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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代 甲
骨文是目前
所見最早的
系統漢字，
也是了解漢
字和殷商歷
史非常重要
的 史 料 。
香港中文大
學（中大）
所藏甲骨數
量為全港之
最，包括由鄧爾雅先生家屬捐贈聯合書
院的四十四版，和李棪先生惠贈文物館
的二十七版。適逢聯合書院甲子院慶，
及文物館所屬之中國文化研究所金禧慶
典，聯合書院、中大圖書館與文物館特
意籌劃「典雅勁健」展覽，展出甲骨、
文物館藏甲骨文與金文書法，以及中大
圖書館珍藏相關學者的甲骨著作，包括
羅振玉、鄧爾雅、董作賓、容庚、商承
祚、馮康侯、李棪及饒宗頤等名家的書
法及研究著述，並出版《典雅勁健：香
港中文大學藏甲骨集》研究圖錄，由台
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宗焜博
士主編，中大文物館何碧琪博士撰寫專
文。展品及圖錄將向觀眾展現香港中文
大學與甲骨的學術與藝術淵源及成就。

日期：9月16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9月17日下午1時至5時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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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南商場PopWalk特別聯同 Le
Petit Prince小王子舉行全球首個官方授
權「小王子主題手作市集」，邀請合共
40位港、台等亞洲區手作達人帶來限
量版小王子手作。參加者包括來自台灣
的「刻可文創」、「下手上手」和
「Vico金工」等等，全新設計的限量小
王子手作，每件作品均獨一無二，並將
附有官方授權編號證書，彰顯作品的原
創性及獨特性。 香港手作人的設計亦
別具特色。喜歡小王子的讀者萬勿錯
過。

日期：9月16、17日 中午至下午8時
地點：PopWalk天晉匯地下露天長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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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周年，香港歌劇院
將聯同上海歌劇院為觀眾呈獻威爾最享負盛名
的四幕歌劇《阿伊達》。阿伊達講述的是埃塞
俄比亞公主阿伊達與埃及戰爭英雄拉達梅斯之
間的淒美愛情故事。是次演出的團隊陣容龐
大，由著名男高音莫華倫擔任監製，並邀得多
名世界著名的歌唱家演出，為觀眾呈獻這個可
歌可泣的埃及愛情故事。
在法老王時代的古埃及，埃塞俄比亞與埃及

的戰火連綿不斷，埃塞俄比亞的阿伊達公主被
捕成為奴隸，此時與她偷偷相戀的埃及軍官拉
達梅斯亦被迫與充滿妒忌心的埃及公主安奈莉
絲成婚。面對愛情與愛國情懷的矛盾，拉達梅
斯冒險放走阿伊達公主與其父王。可是安奈莉
絲公主早已監視拉達梅斯的行蹤，發誓要阻止
這對戀人逃難。最終，拉達梅斯被判活埋。阿
伊達公主不顧一切衝到牢獄，只求與心愛的人
一起面對死亡。事實上，《阿伊達》講述的不
僅僅是一個埃及的愛情故事，而是人面對國
家、家庭及良知間的矛盾。
是次其中一位女主角阿伊達的扮演者為中國

著名女高音和慧。和慧在維也納首次擔演阿伊
達即獲得極大迴響，此後在不同的大型歌劇院
演唱。至於男主角拉達梅斯的其中一位扮演者
則由烏茲別克男高音馬夫利亞諾夫演出。而創
作團隊方面則包括現任意大利維羅納露天劇場
首席總監及上海歌劇院院長許忠擔任指揮、曾
任比利時華洛尼亞皇家歌劇院的格蘭達則任導
演及佈景設計。

演出日期及時間：2017年10月10日至15日
（星期二至日）晚上7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詳情可瀏覽：www.operahongkong.org

文：Viv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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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愛情史詩
《阿伊達》香港公演

