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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成布萊希特東亞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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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舞壇巨星蕭菲．紀蓮（Sylvie Guillem）去年宣佈
今年舉行全球巡演後便退出舞壇，之後自己一直關注她
的面書消息，看看香港會否成為巡演一站，但陸續加入
的城市名字，都沒有我城。於是，香港舞迷如要看這位
當代舞壇天后中之天后的告別演出，最近的地方也要在
台北、新加坡、北京或上海四地中選一。自己已選定了
再走十月初台北一趟。碰巧主辦機構之一沙德勒之井劇
院（Sadler's Well Theatre）徇眾要求（五月的演出門
票五天售罄，向隅者眾），七月末到八月初移師 London Coliseum 加演六場（一樣爆滿）。八月初訪英，忙
不迭找票作座上客，下月台北便是重溫了。 文：聞一浩

生命不息 舞動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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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Coliseum是英國國家歌劇院的家，擁有二千三百
多座位，是倫敦市內最大的劇院。坐在古雅的劇院內，滿
是期待。自己首次看蕭菲．紀蓮的現場演出，是 2007 年，
她與艾甘．漢來港演出《聖獸舞姬》，一看着迷。除了出色
的舞技外，紀蓮對舞蹈及藝術堅定和積極的態度，令人十分
佩服。《聖獸舞姬》講天才藝術家的背後面對的問題和心理
狀態。這樣的題材由她來演自然合適不過：19 歲已被當時巴
黎歌劇院芭蕾舞團總監、二十世紀芭蕾巨星雷里耶夫當眾擢
升為Étoile（明星舞者），其後演繹的多個經典劇目的角色，
都大受好評。
吾生雖非晚，但認識蕭菲．紀蓮較遲，那時她已幾乎不跳傳
統芭蕾舞目，主要演跳現代創作。著名編舞如莫里斯．貝撒
（Maurice Bé jart）、麥斯．艾克（Mats Ek）、威廉．科西
（William Forsythe）和羅素．馬利芬（Russell Maliphant），
以及加拿大鬼才導演羅伯特．利柏殊（Robert Lepage）等等，
都曾為她度身編舞或合作。
紀蓮說希望自己在對舞蹈熱情未退時走下舞台，而且此後她只
是人生轉了方向，並非退休，所以這次告別演出定名《Life in
Progress》（生命進行中），凝住舞蹈生涯的美好，然後繼續前
行。演出中包括了兩支全新作品：艾甘．漢的《technê 》（技
藝）和馬利芬的《Here & After》（此時和以後），以及科西的
《DUO2015》（雙人舞 2015，由兩位男舞者主跳）和艾克的
《Bye》（再見）兩部舊作。選演的作品均為現代，而且對技巧的
要求相當高，既反映了她愛挑戰難度的性格，也說明了這的而且
確不是一次回顧舞蹈生涯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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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舞技 追求完美

的，紀蓮與馬利芬演出的《PUSH》，或者這便是馬
利芬說，向紀蓮以往的演出及經驗致敬的意思吧。Michael Hulls 的燈光設計依然出神入化，簡單的光圈變
化，便為舞者營造了不同的演區和氛圍。而在兩位舞
者跳出光區開始，演出的節奏一變，充滿了明快、歡
躍的雙人舞段落，在伸展的舞姿與飛躍般的轉身間，
兩人合拍如多年拍檔，在動作間又滲透了女性的嫵
媚。Montanari 其實也十分出色，不過有紀蓮在，自
己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追蹤她的身影。
下半場只有艾克的《Bye》，是瑞典編舞家艾克四
年前為紀蓮創作的獨舞。雖然看過的艾克作品不多，
但他的作品總是不按常理和傳統走，別樹一幟。《Bye》以
一塊板營造出多樣的空間，既是一道門，也可以是鏡，又
或者記憶中人物的舞台。現場錄影和電腦技術的運用令舞
台上的紀蓮一時是真人演出，一時是錄影/投射出來的影
像。翻過門走到台前的紀蓮像是一個進入了回憶世界的女
子，其中的歡笑苦淚，紀蓮都以精準優美的肢體動作表
達了。最後，她走進記憶中的親友之間，大步離開前，
回頭看着觀眾。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像是跟我們這一邊
的在說再見。然後，大幕也真的落下來。
雖然無緣看她演繹經典芭蕾角色，但幸好在她退休前
趕上看她的現場演出，不至於全部都要通過錄像來認
識，也可以親身感受她演出時高超的舞技背後，除了
肢體技巧外，還有追求完美、付出百分百的心志。

