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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周末，鑽石山荷里活廣場將一連兩日與台灣觀光協
會和台灣觀光遊樂區協會合辦「台灣好樂園」旅遊節，邀
請台灣10家大型主題樂園 (包括全台灣面積最大的三大樂
園：劍湖山世界主題樂園、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及九族文化
村) 來港開設特色互動遊戲攤位，同時分享最新的玩樂指
南和旅遊優惠，打造最齊全的樂園之旅博覽會！
日期：5月20至21日
地點：鑽石山荷里活廣場一樓明星廣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
蘿蘭 上海報道）內地首個
在商業空間中舉辦的專業藝
術節——「表演藝術新天
地」，定於5月25日至6月
3日期間在上海最具吸引力
的「城市客廳」新天地再度
登場，涵蓋戲曲、戲劇、音
樂、繪畫、裝置、多媒體舞
蹈劇場、阿卡貝拉清唱、環
境舞蹈、環境戲劇、互動詩
會、聲音新馬戲等各種藝術
門類的超強組合。
據悉，今年的「表演藝術

新天地」，策展主題聚焦於
「人，在大地上詩意地棲
居」，16部來自中國及世界各地9個國家的藝術作品、
173 場演出及各類衍生活動，將覆蓋新天地北里、南里、
新里、太平湖、新天地時尚、翠湖天地等多個區域。
藝術節策展人及藝術總監水晶表示，新天地是一個極具

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公共空間，藝術與生活「無縫銜接」，
是表達「和諧」與「詩意」的最佳方式，觀眾在藝術節期
間穿行於新天地區域時，會感受到無處不在的表演藝術，
並且有可能親身參與到表演中去，這種觀演體驗，通常在
劇場中無法體會。
據水晶透露，策展方充分考量了新天地區域的空間多樣

性和客群分層，因地制宜地選擇劇目和藝術形態，與空間
達成高度的和諧。比如這次將浸沒式互動京劇《京探》之
「堂．匯」安排在屋裡廂博物館中進行演出，生旦淨丑等
不同表演，將分佈在不同房間中進行，觀眾不但可以游動
式觀看，更可以與演員親密接觸，觀察到幕後的眾多細節
與秘密。
策展團隊並利用自身的創作和製作能力，為新天地打造

了一系列專屬劇目，如《你聽．同學會》，是繼去年《你
聽．新娘》的成功演出後，又一部原創作品：三個高中畢
業後各奔東西的女生，相隔8年，在新天地的餐廳相聚，
準備搞一場同學會，眉飛色舞和唇槍舌劍之中，在旁邊就
餐和喝一杯咖啡的觀眾，如同「偷聽」了一場絕佳的人生
好戲。
另一些重磅級的劇場作品亦會在藝術節期間登場，包括

曾經八度中國巡演的世界頂級默劇《安德魯與多莉尼》，
而來自阿維尼翁藝術節的《安提戈涅》，則是首度在中國
上演。在翠湖天地生活藝術館呈現的影音作品《格蘭姆．
史蒂芬的<大都會>》，將重現世界默片史上耗資最大的
史詩級默片《大都會》，來自英國的藝術家將用兩小時的
現場音樂，賦予其新生。
藝術家隊列也是高手如雲。來自土耳其的國寶級畫家蓋

利普．艾，是土耳其傳統繪畫技法「濕拓法」（Ebru）的
頂級傳人，此次將展示他的水上繪畫絕技，為觀眾帶來投
影在石庫門建築牆壁上的《水面上的梵高》。評彈名家高
博文先生，將攜新編評彈《高博文說繁花》登場，該劇是
近年來《繁花》的影視改編熱潮當中，最新穎和最具「吳
韻」的改編版本。

