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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的「自由約」將於3月10
日至11日（星期六至日）上演終章，一連
兩天呈獻一系列涵蓋音樂、文學、親子、寵
物、市集、劇場、粵劇及植物等精彩元素的
「狂野」節目，為今季「自由約」畫上圓滿
句號，而下一季「自由約」將於2018年9月
再度回歸西九文化區。
三月以代表「狂野」的「野」為主題，音

樂方面將為公眾帶來更多優秀的組合。本地
代表包括近年備受矚目的獨立搖滾樂隊觸執
毛、音樂人蔡世豪×曾皿堅×黃靖及Andy
is typing……，與迷幻電子樂隊Blood Wine
or Honey、糅合不同城市音樂風格的樂隊
Project Ace、美國音樂才女Kaya Doran等
樂壇新貴，在周六的舞台迸發音樂火花。周
日邀請台灣龐克搖滾樂團八十八顆芭樂籽作
壓軸演出，還有來自五湖四海的Shotgun
Politics、數學搖滾組合Eat Sleep Recycle、
青春佻皮組合小紅帽，以及結他手Jason
Kui等。
日期：3月10日及11日（星期六及日）
地點：西九文化區苗圃公園

踏入新一年，驀然驚覺錯過好些好演
出好片子，趁着歲末新年趕緊補元。一
系列NTLive劇場電影馬上成為首選，包
括《沉淪》、《耶爾瑪》、《哈姆雷特
之男臣之死》等等。其中《沉淪》與
2017年大紅大紫的NTLive《橋下禁色》
(A View from the Bridge)，同樣出自阿姆
斯特丹劇團導演 Ivo van Hove之手，讓
香港觀眾再次進入他與舞台美學家 Jan
Versweyveld共同建構的劇場世界。《沉
淪》改編自意大利劇場兼電影導演維斯
康堤同名作品，講述一名流浪漢闖進酒
吧店東老夫少妻的婚姻危機，最終導致
多重悲劇。同是描繪不倫之戀的劇場小
品，《沉淪》的舞台技法相對《橋下禁
色》變化較多，也與原故事不少幽微曲
折之處遙相呼應。
《沉淪》由酒吧場景開始，女主人漢娜
正在打掃，健碩俊朗的流浪漢突然闖進吧
枱點食物。一買一賣，句句漸成調情事
件。漢娜聲稱漢子吃霸王餐，老店東把他
逮住、留他在前舖後居的家裡做維修幫
工。眼明手快的漢子很快便滿足了老頭的
工作要求，更多的時間就是跟生活得像一
條狗的老闆娘相濡以沫，火速搭上。《沉
淪》自然用上Jan Versweyveld擅長發揮的
open space，台右放酒吧吧枱、台左是水

龍頭水缸等酒吧後巷的實用裝置，
台中央則匪夷所思地懸吊着一台汽
車引擎等的內部組件。「車肉」情
況就像汽車維修站中被吊起修理的
汽車，只是把沒有車殼、平日不為
人所見的部分示人，營造出山雨欲
來的詭異氣氛。「第三者」似乎就
要揭開看似甜美生活的不堪底蘊，
帶來翻天覆地的衝擊。
兩次車禍讓《沉淪》情節急轉
彎。漢娜夫婦與漢子駕車外出，車
禍後丈夫死去，偷情男女再無顧忌雙宿雙
棲。可是車禍亦埋下互相猜忌的伏筆，漢
子出走，兩人再重逢再出車禍，漢娜驟然
離世。兩次車禍場面，都得依賴觀眾的想
像力來填滿：演員緊擁在半吊的「車肉」
下，車中掉下黑色石油，把死傷者淋得滿
身泥沼、灰頭土臉。尤為可恨的是，滿以
為除去老頭後終成眷屬，這才驚覺剎那的
同心同德不過是慾求未滿，一切建築在浮
沙上。異心異質浮上水面，激情繾綣原是
一場空。從天而降的黑石油終成最大的諷
刺，人性陰暗面滿臉滿身。中段漢子終於
抵受不住叫人窒息的酒吧，在台左「輸送
帶」裝置上「潛逃」。一切都回不去了。
人性、貪慾與恐懼共冶一爐的《沉