揭開序幕的是艾甘．漢的《technê 》。艾甘開宗明義說他想以紀蓮
的身體和技藝，探究時間與藝術的關係，作品也的確突顯了紀蓮超凡
的身體操控和無懈的技巧，開場不久的一段，蹲下身子、一路前進的
紀蓮彎曲的雙腿猶如昆蟲振翅般，叫人驚歎，其後亦有許多高難度、違
反物理自然的動作，這一秒激烈擺動的身軀下一秒變成細微的顫動。雖
然艾甘說作品是談時間與藝術，但豎在台上銀色的樹幹，以及紀蓮昆蟲
似的動作，卻更叫人想到藝術與自然大地，加上在台上暗黑處現場演奏
的音樂和人聲演唱，《technê 》營造了一種肅穆的氣氛。
跟 着 演 出 的 是 科 西 重 編 的 《DUO2015》 ， 由 Brigel Gjoka 和 Riley
Watts 兩位男舞者擔演。兩位男士身穿背心長褲，在台上把玩着不同旳舞
蹈動作和式樣，幽默風趣。當然，看的時候也禁不住想，如果也由紀蓮來
in
演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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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般的動作，跟《technê 》一樣，感覺較為肅穆，也叫我想起去年看過

蕭菲．紀蓮《 Life in Progress－2015 告別舞台世界
巡演》將於 10 月 3 日、4 日在台北國家戲劇院上
演。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大學Antony Tatlow
教授發表布萊希特論文，有選在夏威夷大學東
西比較文學論著裡，而美國Duke大學亦出版他
的文集《布萊希特莎士比亞》。他又帶學生以
廣東話演出布氏話劇，國際布萊希特學會由他
當主席，不奇。
布 氏 種 子 於 1981 年 香 港 開 花 ， 由 John J.
Deeney、鍾玲、葉維廉、陸潤棠、黃清霞等學
者組成的香港比較文學會，連同英國文化協會
和歌德學院，主辦《布萊希特在東亞 / 理論與
實踐研討會》，同期，又邀請日本和東亞多國
劇團來港演出。該研討會論文，經黃德偉與
Tatlow 譯成英文，於 1982 年由香港大學結集出
版為《Brecht and East Asian Theatre》，今天
可在網上免費讀到。
過去 30 多年，香港斷續上演布氏作品，相比
之下，內地有多人到過德國進修戲劇，並寫文
談布氏，卻少有演出他的作品，敏感的人便意
識到，布萊希特東亞重鎮，香港可以擔當。
今年康文署「劇場．再遇」節目，7A 班在高
山劇場重演布氏《灰闌》，那裡正是 1981 年香
港布氏戲劇節主場。場刊說，7A 班等了 5 年才
得資源重演。我能補看，甚覺幸運，然而看下
去，卻覺得不對路。
布氏看過梅蘭芳表演，學得京劇自報家門手
法。今天香港劇場也流行演員對着觀眾說話這
疏離手法套路。布氏劇團乃合作社兄弟班，演
出會臨時拉夫。製作簡陋，便利用超凡想像力
來補救「乞丐劇場」之不足，那正是其特色和
可觀之處。他以音樂和歌曲吸引觀眾，應用辯
證法，呈現正反論據，並以疏離和嬉笑怒罵手
法，促使他們覺醒和思考，目的是教育大眾。
38 年前我看他的戲，記得有台詞說：「貪污
是最佳政治制度，因為效率高」，當日全場觀
眾大笑認同。為什麼？因為觀眾處身在「乞丐
劇場」疏離氛圍裡，清楚理解該反話奧妙，熱
烈拍手來表示欣賞其有趣想像。以「乞丐劇
