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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準備提筆去寫本地編舞徐奕婕《睡
蓮》的評論時，隨機按起的歌曲，一連兩首
都跟夢有關——《夢中人》與《夢遊》，夢
的確是我們創作的一大靈感泉源，而徐奕婕
的《睡蓮》，以睡與蓮花入題，實則說夢。
花是徐奕婕喜愛的編作題材，夢是人類潛藏
慾望的顯微鏡。然而當下社會似乎已不鼓勵
大家尋夢，忙碌的生活也不容大家有夢。徐
奕婕嘗試為觀眾提供了一個尋夢的環境，透
過聲音、身體動作和燈光，邀請觀眾與舞者
一同入夢，尋找那潛意識內的空間與思緒，
再反省當下。形式和構思有趣，演出也有些
詩意的段落，但一些細節尚要調整。

製造平靜尋夢空間
《睡蓮》宣傳資料上提及觀眾須脫鞋及席
地而坐，甚至穿上睡衣，已叫人預視這不是
一場你演我看的傳統演出。觀眾入場前脫鞋
及放下隨身物品，然後獲派一副耳機，再進
入演區。葵青劇院黑盒劇場內，幾張床褥或
豎或臥地散落演區四周，猶如偌大的睡房，
也或者是個寧靜的湖泊，水床恍如飄浮在水
上的蓮花，載承一眾觀眾探知演出的慾
望，三數工作人員提示觀眾可任意坐下或閒
逛。
演出採用近年頗流行的滲入/體驗劇場(im-
mersive theatre)模式，觀眾構成演出的部分，
甚至參與演出的過程，形成一種切身的體驗
而非只看別人的遭遇。一開始耳機傳來搖籃
曲的音樂，以及重複播一個女子在問觀眾
昨晚睡得如何，有沒有發夢等，配上柔和的
燈光，的確叫人進入平靜的狀態，甚至有一

睡的衝動。
聲音在這演出中相當重要，由開場的音樂

與女子說話，談到失眠，到中段指示部分(藍
光耳機)觀眾向另一批(綠光耳機)覆述一遍「自
己的夢境」，再到近尾段的手拉手圍圈，都
靠聲音引導，在給予行動指令外，還為觀眾
建立場景，引發思考。講述的夢境，有買樓
等現實情節，直叫人思考當前生活中種種切
身的問題。不過，既然以聲音建構環境及引
導觀眾思考，內容上可更為加強，現實指涉
外(雖然這是大多數人每天都在面對的)，或者
可以更廣闊些，為觀眾提供更多的思考引
子，增加夢的想像。即便如此，自己依然頗
喜歡這耳語夢境的部分，它在一個公共空間
給人一個私密環境，而且透過這說聽夢境的
過程，為本來無所關連的觀眾建立關係。不
過，自己觀看的一場，頗多戴了藍光耳機的
觀眾並沒有跟隨指令去找個對象說夢，形成
許多綠光的觀眾只能呆坐看其他人互動，
較為可惜。創作人也許要再加功夫在引導觀
眾投入演出，當然也要觀眾肯配合。

舞者以身體寫詩
當觀眾耳聽搖籃曲時，三位閉上眼睛的舞
者才從不同方向出場，在演區內慢慢移動，
以為他們是夢遊，耳機說說，才知他們
其實是累極無法入眠，他們在床上輾轉的狀
態，真叫人想到無眠的苦況，他們又在觀眾
間穿插、跌跌撞撞。到中尾段叫觀眾閉上眼
睛圍圈時，消失了的幾位舞者成為擾亂觀眾
心神的不明生物，或輕觸你的身體，或輕輕
向你吹氣，甚至只是在你身後走過，恍如惡

夢般叫人心緒不寧。
不過，未知是自己曾參與試演，已略知這

段落的發展，還是今次自己是帶領人的其中
一個，以致少了對未知與暗黑的惶惑和不
安。而最後夢醒，卻發現舞者已在床褥之
下。舞者一直為觀眾呈現不同的狀態，直至
尾聲。聲音將觀眾引向湖泊，舞者化身水底
根莖，隨水飄移，觀眾由看他們失眠尋夢到
一同走進睡眠/睡蓮的狀態。細緻的動作，些
微的移動，這一段睡蓮舞彷彿是以身體寫
詩，意涵豐富。儘管三舞者的動作並不一
致，能量也有不同，卻又有諧協的感覺。
《睡蓮》是徐奕婕第二個長篇作品，回想
首個長篇《乾花》，除了同樣跟花有關之
外，還一樣是嘗試在劇場內營造一個環境劇
場的場景。這可能跟她對環境舞蹈的喜愛有
關係。儘管細節仍未理順，內容層次也可加
強，但這次對劇場的空間、聲音、觀眾與表
演者的關係等形式的探索有趣，期待日後再
有發展。