淪》，與原故事比照可謂是「潔本」，聚

焦處理疑幻疑真、雲裡霧裡，和最後信任
的瓦解崩潰。「謀殺親夫」事件後，受益
人為漢娜的保險單突然出現，我們和漢子
都如墮迷霧，究竟是誰利用了誰，人性到
底可以有多醜惡。這種「虛」的着力經
營，無疑加強劇場版思考性，動員了觀眾
的心底疑惑。另一方面，劇中所有戲劇行
動幾乎都由女性觸發，於是《沉淪》中僅
有的兩名女角都是活色生香的尤物，即老
闆娘漢娜和漢子逃亡遇上的少女。她們所
穿着的衣服都是透視物料，儘管是調子低
沉的顏色，引起漢子躁動之餘，也使得這
些女性儼然是致命誘惑的慾望載體，航向
慾望烏托邦。《沉淪》末段以出走作救
贖，漢子又再次踏上跑步機般的「輸送
帶」，走到景深深處。舞台整個「景」，

驀然像盒子般打開，頂端是盒蓋，盒蓋與
盒子內櫳兩塊平面呈100度角。一系列的
海岸線、驚濤拍岸亮透整個舞台，豁然開
朗，一反全劇酒吧「景」的昏沉無趣。漢
子走進海岸，成了一個小黑點，彷彿從此
海闊天空。
《沉淪》舞台版由倫敦Barbican The-
atre Productions Limited和阿姆斯特丹To-
neelgroep製作，Wiener Festwochen及Les
Theatres de la Ville de Luxembourg 聯合
委約，Holland Festival 及 David Binder
Productions聯合製作，並獲荷蘭大使館支
持。歐洲表演藝術前沿的藝術團體跨越地
域孕育《沉淪》，NTLive也有意識在《橋
下禁色》後再下一城。NTLive鏡頭調度純
熟，把演員大特寫、車禍的黑泥沼、水龍
頭的水滴，都有不同程度輕重的處理。當
中引擎聲效密切建構心理節奏，活的水龍
頭、虛擬晚餐營造的真幻交纏，摸不透的
機關算盡，全都是把我們置身酒吧小鎮的
藝術條件。《沉淪》在Ivo van Hove劇場
系譜中固然是小品，一位好的藝術家也不
可能每部作品都維持在同一藝術高度，值
得審視的是，非核心作品中的藝術水平與
突破點。《沉淪》，就是一次這樣的示
範。

文：梁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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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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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受家長
及小朋友歡迎
的F1 Kids 小
型賽道電動車
遊戲，將載譽
歸來，重臨奧
海城。今次更
以「小小職業
駕駛員」為主
題，讓3至 8
歲的小朋友體
驗3大主題賽
道，包括︰「警察賽道」、「消防賽道」及
「工程賽道」，讓他們瞬間成為警察、消防
員及工程師。除可穿着醒神制服，每條賽道
更會因應不同職業配置相關的設備，如︰
「警察賽道」配備警犬及路障、「消防賽
道」有油店及消防局、「工程賽道」則沿途
設有吊臂機及泥鏟等。各式各樣的場景設置
及制服，不單能讓小朋友真實體驗職場駕駛
之樂趣，更可營造逼真的的職業駕駛氣氛。
日期：3月22日至4月5日
星期一至五：上午11時至下午9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10時至下午9
時
地點：奧海城2期地下主題中庭

由香港小
交響樂團主辦
及太古地產贊
助 的 節 目
「Notating
Beauty That
Moves - Mu-
sic at an Exhibition」結合展覽及音樂演
出，將呈獻一系列豐富展品及現場音樂表
演。是次展覽為太古地產藝術月的開幕節
目，透過不同形式的藝術帶領觀眾探索樂
譜、演奏者的動態與觀眾的多重關係。
展覽由兩位著名本港藝術家攜手策展，包

括曾代表本港於2017年參加「威尼斯視藝
雙年展」的藝術家及作曲家楊嘉輝（Sam-
son Young）及聲音掏腰包（soundpocket）
創辦人楊陽。為期一個月的展覽，將帶來多
個音樂演出和36件從世界各地搜羅的展品
包括原創記譜、圖像記譜、藝術裝置影片、
文字、相片、繪畫作品，以及先鋒派作曲家
如Cathy Berberian、John Cage、Mark Ap-
plebaum、Morgan O’Hara及策展人Sam-
son Young等的作品，引領觀眾走進創作者
的世界。
此外，觀賞展覽的同時，觀眾亦可在展場

中心的圓形區域中停留，欣賞八套音樂節目
（共十三場音樂會）。
展覽資料：
日期：即日起至3月29日

（逢星期一關閉）
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 8時

（即日至 3月 22日）
中午12時至晚上 9時
（3月23日至 3月 29日）

地址：全新ArtisTree - 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康橋大廈 1樓

費用全免
展覽詳情及音樂會具體時間請瀏覽主辦方網
站：
http://www.taikooplace.com/zh-hk/what-
son/content/whatson/artistree/notat-
ing-beauty-that-moves.aspx