香港舞蹈聯盟（舞盟）與香港演藝學院
舞蹈學院校友會最近搞了幾次舞蹈人海外
交流經驗分享會，邀請了舞團工作或獨立
的舞蹈人分享交流經驗。
我出席了其中兩次的分享會，才發現香
港編舞/舞者這幾年出外交流的機會不
少。而且形式相當多元，有如上月談過的
西九文化區表演部門與芬蘭及澳洲簽署的
交流及合作協議，多位獨立舞蹈人分別與
當地藝術家進行的三年計劃；又或者他們
與英國韋恩．麥葛萊格工作室的交流計劃
般，由西九安排，兩位香港舞蹈團舞者在
舞團全力資助下，前赴倫敦麥葛萊格工作
室的短期留駐計劃；也有較學術性的如舞
盟早前率團參加的世界舞蹈聯盟全球峰
會；藝發局資助個別藝術家的交流活動；
外地團體邀請到該地參與演出或主持工作
坊，以及參加比賽，甚至自發的外地交流
和觀摩活動等等。
不管參加的交流活動是什麼性質，各人
差不多異口同聲地提到相關經驗開了眼
界——其中有國際知名的舞蹈節，也有在
偏遠地區舉辦的小型藝術節，又或者是海
外恒常的藝術活動。他們能接觸到一些香
港聞所未聞，或者甚少舉辦的活動或工作
坊，以至不一樣的觀賞經驗。
黃碧琪跟毛維參與了在維也納舉行的

ImplusTanz 國際舞蹈節舉辦的編舞工作
坊，在密集的工作坊與資料搜集中，遇到
很好的老師，拓展了自己的技巧，看到了
歐洲舞蹈世界當下關心的題目；此外，還
看了不少演出，見到年輕創作人如何信心
滿滿地作不成熟的嘗試，看到人家有包容
不成熟作品的空間與胸襟。徐奕婕參與芬
蘭的Full Moon Festival以外，還跟藍嘉穎
和馬師雅去了看在芬蘭一個小鎮舉行的
Silence Festival，看了在不同的以至非正
式場地的演出，在走路看戲中重新發現在
急促的香港已沒有的速度、距離和時間
感。施卓然則在澳洲墨爾本嘗試與當地人
聊天，了解他們對身份及政治的看法。
至於酷愛接觸即興的盧淑嫺和梁嘉能，

由於香港相關的活動並不多，因此常常出
外參加接觸即興的工作坊及舞蹈節，然後
將所得的經驗帶回香港或內地。黃靜婷與
日本藝術家合作的《絕對飛行機》計劃，
過去幾年一直發展，獲得許多寶貴的經
驗。而剛參加了世界舞蹈聯盟全球峰會的
劉詠芝則指出，許多與會者都主動與她交
談，從較學術的角度提出對其作品的看
法。藍嘉穎與陳偉洛到首爾參賽雖然沒有
獲獎，但已是一次難得的經驗。
聽着，可以看到這些經驗不僅對他們的

藝術創作有幫助，也增加了各人對不同地

方生活的體驗，拓闊眼界，對人生的感悟
外，同時對他們的藝術生涯帶來機遇。像
藍嘉穎便提到早兩年到日本交流，讓她認
識了一批日本藝術家，繼而被邀請合作；
盤彥燊當年毅然回內地發展，建立了網絡
後，現在也經常被邀請回內地演出或主持
工作坊；毛維及黃翠絲亦因外出交流而認
識了荷蘭的製作人，獲邀八月在阿姆斯特
丹演出。
這幾年，各機構及舞蹈人意識到出外交
流的重要，資助機構如藝發局亦着力提供
機會予各年輕創作人。不過，在交流以
外，或者是時候想想如何增加其發展機
會。香港舞蹈人才不少，但創作或表演空
間不算多。許多時，他們都只能發表短
篇。作品好壞當然與長度沒有關係，但作
為創作人，其實他們需要有更多的創作可

