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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第25屆澳門藝術節」看了三齣
兒童劇，都是讓人會心微笑的作品，在澳
門小城五光十色的燈光下，簡約物料透過
表演者靈巧的身體演繹轉化為動人故事，
不用言傳亦不用把情節場面都塞滿，卻是
豐饒的心靈禮讚。聽澳門朋友說，當地家
長是要以撲票的方式為孩子安排劇場節目
的，固然是需求越見增多，然而除了追求
演出即時的娛樂功能外，劇場的想像力怎
樣提供養份與路徑讓孩子探索和思考世
界，及訊息背後扣連的文化身份與歷史傳
承，是兒童劇創作都應該具備的元素。
兒童劇創作在港澳劇場佔有的席位一直
相對低調而缺乏相應的關注、培訓和評
鑑，近年即便是有不少劇團在戲劇教育的
框架和觀眾拓展的前提下進行很多與親子

有關的項目，然而真正投入這方面發展的
創作人找到的同行者不多，加上彼此對兒
童劇的期望與想像不同，亦令其發展緩滯
而缺乏交流的空間。這一板塊的相對疲
弱，就劇場整體發展而言在表面上是看不
到有怎麼大的影響，但如果要實踐深化而
長遠的觀眾培育和文化累積的工作，這一
步的能量和力度相當關鍵，就亞洲國家和
地區來說，日本和韓國在這方面的功夫是
下得不少的。
另一方面，以劇場設施和空間設計為

例，專為兒童而設的劇場在兩地仍然十分
缺乏，海外大型兒童劇作品的搬演多在文
化中心式的場地進行，一般來說除了是為
兒童觀眾多加高墊外，其他的配套都不合
適兒童使用，座位的行距亦不方便家長攜

孩子進出；有些非正式表演
場地的臨時座位設計，如香
港一些場館的展覽廳，或是
次澳門藝術節這三個作品上
演的舊法院大樓，反而會更
顯靈活，至少孩子能夠在空
間上享受與表演者的親密距
離。這三個作品都屬小劇場
創作，觀眾人數的有限讓演
出氣氛的控制都比較能夠為
演員所掌握；觀眾席前端放
了給小觀眾坐的地墊（數量
不算很多），工作人員亦鼓

勵家長讓孩子自己在前
面看表演。
前端小觀眾的專注力

相對來說是比較強的，
而在自由的氣氛下他們
很多時候都對近端台上
發生的事充滿好奇，主
動回應表演者的互動，
探索着故事的內容。如
來自阿根廷的獨腳偶戲
《奇趣物偶》在Rober-
to White靈活的手指和
肢體語言的帶動下，把
一些日常的、垂手可
得，甚至可以說是「垃
圾」的物件如氣球、膠
袋等幻化成生動的人物
和動物，表演者亦利用
這些物件磨擦所造成的
聲音，轉化為對模擬對
象的進一步想像，有孩子投入得相信台上
的就是那隻會吠叫的狗。《奇》劇展示的
是一些碎片式的、童趣的、生活化的情
節，沒有很強的故事和道理，但其約化、
樸素美學（包括表演的素淨利落、道具的
簡便）的貫徹令作品充滿能量。觀眾需要
與表演者共同進入其創造的想像空間，物
件的瞬間轉化並非只是他的「表演」，而
是要與觀眾一同完成的過程，他需要把自

己的「相信」傳遞出去，
讓彼此的能量把物件活
化。這種信念的堅持令沒
有花俏技法的《奇》劇格
外動容，亦展示了兒童劇
場和創作的本質。
相對來說來自日本的

《手多多物語》則是目不
暇給的視覺盛宴，亦盡見
日本藝術文化精細、準
繩、分毫不差的美學。作
品是利用手和投映在熒幕

上的光所造成影子說故事，但不要以為四
位演員只是坐着動手，他們進出熒幕之間
與孩子互動、多次介紹團隊名稱只屬小兒
科，四人要不停前後左右遊動製造影子在
熒幕上的移動和比例大小的變化，同時他
們的身體亦要互相合作、配搭才能整合出
不同的畫面，他們看起來其實更像四位舞
者。《手》劇的敘事其實是相當複雜的，
題材不但有來自日本的民間故事，亦有世

界語言如《龜兔賽跑》等，小朋友在接收
上其實已經需要相當的力氣去消化。除了
是想像力外，亦要追上表演節奏的迅捷
（因此亦見表演者的技術和默契），和跳
躍在不同場景間（如小企鵝看世界的故事
就從森林到城市甚至連米高積遜都來
了），對年紀太小的孩子來說恐怕需要家
長多加解釋了。
至於當地劇團「足跡」的《石頭雨．海