香港文化博物館自
2001年起舉辦「香港國
際海報三年展」，至今
已是第六屆，透過三年
一度的比賽、展覽和研
討會，記錄當代國際海
報設計的發展進程，並
展示及收藏來自世界各
地的優秀作品。比賽按照國際設計社
團協會的規則和指引進行，今屆三年
展以意識形態、文化活動推廣、商業
與廣告及專題—「觸動」四個組別公
開徵集作品，收到來自42個國家及地
區共2,052組海報作品。由五位國際
知名的設計師組成的評審團，包括挪
威的謝爾．艾康、日本的服部一成、

香港的李永銓、德國的
艾麗安．施帕尼爾以及
瑞士的尼勞斯．特羅
勒，從芸芸參賽海報中
選出了191組入選及得獎
的作品，呈現來自不同國
家及地區的設計師如何以
各具個性、多樣化而有趣

的演繹手法，在海報中展現獨特的面
貌。各評審亦慷慨捐贈自己設計的海
報，以供展覽及博物館作收藏，讓觀眾
可以同場欣賞到大師的作品。
時間：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3

月26日
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樓專題展覽

館三、四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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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蓮》與觀眾一同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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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 商 場 將 呈 獻 「Christmas in
Space」，帶來以太空為主題的聖誕嘉
年華。「 Christmas in Space」由一
系列互動機械裝置組成，創作靈感源
於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設計充
滿當時的藝術、電影、玩具和建築
元素。你可以與摯愛化身成聖誕飛船
船長，在位於商場中庭的聖誕太空嘉
年華基地「Christmas Station聖誕指
揮站」駕駛火箭飛船探索場內琳琅滿
目的星空裝置；擊打「High Striker能
量穿梭機」把聖誕太空人送上星球，
登上「Santa's Rocket聖誕老人飛船」
漫遊星際，一同展開洋溢濃厚節日
氣氛的奇幻太空之旅，親臨「Your
Face in Space」太空攝影艙，記錄這

難忘的太空歷險旅程。亦可化身太空
人，在浩瀚的星際中與摯愛合照，再
把相片及動畫短片帶回地球，在社交
網站與親友分享。同時，你更可透過
捐款港幣50元予香港救助兒童會，將
照片製成獨一無二的太空肖像襟章，
成為這趟太空之旅的印記！
日期：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1

月2日
地點：ifc商場

觸——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2017

太空聖誕奇幻之旅

吳興國吳興國××盛鑑盛鑑
京劇如京劇如何何「「等待果陀等待果陀」」？？

今年「台灣月」的又一重磅演出，帶來當代傳奇劇場的《等待果

陀》。這齣吳興國創作於2005年的劇作，嘗試用京劇的手法詮釋貝克

特筆下的荒誕經典。劇中的兩位主角以丑角形象登場，將渾身功夫展

現得淋漓盡致，卻又不斷挑戰、突破行當的限制，在精彩紛呈的對手

戲中，讓觀眾感歎，原來「果陀」還能如此「等待」！

文：文匯報記者 尉瑋、朱慧恩 圖：當代傳奇劇場提供

配合時代理解劇本
曾有這麼一個玩笑：一百個人看過《等

待果陀》，一百個人都會睡。從觀眾的
角度出發，這睡是因為《等》中無疾而
終的故事情節令人一頭霧水，而從劇場人
的角度出發，這個看似無厘頭、不知所云
的劇本背後所帶出的精神層面之大，才是
令他們望而卻步的地方。吳興國亦坦言挑
選劇本時看過六七個版本的譯本，看了十
分鐘，就想睡覺了。「這類戲確實是艱澀
難懂，我們思考如何演好這齣戲時，『連
貫性』是重要的考慮因素，即如何既能做
到表現角色身上的喜劇性，又要帶出故事
蘊含的哲學性。我們看了很多翻譯版本，
才整理出理想的表演形式。」吳興國說。
多年來《等》的評價兩極化，有人認為

