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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逢周二、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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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無語言形體喜劇《打轉教室》去年底
在香港壽臣劇院上演時，很多人說不知道是
鄧樹榮導演的作品。的確，近年奪香港多個
舞台獎項的鄧樹榮，以簡約劇場風格創作的
一系列劇場作品如《菲爾德》、《帝女花》、

《泰特斯》、《泰特斯2.0》等，都是探索經典
文本的創作，作品本身以語言和情節先導，
不論在內容和表演形式，都牽引觀眾去思考
演繹背後的動機和呈現策略。

當「鄧樹榮風格」已被歸納甚至被定調
時，《打轉教室》的出現多少令人感到「疑
惑」。然而當《打》劇作為香港首個在英國
愛丁堡藝穗節上演的形體喜劇，它剛交出的
成績單有如完成幾個高難度空翻後完美落
水：《蘇格蘭人報》和《百老匯評論》給予
四星的肯定、具指標性的《三星期報》打五
星，英國劇場報章《舞台》讚揚「充滿創
意」。一百二十席的劇院座無虛席，即使是
設在中午一時演出，仍然吸引了大批來自世
界各地的劇場觀眾，讓他們欣賞到香港原創
作品的生命力。

這張成績單的亮麗不是令人釋疑的答案，
它只是過程，答案在於鄧樹榮的跨域視野。
其工作室的兩大目標：「一是創作具持久性
的地標式演出」、「二是拓展本地及國際觀
眾」，反映鄧樹榮在參與、經歷香港專業劇
場發展逾二十年後，正面對 一個怎樣的處
境和觀眾群，而劇場工作者又當如何對應和
找到自己的定位。

九十年代初，鄧樹榮與何應豐組成「剛劇
場」走前衛實驗路線，當時的資助制度未有
全面扶植小型藝團，靈活的小劇場空間亦不
多，純粹前衛實驗很難打開發展空間。往後
十年，獲藝發局資助的「無人地帶」讓鄧樹
榮探索舞台不同的可能性（如形體、木偶、
錄像、物件等），但一眾小型專業劇團的困
局，亦在於資源有限而難以進一步拓展，藝
術家的創意與追求，都消弭在完成年度演出

數量的時間表上。
「西九文化區」的機遇是香港文化範式轉

移的轉捩點。「劇場組合」從資助藝團轉型
「PIP文化產業」是一種對應策略；鄧樹榮卻
選擇用數年時間透過反
思香港劇場教育、栽培
藝術家來尋索戲劇往後
要走的路，而這亦讓他
找到一個沉澱經驗、完
善風格的空間。「簡約
劇 場 」 不 是 一 天 煉 成
的，在很多作品的排練

過程中，鄧樹榮常會與表演者進行密集的工
作坊，拋開語言和情節，透過與身體對話，
藉動作、呼吸、聲音等元素探索角色的內在
節奏與律動。

追求表演訓練的多元性是方式，目的在於
去蕪存菁地讓表演者找到在台上「存在」

（being）的狀態，讓觀眾即使來自不同的地
方與文化背景，仍能感應到源於表演者的能
量與生命力。不論是嚴肅或是喜鬧作品，這
狀態同出一轍。在愛丁堡的成績單之前，於
倫敦文化奧運搬演的粵語版《泰特斯》

（2012）和巡演於挪威、波蘭、北京的《泰
特斯2.0》，已讓鄧樹榮為國際劇場界所進一
步認識與認同。

今天「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打 自家品牌
衝出香港，其視點已不止於在「西九文化區」
多演幾場，而是要「讓香港劇場在世界舞台
上取得應有的位置」。經典文本系列固然吸
引知性觀眾，但要開拓更寬的觀眾群，首要
突破語言的限制，讓身體「現身說法」，而
喜劇亦自然有其吸引力。

近年日韓大力輸出「無言功夫劇場」，
《大長Jump》等劇目在西方觀眾眼中別具東
方魅力。《打轉教室》要找到位置一方面要
摻入某些「必殺」元素：以教室為處境的

《打》劇設定簡單，而師生之間的互動關
係，亦不外乎那些具「宇宙性」的情節，如
有味笑話、暗戀女生、被老師懲罰、對老師
有幻想等。然而當中強烈的港式表演節奏與
玩味性，加上摻入含中國韻律的敲擊樂和戲