巴蘭欽有名言：「舞者就像大
象……她們吃花生度日。」舞者到底
吃什麼？吃很多？吃很少？也會放縱
麻辣火鍋？還是狂啃青菜三明治？在
一段愉快輕鬆的訪問影片後，「香港
舞蹈年獎2017」頒獎儀式拉開序幕。
今年的舞蹈年獎共設有十四個獎
項，其中，香港芭蕾舞團《茶花
女》、城市當代舞蹈團《拼途》並列
香港舞蹈團《紅樓．夢三闕》、多空
間i-舞蹈節（香港）2016：《90後的黎
海寧》分別奪得傑出大型、中型、小
型場地舞蹈製作獎。傑出男舞蹈員演
出獎由麥卓鴻憑藉城市當代舞蹈團的
《回初》摘得；傑出女舞蹈員演出獎
則由陳稚瑤與潘翎娟並列奪得，前者
在香港芭蕾舞團《天鵝湖》中飾演奧
德蒂一角，後者則在香港舞蹈團口碑
之作《中華英雄》中成功飾演了華文
英/瓊天。至於傑出編舞獎，則再次由
資深編舞黎海寧奪得，獲獎作品為她
為香港舞蹈團《紅樓．夢三闕》所編
作的《夢未完》。

兩個特別大獎——終身成就獎由去
年不幸辭世的城市當代舞蹈團前助理
藝術總監陳德昌獲得，傑出成就獎則
頒給了劉兆銘（Ming Sir）。
85歲的Ming Sir站在台上，渾身都
是戲。他說自己早年是「行船仔」，
哪裡知道什麼藝術，只因為偶然看了
一場舞蹈演出，竟然心生嚮往。後來
他行船輾轉各地，到法國，到康城，
發現古典芭蕾舞研究中心，乾脆不走
了，留下打雜工。當時主理中心的，
是紅極一時的芭蕾舞伶Rosella Hight-
ower，也許是覺得這個中國人有趣又
執，竟然提供獎學金讓Ming Sir學
舞。「我當時已經30多歲，那些年輕
人，腳一抬就過頭頂，我最多到這
裡。」他用手比了比腰。但Hightower
顯然看到他身上與眾不同的地方，不
僅讓他學舞，還鼓勵他編舞，「她讓
我聽音樂，說你試想像出來，我來
幫你跳。」提供給他的音樂，是一個
小提琴家的新作，編曲古怪，大家都
有點抓不到點，想這個中國小子可

能 會 有 意 外 之
解。「我一聽，
其實也完全不知
道它搞什麼，但
搵食嘛，頂硬上
啦。」Ming Sir哈
哈大笑，就這樣被逼上梁山。卻沒想
到，自己胡思亂想構思的舞作，被
Hightower跳得好美，那時的Ming Sir
直接化身小粉絲：「我就像是一個漁
民，看到一隻美麗的鳳凰那樣。」作
品反響熱烈，法國的報紙都有專門報
道，一個中國人跑到法國編一隻芭蕾
給外國人跳，好神秘，好厲害。Hight-
ower將Ming Sir帶進大師的古典芭蕾
世界，又將他送進現代舞的大門，介
紹他參與莫里斯．貝嘉（Maurice
Bé jart）的舞作！「貝嘉的舞團相傳
有最美的舞者。」Ming Sir調皮地說，
看過他們的身姿，會感歎怎麼人可以
跳得那麼美。「啊，我才知道，藝術
那麼艱難，全是磨練出來的。」
1967年Ming Sir回流香港，投注心

力於舞蹈教育工作。他曾擔任香港第
一個專業舞蹈團「香港實驗歌舞劇
團」《石頭姑娘》的製作和藝術總
監，亦參與創立香港芭蕾舞學會及香
港舞蹈總會，曾擔任麗的呼聲、無綫
電視台的舞蹈主任。作為香港最早一
批留學海外的舞蹈人，Ming Sir雖是本
地舞壇的開拓者之一，但最為普通觀
眾熟知的仍是他的熒幕形象，例如
《倩女幽魂》中的「姥姥」。
「不要放棄自己的藝術追求，它很
艱難，但當它慢慢進入你的生命，會
帶來很多美好，讓你看到一個很大的
世界。」Ming Sir這樣說。多年前的那
個「行船仔」，一早找到了生命的港
灣。