它牛頭不對馬嘴，亦有人認為它是法國荒
誕劇的傑作之一。要看明《等》，確是需
要結合當年劇本創作的時代背景及貝克特
的個人經歷來看。貝克特生於愛爾蘭一個
虔誠基督教家庭，出生沒多久，便碰上第
一次世界大戰；長大後，思想成熟了，欲
想闖一番事業時，又不幸地碰上第二次世
界大戰，所以他在創作時便很自然叩問生
命的意義何在？「那個時代很多戲劇家都
走荒誕劇場路線，我認為這跟戰爭有關，
大家都在拚命地逃命，等到戰火停了，生
命一大半時間都過去了，他們眼中的生命
沒有一點價值，甚至連普通的動物和植物
都比不上。」吳興國說。
生命的意義究竟何在？人世間有因果循

環嗎？Godot，中文譯作「果陀」，除了
以譯音出發外，「因果」與「佛陀」，這
是吳興國對譯名所賦予的理解。「東方人
會說因果循環，而因果當中便包含了良
知、信仰、道德，這可聯想到貝克特的信
仰。至於陀，往不好的講，就是一個人駝
背，所謂的駝背，可引申為包袱，就像耶
穌基督扛十字架，佗人類的冀望。佛
陀也代表釋迦牟尼，所有信佛的人都在
追求最內在的承擔，那就是良知與道
德。」有人窮一生力氣試圖理解果陀，但
貝克特並未有在劇中詮釋「果陀」，而他
本人亦不願意為「果陀」下定義。如果
「果陀」是內在的精神追求，那吳興國則

認為「等待」才是當下的意義。
「等待是我們一生的命題，人一出
生，便在等待。人沒法永恒不滅，
那只好等待。然而在當下的科技時
代，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個體，我覺
得等待果陀的真正意義不是等待，
而是要把握當下。」

用京劇詮釋荒誕有何不可
2005年，吳興國用京劇來詮釋

《等待果陀》。在那之前，他已經
有了令他聲名大噪的《慾望城國》與《李
爾在此》，他對京劇前途的破格思考，對
西方經典的大膽改編都令他在京劇圈中備
受爭議，一度被推向風口浪尖之上。在他
嘗試將古老傳統的京劇與西方當代經典相
連接的努力中，《等待果陀》顯得很特
別。京劇給人一向印象，是滿、是鬧，是
人間濃烈煙火氣；貝克特筆下卻是那麼
空、靜，是精確、凝練到極致的抽離。用
京劇來演充滿哲思的荒誕劇？你讓演員那
十八般武藝如何安放？難怪《等待果陀》
初創時，台灣劇場大師金士傑也曾笑稱：
「唷，吳興國吃錯藥啦，竟然敢在太歲爺
頭上動土！」
吳興國卻覺得，為什麼不能做？「我們

如果在20世紀沒有做，難道在21世紀還
要限制自己嗎？哪怕失敗了，也要做！」
誰知才去談版權，就被當頭澆了冷水。

對方一聽是京劇，立刻想到鏘鏘鏘、噹噹
噹，吵鬧的鑼鼓聲，便提出不准使用任何
音樂。吳興國理解對方對貝克特風格的堅
持，但當下仍是為難。京劇是唱唸做打，
很熱鬧，沒有鑼鼓點，如同自斷雙手雙
腳，豈不是要變話劇？後來演員們想到，
京劇的排練中也是沒有音樂伴奏的，全靠
老師的人聲將鑼鼓變成符號，於是演員們
便用排練的方式來演這個戲，加入大量的
肢體動作，並把獨白唱起來。
但劇中並非所有台詞都適合唱起來，其

中那牛頭不對馬嘴的碎碎唸台詞更是既令
演員「頭痛」，也令觀眾費解，而要把這
些聽來毫無意義的台詞改編成京劇充滿詩
韻味道的唱辭，則更是難上加難。在吳興
國看來，《等》的台詞中既有低下階層式
的通俗，也有突然的高尚心靈呈現，兩者

反差極大，故對於兩種台詞，各有處理手
法。「既然有的對白通俗，有的對白高
尚，那我就想索性把它玩起吧，令觀眾較
容易接受。對於通俗而無聊的部分，我偏
向以話劇的手法呈現，令演員容易溝通；
對於昇華至心靈層面的台詞，則直接把它
唱出來。」
重重限制，卻激發出對傳統的思考和對

行當的創新。最後呈現在台上的，是傍晚
小坡前的兩個丑角流浪漢哭哭與啼啼，他
們正等那不知道何時會來的果陀先生。
為了打發無聊的時光，兩人你一句我一
句，插科打諢，一切都看似沒有意義……
一天過去了，他們繼續等待……