場」來反主流，教育觀眾奏效率高。林奕華舞
台技法，多少有布氏影子。
今回 7A 班編劇一休與陳正君聯合導演《灰
闌》，序幕講今天香港發展土地，出現官民衝突。有人提
議看齣《灰闌》話劇來緩和緊張，並說有可能從中得到靈
感解決困局。以香港現實來切入《灰闌》，可以理解。然
而把演出放在春秋戰國時代鄭國裡，未必上策。一休寫書
面語古文對白，以廣東話來唸，欠親切。另有些離地對白
拿來誦唱，難為演員和作曲盧厚敏。這回重演，戲服設計
與縫製認真，脫離乞丐劇場本色。此外，對白非嬉笑怒罵
調，音樂和歌曲欠歡愉，演出想像力乏善可陳，整體趣味
缺缺。
戲高潮是：兩個女人爭奪一小童，由臨時胡亂推舉的糊
塗官來判案。他要兩女人拉扯小童身體這愚蠢方法來判
斷，卻裁決精明。糊塗官比較常規官員更利人民，而他還
創造出該縣法政的黃金時期。這段戲是布氏的反諷，來向
觀眾宣傳反建制政治訊息，成功影響觀眾的話，演出便算
精彩。葉進演出縣令，符合劇本要求，可惜導演處理該段
戲非在疏離和嬉戲狀態，所以我懷疑其嘲諷政治的效果。
布氏取材中國古代《灰闌》故事乃幌子，並非要做歷史
劇。觀眾離開劇院時有所覺悟，會想反建制，才是他目
標。 近年香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亦搬演布氏劇本，其布
氏劇場特色明顯。香港要成為布萊希特東亞重鎮，關鍵在
觀眾對「乞丐劇場」反諷的敏感程度有多高。 文：張錦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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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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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六年，本地著名劇場導演鄧樹榮近日終於重
演了《泰特斯2.0》，這個在他創作生涯中具有獨特
意義的作品。 《泰特斯 2.0》於 2009 年首演，當年
鄧樹榮找來本地著名編莊梅岩，根據莎士比亞原來
的劇本，改寫成一部糅合了傳統戲劇體與說書敘事
體之「新作」。由於《泰特斯2.0》半戲劇半敘事的
體裁，加上多人合演一角、演員身兼敘事者與戲中
角色等富有「間離效果」的設計，在風格上跟不少
歐洲「新文本」作品非常接近，筆者間中會半開玩
笑地戲稱《泰特斯2.0》為鄧樹榮導演的「新文本」
之作。當然，莊梅岩肯定沒有撰寫「新文本」的企
圖，而鄧樹榮創作《泰特斯2.0》的出發點，也顯然
跟近年着力推動歐洲「新文本」的本地劇場工作者
有所不同， 但兩者都突顯了一個令筆者反覆思考的
問題：劇場創作人該如何透過演員的身體與聲音，
以及其他演員以外的方式與手段（例如燈光、佈景
等等），釋放出文本底下的力量？ 《泰特斯 2.0》
是複雜的文本，但表演比文本更難。

現的，反而是施暴者
與受暴者在行使與接
受暴力時當下的內在
狀態，以有形表現無
形。

以有形表現無形
鄧樹榮曾經在不同文章與場合表示過，他是一個
簡約主義者。簡言之，作為一個簡約主義者，他必
須反問自己：在他的生命與創作中，有什麼是最重
要與不可或缺的？對於鄧樹榮來說，劇場中最重要
的是演員的身體，只有演員與觀眾在演出時當下的
能量交流，才是劇場最基本的交流形式。因此，演

