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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澳門藝術節 川流匯聚大放燦爛異采

踏入初夏，正是澳門的藝術季節，今年的「第二十三屆澳門藝術節」將於5月1日至6月2日舉行，
來自世界各地及澳門本地的藝術團體將在這個繽紛小城中共冶一爐，為觀眾帶來連場精彩絕倫的藝
術演出，與您一同感受初夏的藝術氣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潔穎、王禹 澳門報道

一期一會澳門藝術節 各地藝術精華共冶一爐
節日
盛事

開幕巨獻︰大型歷史京劇《漢蘇武》
將為本屆藝術節揭開序幕的新編歷史京劇《漢蘇武》
，
由中國國家京劇院新編而成，故事講述一段傳頌千年的
史實，吸收傳統京劇《蘇武牧羊》的藝術經驗，對蘇武
「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愛國精神進行歌頌，藉以弘揚
中華民族忠義氣節的文化精髓。此外，香港影迷公主陳
寶珠演出粵劇《紅樓夢》
，集合粵劇及演藝界台前幕後精
英，由陳寶珠反串出演賈寶玉，國家一級演員兼梅花獎
得主蔣文端飾林黛玉，演繹撼人心扉的紅樓殘夢。
■作為本屆開幕巨獻的大型
歷史京劇《漢蘇武》
，以傳頌
千年的「蘇武牧羊」史實，
弘揚中華民族忠義氣節的文
化精髓。

澳門中樂團《江山飛霞》音樂會將民樂魅力展現無遺，
而澳門樂團演出動漫電玩音樂《夢幻之夜》
，以大型管弦
樂團的現場張力，帶領樂迷進入時光隧道。此外，澳門
音樂人李慧芬音樂創作《譜世．頌》
，以光影、琴音及沙
畫營造音樂多媒體演出，抒發對生命的體會；而澳門梳
打埠實驗工場藝術協會打造環境劇場《鄭家花月夜未
央》
，結合廣東南音、無伴奏合唱、中國古典舞等元素，
來一場優雅的古宅探秘。

二十三屆澳門藝術節」將於5月1日至6月2日舉
行，一年一度為期32天的藝術節，將在13個演
出場所，為公眾帶來33項、共128場賞心悅目的精彩表
演。本屆藝術節以「結伴藝術，品味生活」為口號，除
堅持逾半數以上的節目由澳門本地藝術團體演出外，其
餘節目還請來英國、阿根廷、西班牙、葡萄牙、意大
利、法國、美國、中國內地及香港的頂尖藝團及藝術家
參與其中。

「第

■澳門土生土語話劇團年度傑作《鬼咁
靈》
，以民間的鬼神之說為靈感創作的短篇
話劇，大放笑彈。

多項新鮮演出 體驗感官刺激
藝術表現形式無遠弗屆，本屆藝術節呈獻多項新鮮演
出，為觀眾帶來體驗式感官刺激。於塔石廣場上演前所
未見的廣場錄像互動裝置《交匯》
，利用巧妙數碼設計，
讓觀眾「踏」出自己的舞台及劇場。多項新鮮演出還有
體驗劇場的《你睇我唔到》
、英國國民劇場的《怪獸在大
廳》等。此外，綜合戶外展演《百藝看館》亦將一連3天
在祐漢公園上演，與市民及遊客共聚於濃郁文藝氛圍
中。除表演藝術外，澳門藝術節悉心策劃各類展覽，展
出視覺藝術、懷古史物以至當代新穎展品。

澳門藝團全方位展示藝術力量
本屆澳門藝術節的節目超過半數皆為澳門本地藝團演
出，讓本地藝團百花齊放，吐露本土濃郁的藝術芳香，
從粵劇、舞蹈、戲劇、音樂以至環境劇場等一一涵蓋，
開拓多元化演出。澳門粵劇曲藝總會秉持重任，致力推
廣粵劇傳承，今年的《粵韻藝彩》名伶薈萃，呈獻多首
經典名曲與折子戲精品。此外，幾套本地薑作品也是今
屆熱門之選，當中包括天邊外劇場《又一好人》
、曉角話
劇研進社《末代貴妃》
、澳門青年劇團《電聯後事》及戲
劇農莊《修羅道》等，澳門多個劇團力獻新猷，為觀眾
帶來形形色色的精彩劇作。