之歌》則是一次野心之作，說的是海洋的
故事：從什麼是海、找尋海洋、歷史到探
索城市發展的議題和身份歸屬的認同。作
品嚐試把複雜的事情用簡單的方式和手段
表達，包括立體書、剪影圖案、歌曲、舞
蹈等，然而其複雜的敘事卻是核心難題，
即使透過（比例相當多的）語言、角色代
入的設計、和演前演後的裝置展覽去補充
和提出路徑，但其想像和創造力仍有很多
發展空間，這與議題的嚴肅與否並無衝
突，亦因此更考驗創作人的心思。

文：陳國慧

從素淨無華到目不暇給從素淨無華到目不暇給：：
談第談第2525屆澳門藝術節三齣兒童劇屆澳門藝術節三齣兒童劇

■■20142014第二十五屆澳門藝術節第二十五屆澳門藝術節，《，《石頭雨石頭雨．．海之歌海之歌》，「》，「足跡足跡」」劇團劇團

■2014第二十五屆澳門藝術
節，《奇趣物偶》，Roberto
White（阿根廷）

■■20142014第二十五屆澳門藝術節第二十五屆澳門藝術節，《，《手多多物語手多多物語》，》，日本日本
稻草人手影劇團稻草人手影劇團

十四年後再續前緣
十四年前，梁李少霞牽線英皇與毛俊輝，

合作了一齣《煙雨紅船》。演出大受歡迎，
當時在香港演藝學院連續演出兩個半月，還
是跨年。多年過去，兩位老朋友各有各忙，
卻又終於碰到一起，興起了再來做一台好戲
的念頭，這才有了即將上演的《杜老誌》。
杜老誌是港英時期曾任香港布政司的英國
人Malcolm Struan Tonnochy 的中文名。
1922年，香港政府開始了灣仔的第一期填
海工程，建造了現在的告士打道，以及數條
連結軒尼詩道與告士打道的縱向道路，其中
一條便以「杜老誌」命名。曾幾何時，杜老
誌道一度是香港出了名的不夜城，而於
1948年開業的杜老誌舞廳（後改成杜老誌
夜總會）更是當時迷離夜生活的象徵。時至
今日，當日的紙醉金迷已成為歷史中模糊的
光影，卻帶給後人無限的遐想。
將杜老誌舞廳作為故事展開的背景，是梁
李少霞的提議——用這麼一個地標來講一個
香港故事，豈不合適？但毛俊輝想得更多，
「其實不一定是關於那個舞廳，我不想去講
典型的舞廳故事或者舞女生涯，不是這些故
事不好，而是觀眾已經聽慣了。我希望借這
個地點講不一樣的故事，對於做劇場來說，
最重要的是要和今天的觀眾掛鈎，如果沒有
共鳴，純粹懷舊，就沒有那麼有意義。」
不管舞台上的故事有多古老，都要能成為
現今觀眾的一面鏡子。在毛俊輝看來，香港
這個城市，那麼多年滄海桑田，最突出的仍
是它「商業城市」的定位。「做生意總是我

們大話題。」其實，當年美輪美奐的杜老誌
舞廳，也不是純粹的熱舞場，而是城中各路
「大佬」的高級交際場所，多少生意都是在
觥籌交錯中敲定下來。「所以，我要做一個
七十年代經濟起飛、社會轉型時的香港故
事。裡面講香港人的商場馳騁、爾虞我
詐。」因着這樣的背景，毛俊輝曾經想過做
一台三個男人的戲，除了梁家輝與謝君豪，
再把梁朝偉找過來軋一角。後來因為偉仔仍
然有顧慮，覺得自己還沒有準備好，便換了
太太劉嘉玲上場。人選變了，故事自然也不
同，更多了些嫵媚妍麗的味道。
劉嘉玲與梁家輝，在《煙雨紅船》中就一

起演出過，而謝君豪，則是當時毛俊輝的副
導演，《杜老誌》可算是四人十四年後「再
續前緣」，別有一番意思。幕後的陣容也延
續了毛俊輝作品一貫的超強卡士特點，美術
和服裝指導請來張叔平、音樂總監是擅寫音
樂劇的高世章、舞術編導則是鬼靈精伍宇
烈。
至於劇本，毛俊輝找來了莊梅岩。作為現

今香港劇壇年輕一代編劇中的實力派人選，
莊梅岩過往的每一個作品幾乎都是質量的保
證，近年的作品中，不論是從懸疑劇情窺探
人心的《聖荷西謀殺案》、反思自由與空間
的《野豬》，又或是諷刺教育現狀的《教
授》，都可見她對人物、故事、結構的分寸
把握日益成熟。以莊梅岩的年紀，可能很難
去書寫這麼一個故事，但她對此題材很有興
趣，也願意去嘗試，「她也不想寫一些只是
情情愛愛的東西。」這次的劇本創作耗時超
過一年，毛俊輝笑說，這也是他第一次花那

麼長時間去等一個劇本——遲交了近六個
月。「編劇多一天，導演就少一天，遲了是
對我很大的壓力。」他笑說，「但我給她時
間，因為想要給她空間認真寫，也因為她遲
了是因為認真，而不是拖延。」