員的身體便成為了鄧樹榮
整個表演美學體系的重要
支點與手段，而「形體劇
場」也成為了他多年來主
要的劇場創作與演員訓練
的方法。他認為，導演主
要是透過演員的身體對劇
場時間與空間的駕馭，在
觀眾面前呈現出某種人類內在的存在狀態。
如此說來，我們便會明白鄧樹榮對《泰特斯》的
大膽改寫，為什麼會是他在創作上的巨大突破。首
先，《泰特斯》這個原本充滿了缺點的莎翁劇本，
在莊梅岩所改編成的半戲劇半敘事體中，變得流𣈱
自然得多了。許多在鄧樹榮 2008 年原劇版本的《泰
特斯》演出中，因為過度殘暴與密集反而顯得滑稽
的暴力場面，在《泰特斯2.0》的種種「間離效果」
下都順眼多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跟「一人一
角」的傳統戲劇演出不同，《泰特斯2.0》的演員除
了需要多人合演一角外，他們也不時需要遊走於角
色與敘事者（以歌詠隊的形式出現）之間，令觀眾
無法完全代入角色， 跟暴力拉開詩化的距離，從而
將暴力轉化成為探索與思考的對象。與此同時，
《泰特斯2.0》也透過形體、吟唱、聲音、靜沉等非
語言的手段，將暴力予以詩化呈現。在《泰特斯
2.0》的表演中，鄧樹榮更着意呈現的，並非原劇中
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暴力行為本身，他更有興趣表

承先啟後之作
與 2009 年《泰特斯
2.0》的首演相比，今次重演的版本無疑更精練與圓
熟了。 幾位一直緊隨鄧樹榮、由演藝學院一路走來
的年輕演員（例如黎玉清），在演出上都有了長足
的發展。除了持續創作外，鄧樹榮在培育新一代演
員方面，無疑影響深遠。記得當年筆者觀看《泰特
斯2.0》首演時，其劇場創作與實驗的大膽嘗試，實
在令人目瞪口呆。事隔多年，今次再看 《泰特斯
2.0》的重演，觀看初版時新鮮感自然消失了。但事
後回顧，筆者現在看得更清楚《泰特斯2.0》在鄧樹
榮劇場創作上承先啟後的位置。 一方面，《泰特斯
2.0》是鄧樹榮二十年來的簡約美學的集大成之作。
另一方面，由《泰特斯》到《泰特斯2.0》，我們也
看到鄧樹榮在劇場美學上的重大突破。《泰特斯
2.0》中的實驗，除了解決了當年演出《泰特斯》時
遇上的問題，同時也令鄧樹榮的簡約美學變得更成
熟。可以這麼說，沒有《泰特斯2.0》，便沒有後來
的環球版《泰特斯》，甚至《你為什麼不是 Steve
Job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聲立方——超
感官空間：從聽覺出發的非典型跨媒介藝術展演」8月在上
海二十一世紀民生美術館（M21）登場。「聲立方」是一
個全新定制的3D聲音空間，在此既非聆聽音樂、亦非歌者
吟唱，而是感覺空間本身的「演奏」。
1980 年代中期，「聲音藝術」一詞由加拿大作曲家、聲
音藝術家丹·蘭德正式提出。在中國，作為當代藝術的一
部分，聲音藝術在最近十餘年才得以迅速發展。是次演出
由 M21 與上海音樂學院共同承辦，「聲立方」是基於 3D
全息聲音系統的交互式音樂多媒體空間，佈置在 M21 長
23m、寬 24m、高 12.5m 的核心筒內，由 129 隻音響共同組
成。「3D 全息聲音」技術則是目前全球最先進、最成熟的
3D 聲音還原技術，其「空中呈音」的方式，既能重現自
然、真實的聲場環境，又能進行誇張的藝術創作。
傳統意義上，各個音樂類型往往是以音樂會或者現場演
出的形式進行展示。而此次，舞台、3D 聲音系統、燈光成
為一個系統，觀眾和表演者亦是其中的組成部分，令參與
其中的人，得到更好的體驗。3D 全息聲音系統將無數小場
域，放大成整體3D場域，所有人在獲得視覺經驗的同時，
聽覺上也達到了統一。觀眾被放進空間內部，舞台被置於
觀眾之間，舞者則在觀眾之間遊走。舞者身上裝有各種交
互裝置，隨着他們位置和速度的變化，帶動聲音呈現不同
的波動。
M21 自創建之初便着力於在傳統藝術與先鋒藝術之間構
建對話平台，力求打破不同藝術門類間的隔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