■英國米米卡劇團將搭起帳
篷，營造出沙漠、熱帶雨
林、海洋和南極4個自然世
界，為小朋友帶來《海陸空
魔法大揭秘》
。

■將在塔石廣場上演的《交匯》，利
用巧妙數碼設計，讓觀眾「踏」出自
己的舞台及劇場。

世界級芭蕾舞蹈盛大閉幕
■著名編導應萼定聯同青年編舞家楊敏健
攜手創作《生命之歌》
，由澳門青年舞蹈團
擔演，見證本土舞蹈成長。

本屆藝術節開幕巨戲帶來大型歷史京劇《漢蘇武》
，閉
幕節目亦將盛大上演當代芭蕾舞壇最新佳作《芭蕾．莫
扎特》
，由全球首屈一指的美國Mark Morris舞蹈團擔演，
將莫扎特古典音樂與現代芭蕾完美結合，在音樂與舞蹈
藝術之間張弛有度，營造出有別於傳統芭蕾舞的美感，
作為本屆藝術節壓軸登場之作。此外，由范正安一人演
出的《石敢當大戰餓狼精》亦是不能錯過的節目之一，
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泰山皮影戲，集表演、操縱、
伴奏、演唱、讀白等於一身，展現有「十不閑」之稱的
皮影戲絕技。

■來自意大利的《神奇畫筆》
，「畫」出一
幕幕爆笑表演，於國際藝壇贏盡口碑。

■一人演出的《石敢當大戰餓狼
精》
，展現有「十不閑」之稱的泰山
皮影戲絕技。

■本屆的閉幕巨獻《芭蕾．莫扎特》
，是全
球首屈一指的美國著名編舞家及舞蹈大師
馬克莫里斯（Mark Morris）的作品。

多媒體音樂劇場 兩樂團交響盛宴
作為藝術節中堅力量的澳門兩大樂團，今年分別以民
族文化、動漫電玩為切入點，製作撼動人心的音樂會。

■首度參演藝術節的澳門天邊
外劇場演出的《又一好人》，
講述3位神仙駕到塔石藝文館
尋找隱世好人。
■粵劇《紅樓夢》由香港影迷
公主陳寶珠反串出演賈寶玉，
國家一級演員兼梅花獎得主蔣
文端飾林黛玉。

澳門
遊蹤

龍環葡韻賞薰衣草浪漫美景
每逢花季，日本北海道的農
莊總被一片片紫色的薰衣草花
海所覆蓋，那浪漫美景吸引了
不少遊人前往欣賞。而今個初
夏，想一賞薰衣草的浪漫美
景，無需遠赴北海道，來澳門
龍環葡韻便可欣賞得到。民政
總署由4月起在龍環葡韻花圃
上設置了過萬株羽葉薰衣草，
在南歐風味的葡式建築前披上
一片紫色的花海，美麗芳香的
薰衣草隨風搖曳，那優美的景
致別有一番浪漫韻味。

■美態迷人的薰衣草配合獨特
的葡式建築，交織出別有韻味
的浪漫氛圍。

精彩
娛樂

■澳門音樂人李慧芬創作出《譜世．頌》
，
以光影、琴音及沙畫營造音樂多媒體演
出，抒發對生命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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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澳門路 金光大道的金沙城中心於4月已正式開幕，金沙城中
心匯聚酒店客房、零售及餐飲設施，並計劃自設劇院，為到訪路
金光大道的商務及休閒旅客提供更多娛樂選擇。當中雲集了3間世界
著名的品牌酒店，目前已開幕的包括有康萊德酒店及假日酒店，為
蒞澳旅遊的旅客提供更多頂級的住宿選擇。此外，金沙城中心並將
提供近20間餐廳供客人選擇，當中包括自助餐、中國經典地道高級
美饌、地中海菜式、東北美食、南亞風味佳餚等等，提供多元化特
色餐飲體驗。