為本土原創拓寬前路
《杜老誌》的創作可算是商業投資與本土
原創的一次結合，毛俊輝也希望借這次創
作，為本土原創作品拓寬前路——作品不是
演完就算了，而是可以製造迴響，有機會繼

續生存下去。
對毛俊輝來說，原創作品創

作艱難自不用說。「一個原創
劇本的成功需要很長時間的積
澱。就算是當年，我們做《我
和春天有個約會》、《南海十
三郎》，都是話劇團在一個很
健全的架構裡面嘗試的原創作
品，難得高志森先生看中，才
將它們再介紹出來，做成商業
演出，變成大家很熟悉又喜歡
的劇。」香港需要原創劇，但

很多時候創作條件不夠、演出機會不
多，作品產生後做完寥寥幾場，便被迫放
下，很可惜。「有些戲我們想做，但環境不
允許。比如當年的《新傾城之戀》，因為話
劇團有自己的任務，在那個環境下不能不停
地做這一個作品。現在的話劇團或許有可能
去考慮一個長期的演出，但當年還沒有這樣
的條件，就算是去巡演，也是擠出來的時間
和資源。」
所以這次創作《杜老誌》，他認為英皇的
投資很重要，保證了戲的規模和完整性。
但每每一提到商業投資，藝術家們大概都
有些糾結，或是抱持戒心。商業與藝術完美
結合成就好的作品，這當然是每個創作者的
美夢，但現實往往不那麼美好。毛俊輝認為
負面的例子的確很多，但不應為此放棄嘗
試。「真的是有投資人甚麼都不知道，只是
為了投資、計盤數，最後搞到我們很難做。
本來大家都很有期望，最後卻出來非常不專
業的結果。所以有顧慮，這絕對不能怪我們
的同行。但反過來說，換個角度來想，我覺
得不要抗拒，不然就限制了自己的空間。做
《情話紫釵》的時候，我發現原來找文化贊
助是那麼難的，我們沒有健全的這方面的傳
統。香港作贊助做得好的只有兩樣東西：醫
療和教育。但文創啊、藝術啊，很少的。在
那麼難的時候，如果有人肯投資，我們應該
要去開拓這條路。不能抗拒，但一定要爭取
一個正確的方法去做。」
他以《杜老誌》為例，整個創作建立在投
資人與團隊的互相信任與共識上，「有同樣

的用意——去做好一台戲。」他也認為香港
的創作者應該，也有能力去嘗試這類型的創
作方式，但對於具體怎麼做一定要有所堅
持。「我想要用一個最專業的角度去做。比
如劇本，有多少人給編劇整年去寫，然後再
去研究裡面的每個細節？很多人很多時候對
一個專業的，尤其是有商業規模，又有藝術
水平的演出的認知是很欠缺的，不是說只是
有錢去投資，或是請得起人來做，而是要相
信作品要有健全的 development。劇本就
是，很多時候都是趕出來的而已，說有人投
資做一個戲，就寫一個咯。不是像我們這樣
找一個專業的編劇，去談，去做資料搜集，
等她消化、醞釀後再提筆，寫完後排的時候
還要不斷去想怎麼來湊這個new-born ba-
by。這是一個很費功夫的事情。還有其他元
素的配合，當我需要音樂的時候、形體指導
的時候，創作者如高士章、伍宇烈就過來
了，再加上張叔平，整個創作就慢慢出來
了。整個東西不會憑空出現，而是大家有信
任、有共識。」
商業投資加上本土原創，毛俊輝對《杜老

誌》的期望是：「希望戲演完了，可以形成
一個效應。」但不管是怎麼樣的製作模式，
要能打動觀眾並可續發展，「最終是要落在
做一台好戲上。」
我們拭目以待。

毛俊輝 談《杜老誌》
本土原創路漫漫
最終重在「做台好戲」

由英皇娛樂主辦，劉嘉玲、梁家輝、謝君豪主演的舞台劇《杜老誌》台前幕後卡士強勁，門票銷

售熱烈，兩度加場後將共上演26場。導演毛俊輝請來實力派編劇莊梅岩，打造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

的一段傳奇故事。

但透過這次與英皇的合作，毛俊輝更關心如何為本土原創劇尋找一種可續的發展機會，打造具商

業規模的專業舞台作品，製作迴響與口碑，讓本土原創作品走得更遠。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主辦方提供

■■三位主演者在記者會上三位主演者在記者會上。。
■■左起左起：：梁家輝梁家輝、、監製梁李少霞監製梁李少霞、、劉嘉玲劉嘉玲、、導演及導演及
藝術總監毛俊輝藝術總監毛俊輝、、謝君豪謝君豪

《杜老誌》
時間：7月17至20日、22至26日 晚上8時及

7月26日 下午3時
9月4至6日、8至10日、12至13日晚上8時
9月7、14日下午3時
9月15至20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毛俊輝毛俊輝 尉瑋尉瑋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