能，因應創作意圖所需，而不是因為主辦
者設定的時間而創作。在香港發表的空間
或舞蹈觀眾不會一時三刻增加時，是否可
以有方法增加他們出外演出，甚至發展的
機會？
翻開今年台北兩廳院「舞蹈秋天」藝術

節的介紹，其中蘇文琪及孫尚綺均為活躍
海外的台灣舞蹈家，細想這幾年鄰近地區
如台灣和韓國，有不少創作人在海外發
展， 個人才華以外，我想機遇也很重
要。像西九與海外地區簽訂的合作協議便
是其一，而藝發局這幾年組團參與海外藝
術市場，增加本地藝術家海外曝光的機
會，是其二。不過，若能對藝術家持久的
交流活動有更多的支持，相信不論對藝術
家本身，或者提升香港於海外藝壇的能見
度，都有幫助。

文：聞一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出外交流與發展的幾點雜思出外交流與發展的幾點雜思

第十九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日前首

次公佈了本年度的時間和演出安排。今

年的藝術節將於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十

九日舉行，展演四十五台劇目，其中境

外二十五台、境內二十台。其中，繼續

推進「一帶一路」人文交流與合作，是

本屆藝術節的一大亮點，除了邀請到十

三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帶來藝術精

品，還將繼續舉辦發展論壇，藝術節期

間的演出交易會還將開設「一帶一路」

專區，並廣邀各路名家共同前來探討絲

綢之路國際藝術節聯盟的未來發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圖片由藝術節中心提供

今年的藝術節將聚焦此前中
國觀眾並不熟悉的「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將有來自捷
克、奧地利、以色列、南非等十
三國的藝術精品來華展演。其
中，閉幕演出選定了捷克布爾諾
國家歌劇院的歌劇《馬克普洛斯
檔案》。
《馬克普洛斯檔案》的作者雅
納切克是與斯美塔那、德沃夏克
齊名的捷克三大音樂家之一。布
爾諾國家歌劇院擁有一百多年的
歷史，是捷克的文化重鎮。作為雅納切
克著名的民族歌劇作品，《馬克普洛斯
檔案》的主角馬克普洛斯小姐是一位長
生不老的歌劇女星，該劇以懸疑的風格
呈現了她的奇幻人生。這部作品不僅體
現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獨特音樂
風格，也為歌劇這一藝術樣式的民族創
新提供了值得參考的樣本。
此外，在藝術節期間還將看到查理．
席姆與捷克國家交響樂團音樂會、南非
索韋托福音合唱團音樂會、捷克布爾諾
國家芭蕾舞團作品《黑與白》、立陶宛
國家歌劇芭蕾舞劇院芭蕾舞團《天鵝
湖》等節目。捷克國家交響樂團將演奏
上海作曲家葉國輝的新作《王羲之》，
打磨「一帶一路」跨國藝術合作的典
範。藝術節期間，還將舉辦以色列文化
周，讓觀眾盡覽這些國家的風情風貌。

音樂舞蹈續推精品
今年的音樂和舞蹈節目也是名家名團
雲集。同屬「世界十大交響樂團」的柏
林愛樂樂團和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分
別攜手中國鋼琴家郎朗、李雲迪帶來交
響音樂會，歷史悠久的維也納愛樂樂團
也將再度來華獻演。
舞蹈節目則邀請到世界頂尖當代芭蕾
舞團NDT荷蘭舞蹈劇場帶來首次在中

國演出的作品《狩獵我心》，瑞士貝嘉
芭蕾舞團則將全新演繹《魔笛》；而英
國老地方先鋒派舞蹈團用嘻哈這一當代
藝術形式演繹經典文學作品《霧都孤兒
．費金》。
戲劇板塊集結了兩位國際戲劇界的泰

山北斗，美國傳奇戲劇家羅伯特．威爾
遜將以獨特視覺語言自導自演《關於無
的演講》；英國知名戲劇家彼得．布魯
克改編自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全新
上演的《戰場》。