走京劇這條路也如等待果陀
除去用京劇來展現貝克特的筆下意境，

《等待果陀》最吸引人的，還有演員間的
火花四濺。台上的主角兩人，飾演哭哭的
盛鑑與飾演啼啼的吳興國年紀相差20歲，
卻一來一去，旗鼓相當，二人的一身功夫
更是看得人好生過癮！「我們學京劇的，
靈魂中被刻印的都是老靈魂，我17歲時就
長現在這樣了。」盛鑑笑說，「可是我
們雖然學的是很老的東西，心態卻總像小
孩子一樣，吳老師也是這樣。」排練場上
二人也沒有包袱，遇上問題互相爭論嗆
聲，「純藝術創作，拋去了師徒關係。」
距離《等待果陀》首演已有十多年，盛

鑑說每次重演，都更添感觸。「直到今
天，貝克特劇本中所講到的東西仍然深深
觸動我們。放眼天下，皆是他所講到的問
題。就好像人生在世，你逃不過。人生活
在土地上，有很多的無奈，你要面對這個
無奈，可又不能真的把它當作無奈，而是
要勇敢積極地活。現在的每個人不都是

這樣嗎？」
對於盛鑑來說，走京劇這條路，豈不也

像是「等待果陀」？
他是眷村子弟，從小調皮得家裡管不

住，便被送到劇校中軍事化管理。「去了
才發現，怎麼那麼苦！」每天早上5:20起
床，晚上10:00睡覺，練不完的功，學不
完的戲，連去想想自己為什麼入校的力氣
都沒有。他直覺得度日如年，多次和父母
說想要退學，又一次次被勸回。十年後，
真到了畢業那天，可以重獲自由了，他卻
一下茫然了。「和吳老師所面對的一樣，
你會那麼多東西，可出了學校可以幹嘛
呢？現在已經沒有人看京劇了，政府不推
廣，大環境又在說本土化。我學傳統的，
這個本土化好像離我很遠啊。」
沒有答案，只有跟「撞」。他加入當

代傳奇，開始接觸現代劇場，做京劇創
新，心中卻有一股力把他往回拉。「傳統
好不好？太好了！可是那麼好怎麼沒有人
看？我每天都在問自己。這是沒有答案的
事情，就像『等待果陀』。他們想當流浪
漢嗎？不想。想遇到戰爭嗎？不想。他們
還是想果陀可以來帶他們去天堂，可是
他沒有來。怎麼辦？人生就是這麼回事，
每天茫然每天過，可是它總有一個道理在
那邊，會有一個希望、一個目標引領你過
去。」

十年的基礎支撐今日的「棒」
多年後，他懷揣京劇給他的一身功

夫，打入劇場界，又闖入電影界，回看當
初，彷彿才更領會到那點「道理」是什
麼。
「當時一股熱情想要創新，有時忽略了

傳統的繼承，後來發現問題了，我開始問

自己，我的成就從哪裡來？我在現代劇場
做創新京劇，大家都說『你好棒！』有那
麼好嗎？我會想。我們明明是很忐忑地去
做的，明明都是在實驗，如履薄冰，不知
道未來是什麼，怎麼會好？後來我發現，
是我的傳統幫助了我。是那十年的傳統基
礎教育，那十年我每天都想逃離的教育幫
助了我，讓我可以有這麼豐富的想法去放
到現代劇場裡面。金士傑老師曾經對我
說：『盛鑑，我發現你挺有點小奸小詐
的。這個就是劇場應該有的，我給一個東
西，劇場人可以給我三個反應，我覺得了
不起了，你們京劇人一下給我七個，
哇！』從他的話中我就知道，這些東西不
是我憑空想出來的，而是我在傳統中反芻
出來的。」
老祖宗的東西好，可要怎麼傳遞給現代

觀眾？「要利用現代的語彙把傳統的元素
放在裡面，用轉換的方式來告訴觀眾。」
盛鑑說，「就像你來看《等待果陀》，裡
面很多現代的東西，但是骨子裡面我們是
傳統的東西。你懂的人看到我們的四功五
法在裡面，不懂的人就會看到插科打諢好
好笑。可是這些裡面都有，觀眾都能接
受，我覺得這是一條路。」

《《等待果陀等待果陀》》
時間時間：：1111月月1717日至日至1818日日 晚上晚上77時時3030分分
地點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葵青劇院演藝廳

■■《《等待果陀等待果陀》》 攝影攝影：：郭政彰郭政彰

■■《《睡蓮睡蓮》》劇照劇照
攝影攝影：：Hong Yin PokHong Yin P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