曲身段的變奏，就在另一層
面保持了有自己的氣度和獨
特性，不致落在「國際口味」
的迷思中，觀眾仍能在舞台
上透過演員的身體，找到鄧
樹榮的個人簽名式。

王丹琦與李思颺是近年香港舞
壇迅速冒起的「明日之星」，他

們的作品在選材和風格上往
往另闢蹊徑，為觀眾帶
來 驚 喜 。 2 0 1 1 年 的

《Galatea and Pygmalion》
就成功征服觀眾，為他
們贏得香港舞蹈年獎

「最值得表揚獨立舞蹈」獎。這次的作品
《The 3.5th Dimension》要從2012的末日預言開始，帶領觀眾進入
冷冽新潮的新次元。

李思颺說，她向來對遠離現實的題材倍感興趣，以往的編舞作
品就曾嘗試用希臘神話來作素材。今年初，她深入了解近年大熱
的New Age話題，嘗試經由大量閱讀來考究2012到底會發生甚
麼。這其中，被廣泛熱議的《賽斯書》最為吸引她的注意，書中
關於人與宇宙、物質世界與靈魂世界、個體與群體本質的論述給
她留下了深刻印象。《The 3.5th Dimension》便由此生發。訪問
時，李思颺一邊解釋書中的專有名詞，一邊以美國《蝙蝠俠》電
影首映式上的槍擊案為例子來打比喻，聽得記者一頭霧水——3.5
次元果然是玄而又玄的「超驗世界」啊！

「我這麼講可能會把大家搞糊塗，」李思颺笑 說，「其實一
支那麼短的舞蹈，在我自己醞釀的過程中有很多不同的概念在其
中。個人與群體的本質可能是一個出發點，是題材的來源。但我
不覺得我的舞蹈可以講到一個那麼大的主題。我們現在講的其實
是『碎片』——時間上的碎片、整體的碎片。過去現在未來，將
時間打碎成一格格菲林，每一格菲林之間都有互相的關係，過去
影響現在和未來，很多理論甚至覺得，未來也可能會影響過去。
而現在我也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整體的碎片，不是完全孤立
的。在這個次元中我們每個人可能是獨立的，但是在另一個次元
大家可能是互相聯繫，在一起組成一個完整的東西。現在的舞蹈
便以碎片為主題。」

與二位編舞搭檔的，是青年設計師陳刀，其以往作品被認為十

分炫酷、風格化十足。
同樣對New Age題材感
興趣的他與王丹琦
和 李 思 颺 一 拍 即
合，以白色為主色
調，為舞者們打
造出充滿太空感
的超前形象。「這
次的服裝要和平時的

『戲服』（costume）
概念區分開
來。如果是
戲服，只要
配合表演就
可以了，這
次 我 講 求
的是total
l o o k ， 髮
型、服裝、
妝容，全部
整體的形象都要顧及。和時裝共舞，把動感『穿』在身上，這是
我們希望做到的概念。我們總覺得時裝是模特兒穿的，發生的地
方都在T台上，這次則是真的把T台放在劇場中，把舞者變成模
特兒。」

將表演與時裝相結合，對於善於跨界的陳刀來說大概一點也不
陌生。2004年，他的首個時裝表演《陳刀台戲》就融入多種表演
元素，打破時裝走秀的表演框框，成為讓人眼前一亮的行為藝
術。而2006年的《陳刀．兩生．花開．立夏》時裝表演則在標準
泳池舉行，十五對雙生兒參與走秀，概念新穎。這次首次與專業
的現代舞者合作，對他來說又是一次新奇的考驗，為了讓舞者在
服裝中活動自如，他也向CCDC的服裝部取經，在衣服中加入許
多「小秘密」，讓潮流時裝一樣成為「舞林高手」的最佳拍檔。