弘揚優秀中華文化
對於境內優秀作品的展示也有專門的

舞台。藝術節期間，將舉辦「開天闢
地，創世神話」為主題的展覽活動，展
示中國畫院的系列神話主題連環畫，通
過對中華民族創世神話的藝術演繹，挖
掘文化內核，彰顯民族自信。藝術節演
出交易會也將開闢「創世神話」專區，
展示、推介、交易上海各院團相關主題
的最新創作作品，如上海愛樂樂團《炎
黃曲》、上海越劇院《素女與魃》、上
海木偶劇團《女媧補天》、上海淮劇團
《補天》、上海戲劇學院《精衛》等。
本屆藝術節的中華傳統戲曲板塊，囊

括了來自八個省市自治區的八個劇種，
多台劇目不僅展現了傳統戲曲的藝術成

就，更在內容、形式上新意迭出。為紀
念一代評彈宗師蔣月泉誕辰100周年，
上海評彈團將推出評彈《尋找．蔣月
泉》；曲劇《阿Q與孔乙己》將魯迅筆
下的兩個悲劇人物巧妙結合，昆劇《十
五貫》集結了浙昆五代全明星陣容，以
別開生面的形式再現經典；此外，還有
秦腔《易俗社》、壯劇《馮子材》和湘
劇《月亮粑粑》等一批頗有地方特色的
作品，將在戲曲舞台上演繹經典文學形
象和當代中國故事。

繼續深耕「扶青計劃」
對於藝術節自己的品牌「扶青計劃」

和「青年藝術創想周」，今年將繼續深
耕。今年共有九部「扶青計
劃」委約作品。來自海內外的
華人青年富有創意地運用昆、
越、川劇等多種傳統藝術形
式，賦予嶄新藝術理念創作的
作品，也將陸續亮相藝術節。
如國家大劇院關渤、查文淵的
戲劇《記憶的味道》，上海昆
劇團製作、閆小平編劇創作的
昆曲《長安雪》，上海越劇院
忻雅琴、周倩的小劇場環境越
劇《再生．緣》，重慶303劇
社袁冶的川劇《聶小倩與寧采

臣》等作品，融匯現代藝術創作手法，
向傳統文化致敬。
同時，在為期八天的創想周中，邀約

波蘭著名導演陸帕的話劇《酗酒者莫
非》、法國小劇場作品《盒子》、新加
坡戲劇《天堂、人間、情》等名家新作
密集登台，還將邀請各高校藝術社團、
社會戲劇團體公開展示環境戲劇、動漫
作品、微電影等多種形態的藝術作品。
另據了解，本屆藝術節還將設置無

錫、寧波、合肥三個分會場，舉辦喜劇
節、魔術節、朱家角水鄉音樂節、上海
（嘉定）互動戲劇節等七個節中節。藝
術節並將在上海全市十六個區的二十五
個室內外場地舉辦九十多場公益演出。

上海國際藝術節上海國際藝術節
突出服務突出服務「「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閉幕演出是由捷克布爾閉幕演出是由捷克布爾
諾國家歌劇院帶來的歌劇諾國家歌劇院帶來的歌劇
《《馬克普洛斯檔案馬克普洛斯檔案》。》。

■瑞士貝嘉芭蕾舞團則將全新演繹《魔笛》。

■羅伯特·威爾遜將以獨特視覺語言自導自演
《關於無的演講》。

■著名小提
琴大師伊扎
克·帕爾曼
將助陣藝術
節「以色列
文化周」，
帶來獨奏音
樂會。 ■歷史悠久的維也納愛樂樂團也將再度

來華獻演。

■香港編舞
程偉彬在世
界舞蹈聯盟
全球峰會主
持工作坊。

香港舞蹈
聯盟提供

■威爾第四幕歌劇《阿伊達》將於香港公
演。

■■全球首個小王子主題手作市集全球首個小王子主題手作市集。。

■■展覽海報展覽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