佛陀頂骨舍利首次蒞澳崇奉
由中國佛教協會、澳門
佛教總會、澳門中華宗教
文化交流協會及澳門宗教
文化交流協會共同主辦的
「恭迎佛陀頂骨舍利瞻禮
祈福大會」將於4月30至5
月4日，假澳門東亞運動
會體育館舉行。是次活動
是澳門開埠4百多年來首
次恭迎到「佛教聖物」來
澳，佛陀頂骨舍利是非常
珍貴的國寶級聖物，自
2010年盛世重光後，首次
出外崇奉便選擇來到澳門
崇奉，不但可讓廣大市民
及旅客瞻拜祈福，更可進
一步推動澳門佛教文化發
展，藉此宣揚佛法的高尚
精神。

澳門科學館呈獻
「銀河鐵道之夜」 剛柔並重撞出火花
展開奇幻星空之旅
澳門科學館天文館推出全新動畫球幕節目「銀河鐵道之
夜」
，此節目是電腦繪畫大師加賀谷穰的作品，故事以日本
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宮澤賢治於20世紀初寫成的一部同名小
說為藍本，將天文學知識及星座神話故事巧妙地融入故事
當中。觀眾可與故事主人翁焦班尼一起乘坐銀河鐵道列
車，穿過寧靜的原野，走進星光的村落，銀河鐵道列車將
帶領觀眾欣賞銀河上的點點繁星，領略故事背後深遠的意
義，在欣賞絢麗細緻的電腦動畫及動人配樂之餘，發揮豐
富的想像力，漫遊宇宙星空。

■澳門科學館推出全新動畫「銀河鐵
道之夜」
，讓喜愛欣賞夜空星象的觀眾
踏上奇幻的星空之旅。

適飲
識食

星際「稻菊」春日放送櫻花嚐味會席料理
《伍佰•陳昇鋼鐵情歌》
4月是春天女神降臨大地之時，亦正是櫻花綻放之季節，為
慶祝春天的來臨，星際酒店旗下之「稻菊日本料理」於4月將
此份春櫻和風氣息直送澳門，創作出季節限定之「櫻花嚐味
會席料理」
。大廚秉承日本人在餐飲上注重四季的概念，把味
道、視覺與春、夏、秋、冬之意境融為一體，在設計「櫻花
嚐味會席料理」時，除選用日本新鮮空運的櫻花入饌外，在
食物配搭及陳設上亦費盡心思，藉以反映春意盎然的清新氣
息，炮製出美味清新的櫻鯛刺身、雪場蟹石頭燒及早春壽司
飯等花饌，為您帶來味覺與視覺的雙重享受。

演唱會

為慶祝五一勞動
節，澳門民政總署
特別舉辦《伍佰．
陳昇鋼鐵情歌》演
唱會。
亞洲搖滾天王伍
佰及經典唱作歌手
陳昇的風格一剛一
柔，演唱會以伍佰
的名曲《鋼鐵男子》
及陳昇的《恨情
歌》
，各取其義合成「鋼鐵情歌」
，突
顯是次兩位巨星在舞台上互撞火花的
特色。是次演唱會強調原創和優質音
樂，伍佰和陳昇大部分歌曲的曲詞均
為自己一手包辦，是我手寫我心的歌
曲創作典範。兩位重量級歌手屆時將
會傾情獻唱多首經典名曲，動人的音
樂和歌詞，必能牽動觀眾情緒，勾起
粉絲們的集體回憶。

■亞洲搖滾天王伍
佰及經典唱作歌手
陳昇共組演唱會，
帶來一場剛柔並重
的震撼演出。

■刺身 — 櫻鯛、吞
拿魚、油甘魚、帶
子。在櫻花盛放的春
天，是鯛魚最肥美之
時，日本人特別專稱
其為「櫻鯛」。從日
本空運來澳的時令櫻
鯛、吞拿魚等刺身，
讓老饕們品嚐原汁原
味的鮮甜魚味及豐腴
口感。

■早春壽司飯 — 選用蓮
藕、海鰻、海老等時令食材
混合烹調而成的壽司飯，結
合了蓮藕清甜爽口、海鰻肥
美的口感，充滿清新、鮮甜
的春日氣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