世人都曉魏晉好，但有男子若「竹林七賢」肆意狂放，恐怕你我也
會趨之若鶩，但談不上愛慕。大抵在規矩間有些不規矩的王羲之，至
人無法，大象無形，以舞躍動「天下第一行書」，便足以令小女子驚夢
幾千年，為的也是這句《蘭亭詩》裡的「未若任所遇，逍遙良辰會」。
世有才子，而王羲之不常有，這良辰會在正臨摹的《快雪時晴帖》，也
會在香港舞蹈團的詩舞蹈《蘭亭．祭姪》。

香港舞蹈團助理藝術總監楊雲濤在《蘭亭．祭姪》場刊裡有句話很
觸動：「書法是修行，更是人生態度，舞蹈亦然。」《蘭亭．祭姪》正
氣和了漢字的美，可歌可舞。在有限的舞蹈空間裡，運用肢體語言舞
出書法的筆墨線條、水墨的變化、線條的走向、字體的構成，這點有
心的創意值得珍惜，痛不痛快淋漓，也是場藝術盛宴。

《蘭亭．祭姪》上半場——「蘭亭．意」（Lanting．Air）一序四場：
集體舞有「永和九年」（Yonghe Ninth Year）、「露石．墜」（Dewy
Boulder．Falling）、「雲水．流」（Cloud and Water．Flowing）、「蛇
鸞．驚」（Snake and Phoenix．Startling）。集體舞的韻味在於和諧間有
噪音，正如一場北野武電影《那年夏天寧靜的海》，有心有意的音樂空
白，矛盾間卻很有意思。集體舞優劣皆在團體精神，偶有年輕生疏的
舞者手持黑布欲舞出書法的躍動，用的卻是力度，而非心合神會的靈
敏度，即空氣感（Air）。良辰美景似都為舞者劉迎宏所飾的王羲之而
設，「天人．合」（Heaven and Man．Unity）壓軸一場，才真令人驚
艷。始知歐陽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的大妙。

暮春修竹盛，有石天上來，正氣合了《蘭亭集序》的「此地有崇山
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
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舞台有身
穿布衣的老者和少年各持古琴和蕭，或坐或立於石，一派古樸自然，
天人合一始也。穿白色紗衣的舞者劉迎宏是把整首《蘭亭集序》的韻
味給披上又卸下的。舞姿與表情，眼波流轉，行雲流水的是他的身體
更是他的氣韻，他是真懂王羲之的美。大抵上半場的「蘭亭．意」

（Lanting．Air）是寫意畫，最美的王羲之，那刻的美很難被誰超越。
下半場的「祭姪．慟」（Eulogy for a Nephew．Pulsation）一轉上半場

的清麗之美，是一百八十度的氣氛調整，從舞蹈美學上來說是對觀舞
者的現場挑釁。以現場演奏的鳴冤大鼓開場，撫今思古、國恨家仇在
集體舞裡表現出色，這裡用的是恰到好處的表情語言及肢體力度，文
思與哀愁盡在舞者的身心。上半場的溪邊石換以吊掛之姿，是盤古開
天，無材補天的女媧之石，注定大氣磅礡。第二場「哀思．憶」

（Grief．Remembrance）舞者黃磊的專業令人動容，於凌亂宣紙裹足於
哀慟人心，正映出了曹雪芹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
癡，誰解其中味？」這點「嗚呼哀哉」的「癡」說的也是天下第二行
書《祭姪文稿》的顏真卿。

