捏著手機，對牢我的文字逐頁逐頁拍攝「大頭點照」。
我下令她把照片刪除的同時，揮慧劍，斬情絲，把文
集從咖啡廳下架，狠下決心，他朝誓要完成未了的四
份之三，正式出版。

可是後來沉醉於奔波之中，不知不覺渾忘了對自
己的承諾。

直到本市「疫症」空降，幾乎所有演奏工作暫停。
有人選擇忙裡偷閒，我卻靜極思動，閒裡找忙，再次
揮筆。

你覺得十年太長，我感激十年滋養。十年時間，
我嘗試學習不再逞強，任由歲月去豐富我的想像。

君不聞高行健以七年完成《靈山》，李汝珍花了
三十年才完成《鏡花緣》？我，向大師們取取經，取
其中庸之道罷了。

其實，我不單對自己有要求，對讀者同樣有要求！
在我心目中，你們每一位所擔當的，不僅是消費者，
你專注的、沉默的氣息，是我作品的一部分！

我作為一位音樂人，多年來習慣用聲音傳遞感情，
這次放下樂器，化身文字嚮導，對我來說，無疑是一
個嶄新的里程碑。不論結果如何，身為藝術工作者，
早已學會不為不明白我的人而發愁，我寧願慶幸眾人
皆醉的時候世上還有獨醒的知心好友。

笛卡爾說：「征服你自己，而不要征服全世界。」
《論語》云：「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如果要我用兩句說話，來概括我給讀者的誠意，就是
八萬字的篇幅之中，我絕不容許自己寫下一篇行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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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共分五個章節，每個章節風格迥異，例如《陶
笛家的．少年時代》與《低一點的國度》，均屬自傳
體文章，但是後者，我用了章回小說的手法，記述了
一段歷時兩年、對我來說有今生沒來世的動人時光。
其中第七回及最終回，每次重讀，依然感觸良多。

《給朋友—這麼遠那麼近》、《陶笛家的．單
車之旅》及《愛的保留》，分別贈予三位女士，散佈
於三個不同章節，是我本書花耗時間最長的三篇文章。

其餘章節的特色，留待諸位自己發掘。

陶笛，勉強透過文字形容，似婀娜多姿但滿身小
姐脾氣的懷春少女。你沒有足夠耐性、包容、心思、
智慧，便難以猜得透少女心事。本書內容，大部分和
陶笛並無直接關係，但陶笛和我，在許多人心目中早
已是一個等號。因此，早於二零一三年，我已順應「民
意」，把「Ocarina」一字加到我的名字之中。信不信
由你，諸位只消細心品嚐，必定能夠從我的字裡行間，
讀得出音樂的韻律跟陶笛的味道。

那麼，懇請各位翻閱本書之時，就如同聽我吹奏
一樣，先調整一下心情：如果閣下心中還有一杯水，
請棄掉它；心中有一道牆，請拆掉它；有一點人間煙
火，請熄滅它；有一抹淚痕，請擦掉它；有一點煩惱，
請忘記它；有一絲興奮，也請先收起，善用你體內每
一個細胞和每一根神經，感受一位陶笛音樂人未至於
嘔心瀝血未至於文豪上身卻誠意十足的文字作品。

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閱讀內文之前，不妨
來些新意，祝我新書熱賣，我祝．君．旅．陶．愉．快。

李文聰 Lee Oc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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