文：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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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好樂園」旅遊節

由香港藝術中心與Children of the Mekong合辦的《湄
公河—新的神話》，為「法國五月」的相關項目。由
MAP Office及香港藝術中心Laure Raibaut女士構思，從
駐胡志明市的藝術家 Richard Streitmatter-Tran的研究當
中取得靈感，是次展覽將圍繞湄公河及其他東南亞河川流
域，呈現當中的生態、社會、政治等各樣議題及它們的獨
特性。是次展覽的展品將為首次在香港展出，當中十八位
來自東南亞的藝術家及藝術家組合的展品將組成一個由湄
公河三角洲至珠江三角洲及菲律賓的群島。展品包括雕
塑、裝置、投映、畫作及相片。
日期：即日起至5月21日（中午12時至晚上8時）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免費入場

《湄公河—新的神話》
展覽

在大地上詩意地棲居
2017「表演藝術新天地」

月末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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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歷史現場
觀《太陽王的誕生》後記

「太陽王」路易十四最廣為人知

的，自然是那氣吞山河（從另一角

度看是王權高漲）的自述：「朕即

國家」（L'tat, c'est moi）。這波

旁王朝繼承者深信君權神授，在位

72年裡大力強化專制統治，且窮兵

黷武，四方征戰，使法國成為其時

歐洲最強國度。當王權制度走向頂

峰，隨之而來就是自身的瓦解，即

幾十年後法國大革命的爆發。

路易十四是政治強人，不過這呼

風喚雨的大人物卻也酷愛藝術。他

興建的凡爾賽宮，雖然室內金碧輝

煌頗為俗氣，但空間廣闊的大花

園，予人恢宏的審美趣味，確是不

同凡響。最近看過「法國五月」的

《太陽王的誕生》後，更得知路易

十四從小熱愛芭蕾，經常參與宮廷

芭蕾（ballet de cour）的演出。他

其後創辦了世上首間芭蕾學校（名

為Académie Royale de Danse），

專門訓練宮廷舞者，對普及法國芭

蕾可謂功不可沒。不過《太陽王的

誕生》並非舞蹈作品，它是按照

1653年在羅浮宮上演的著名宮廷芭

蕾《皇家芭蕾夜宴》（Ballet Royal

de la nui）「重構」而成的音樂

會。簡言之，就是拿掉舞蹈部分，

將音樂濃縮和改寫，另加進影像投

射，成為一場別開生面的法國古樂

音樂會。 文：默泉

圖：法國五月提供

宮廷芭蕾沒芭蕾，
觀眾或覺得可

惜，不過要重現如此龐
大和古老的演出殊不容
易。單是長度已不可照
搬，因《皇》全長十二
小時，從傍晚演至達
旦；而且三百多年前的
舞蹈亦無法準確重現。
《皇》的出現，源於十
七世紀巴黎兩次「投石
黨叛亂」。攝政的首相
馬薩林為鞏固王室權
力，便想到以藝術來歌
功頌德一番。當時法國最頂尖的
藝術家、公爵與王室成員皆有參
與演出，14歲的法皇路易十四亦
粉墨登場，且以「太陽王」姿態
出場。以太陽比喻路易十四，各
行星繞它而行，「唯我獨專」的
意思昭然若揭。不過如今皇朝已
逝，我們大可專注於作品的藝術
性，體會十七世紀法國宮廷的音
樂口味。
《太陽王的誕生》全長二小

時，跟原作一樣分為「四更」，
代表黑夜四個階段，每一「更」
由十多首短小樂曲組成，包括器
樂曲、獨唱、合唱等。演奏樂團
Ensemble Correspondances 的 弦
樂和木管部皆精彩。巴洛克時代
的樂器一般比現代樂器音色溫
暖，「金屬味」不那麼重，別有
一種慵懶感，聽來較柔順，此樂
團卻能在柔順中彰顯出爆發力。