文：張心曼

詠彼舞雩
─詩舞蹈《蘭亭．祭姪》

從香港打出愛丁堡
《打轉教室》展示跨域視野

文：陳國慧

《打轉教室》（重演）
時間：9月6至9日 晚上8時

9月8、9日 下午4時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

查詢：21445335，info@tswtheatre.com

■《打轉教室》在愛丁堡藝穗節的演出，

老師（鄭麗莎飾演）攀上風扇找尋失蹤了

的學生。

■李思颺

■《打轉教室》香港首演劇照

■《打轉教室》在愛丁堡藝

穗節的街頭宣傳演出

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在2000年首次舉辦《脫衣秀》，將現代舞編舞與

時裝設計師一一配對，互相激發創作靈感，備受觀眾好評。今年，CCDC再辦

《脫衣秀2012》，請來著名設計師又一山人擔任視覺總監及服裝統籌，邀請本地四

位年輕時裝鬼才，與四組編舞一起擦出創作火花。《Inside Out》、《Dress Me

Down》 、《The 3.5th Dimension》和《Fighter》，四組作品風格迥異，記者專

訪其中兩個作品的創作者，一同聊聊這新奇的跨界嘗試。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提供

脫衣秀2012
時間：9月7至9日 晚上8點

9月8至9日 下午3點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那邊廂玩起了New Age大幻
想，這邊廂卻討論階級角力。　

黃振邦2000年畢業於香港演
藝學院後便加入城市當代舞蹈團，2009
年，他獲賽馬會獎學金到美國修讀碩士
課程，2010年更入選「勞力士創藝推薦
資助計劃」年輕舞蹈家的入圍名單。
2012年，他重返CCDC，馬上迎來了這
次與時裝的「親密接觸」。

在台上有型有款、個人風格十分強烈
的黃振邦，對時裝的看法其實很簡單
—它比普通服裝或休閑服有更多的內
涵，承載 設計師的個人表達。這次的
合作，他希望與專業的時裝設計師一起
溝通、合作，如同兩條「平行線」，同
時激發舞蹈和時裝雙方的創意，一起
Jam出精彩的演出。

這次他的《Dress Me Down》，要討
論的是階級與暴力，可這概念並非
從社會議題出發，「我的思維是，
跳舞和時裝都是有階級的。跳舞，

小孩子的舞蹈，街頭的Hip-hop是跳
舞，現代舞、芭蕾、拉丁也是跳舞。在
街頭玩Hip-hop不用進studio學，但如果
要去上芭蕾、拉丁舞的課，是不便宜
的。服裝也有階級，便宜到女人街，貴
到tailor-made。這一層是Vivian Tam，下
一層呢，可能就是新出道的設計師。我
就從這裡 手。」在他看來，有階級有
權力，就自然會有暴力在其中，舞蹈分
成三段，選用一男六女舞者，第一段講
述「控制」，展現男舞者與女舞者們的
角力，第二段講述「爭奪」，第三段則
以「對抗」為主題，風格頗Hip-hop。

12年前，CCDC首次舉辦《脫衣秀》，

當時的黃振邦正是台下的觀眾之一。演
出讓他直呼「過癮」，「給我留下很強
烈的印象，我就是去看服裝怎樣呈現舞
蹈，舞蹈又怎樣表現服裝。」這次與他
合作的設計師梁嘉健，是香港青年時裝
設計家創作表演賽2012便服及牛仔服組
的冠軍，這頭銜也讓黃振邦大叫有趣：

「好像是『最高級的便服』的感覺，想
像一下——the best Giordano，好得
意！」正和他玩轉「階級」概念的想法
不謀而合。

梁嘉健則由黃振邦的排舞錄像生發靈
感，剛開始時，他希望運用制服的設計
來表達階級的概念，但考慮到舞者的服
裝一定要方便肢體的靈活運動，便天馬
行空地將便服與制服結合起來，採用簡
單的長方形T-Shirt，再在上面用印花、
釘珠或繡花來表現出制服的形象。「平
時設計一個系列的服裝，總要考慮到賣
不賣得，不能全部都是天馬行空。這次
是在舞台上，不用顧慮這些生意上的考
慮，發揮的空間反而比較大。」梁嘉健
說，「其中一個部分，我感覺他們的舞
蹈比較Hip-hop，便用了一些oversize的T-
Shirt，加上流蘇和絲帶，隨 舞者的動
作，衣服的動感很強，爆炸力很大。既
然是在舞台上，服裝就一定不能平板，
要更立體，更有動感。」除此之外，他
還大膽使用街頭塗鴉的鮮艷色塊，為不
同舞者賦予不同顏色。其中最搶眼的，
莫過於舞者Dominic的一件「電燈外
套」，衣服的肩膀位置被加上閃耀的燈
管，有型得來又趣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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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李思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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