印象特別深的是第7首〈六個獵
人〉：六位木管樂師背向觀眾站
，邊吹奏邊慢慢轉過身來，加
上背後的獵人剪影動畫，甚有古
意。
舞台上有兩部羽管鍵琴，還有

兩個屬魯特琴（lute）家族的西奧
伯琴（theorbo ）。西奧伯琴常用
作演唱時的伴奏樂器（魯特琴是
結他前身，聲音也跟結他相
似），但當晚演出的聲量太細，
根本沒能起到烘托人聲之效，甚
是可惜。

歌聲引人
總的而言，音樂會最吸引人的

是歌唱部分。序曲之後的〈黑夜
獨唱〉簡直驚艷。飾演「黑夜」
的David Tricou（假聲男高音／
男高音）歌聲溫柔如水，甜美若
蜜，把夜的感覺表露無遺，聽眾
有如置身夜色籠罩的森林裡，連

呼吸的空氣也好像
一下子清新起來。
參與獨唱的歌者共
十二位（其中六位
分飾多角），各人
演唱皆富情感。其
實當晚台上並沒字
幕（歌詞是法語及
意大利語），觀眾
必須閱讀場刊的蠅
頭細字才能知道演
唱內容；雖然如
此，我仍深深被歌
聲吸引，那感染力

之強可見一斑！
據負責「重構」此作的指揮

Dauce在場刊介紹，《皇家芭蕾
夜宴》的器樂部分全已散佚，只
留下第一小提琴的曲譜，聲樂部
分則幸運地保存於一本歌集裡。
Dauce「重構」時保留了全部聲
樂曲，換言之音樂會的聲樂部分
應最能「重現」《皇》的風采。
我特別喜歡第40首〈祭牲的合
唱〉。各聲部多次重複「Gradis-
ci, o re」（陛下，請接納）這句
歌詞，在羽管鍵琴伴奏下大有肅
穆清淨之感。第四更講述神話人
物尤麗狄絲（Eurydice）與奧菲
斯本來兩情相悅，但尤麗狄絲被
毒蛇咬後死去那段亦很精彩。飾
演尤麗狄絲的女高音Caroline Ar-
naud，聲線並不宏亮，但情感細
膩，緊接她出場的三女神合唱，
諧和融合如一人，也是一絕。Ar-
naud 唱畢〈尤麗狄絲之死〉後，
樹精和阿波羅輪番合唱哀悼，有
如天使之音。
這無疑是一場令人陶醉的音樂

會，但製作缺憾也不少。除了欠
缺字幕，令觀眾難以追上複雜的
劇情外，投射影像的風格亦極不
統一，而且當中有大段時間畫面
完全無變化，只見一女神頭
像……不免令人有「趕不及完
工」之惑。

■■劉兆銘獲得第劉兆銘獲得第1919屆香港舞蹈年獎傑出成就獎屆香港舞蹈年獎傑出成就獎。。
攝影攝影：：Mark LamMark Lam

■世界頂級默劇《安德魯
與多莉尼》也將在新天地
上演。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來自土耳
其的國寶級
畫 家 蓋 利
普·艾，將
展示水上繪
畫絕技。
香港文匯報
上海傳真

■■路易十四在路易十四在《《皇家芭蕾夜宴皇家芭蕾夜宴》》的的「「太陽太陽
王王」」裝扮裝扮。。

■■歌斯邦當樂團歌斯邦當樂團 攝影攝影：：Josep MolinaJosep Molina

■指揮塞巴斯蒂安‧多塞與歌者

■■皇家晚間音樂會皇家晚間音樂會《《太陽太陽
王的誕生王的誕生》》在香港上演在香港上演。。

■■《《太陽王的誕生太陽王的誕生》》的歌唱部分最吸引人的歌唱部分最吸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