「自由約」以「狂野」
節目完美謝幕

「Notating Beauty That
Moves – Music at an

Exhibition」
為太古地產藝術月揭開序幕

奧海城 x F1 Kids
電動車遊戲再登場驚濤拍岸 捲起千堆雪—NTLive《沉淪》

許多年輕人或許聽過《弟子規》，但了
解當中內容的可能寥寥無幾，但《弟

子規》用作規範我們的行為，是中國傳統
文化的一部分，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要
了解它。然而，若用說教的形式去推廣，
往往不易為年輕人所接受，但若果配合音
樂，透過以舞蹈這種肢體語傳達，也許會
是別開生面。在是次約九十分鐘的演出
中，近百名舞者不以說教的形式，而是將
透過十八段舞蹈，以肢體語言向觀眾「講
述」《弟子規》。

《弟子規》演出不古老
在編舞者及舞蹈家看來，無論是傳統文
字上的《弟》，還是音樂舞劇《弟》，都
絕非「老土」之物。據梁國城介紹，
《弟》自2016年於香港首演後，在2017
年與深圳市群眾文化學會重新聯合創編，
已分別在澳門、深圳與廣州演出接近十六
場，「係唔係古老嘢呢？其實唔係！」梁
國城如是說。「《弟》已經做了好一段時
間，最大的特色是以現代審美的形式去表
達傳統文化。」在他看來，《弟》無論舞
蹈還是音樂，無論服裝還是舞台設計，都
和年輕人是接近的。「例如在服裝設計方
面，並不是所謂的傳統服飾，而是以現代
的審美設計，頗有禪意的。至於在舞台設
計方面，打破了浮誇繁重的設計，改用一
棵樹。」「枯木逢春嘛！」梁國城說。
劉迎宏是《弟》的主要演員之一，他在
舞劇中飾演兩個角色，分別是「學者」和

「父親」。他亦認為傳統文化不一定就是
「老土」。「唔好話老土啊，《弟》除了
傳統舞蹈的動作以外，也會和現在舞劇的
舞蹈結合的。」而在他眼中，《弟》是中
華民族美德的總結，也是我們道德規範、
價值取向及行為準則的指南，他希望透過
舞蹈，讓觀眾重新認識中華文化，「我想
通過《弟》，能夠重新喚起年輕一輩對傳
統文化的認知。社會會進步，有變化是沒
問題的，但透過《弟》，希望觀眾可以退
後一小步，對以前有一種更好的回籠。」
他說。
和劉迎宏談到舞蹈的特色，他就挑了其

中兩段作例子。「其中一段是『紅色
的』，因為母親孕孩子是很神聖的事，但
也是很艱難，所以是希望透過『紅色』來
表現母親懷孕那種艱難的感覺。」他說。
「而且每段舞蹈都各不相同，例如學
《弟》時，就會有個小朋友走出來，一邊
聽着音樂，一邊跳着小舞蹈。同時也會有
大孩子搖着扇子學《弟》。」他說。

編劇有難度
無論是舞台、服裝還是舞蹈設計均是以

「年輕化」處理，而談到以舞劇的方式演
繹《弟》的內容，詹曉南不諱言頗有難
度。「《弟》用以規範行為舉止，沒有具
體的人物及故事，只是一個概念。從藝術
的角度來說，要怎麼把其搭建成出框架，
變成故事，是不容易做的。」他說。他不
諱言從藝術的角度來說，很多人都認為

《弟子規》是不易演好的。而他認為梁國
城在創作時的厲害之處，就是能把這些概
念的東西，轉化成人物與家庭、長輩與小
輩、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來詮釋《弟子
規》。
「《弟》雖然沒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

但它有時代，也有人物，有人就意味着有

家庭，有父母，有生有死，而梁老師則能
夠搭起框架，把概念轉化成故事。」詹曉
南說。而在梁國城看來，《弟》雖然並無
故事性，但仍有中心主題。「它是家庭內
部的思想教育，有其情感所在。其實《弟
子規》就是家訓，我們就以一個家庭及其
成員的成長為出發點，透過血脈相連的家
所發生的變化，向觀眾展現那份親情。朝
着這個主題去做，可更易地引起觀眾共
鳴。」梁國城說。

避免淪為說教
很多人對《弟子規》的印象或許是傳統

而古老，是一堆說教的文字，因此，對於
創作者和演員來說，要如何在傳統中加入
嶄新元素，令年輕一輩有興趣，避免淪為
說教的工具，則很重要了。梁國城認為：
「說教的節目只着重講大道理，而非從舞
蹈的藝術形式去考慮，今次《弟》一共有
十八段舞蹈，而且各有特色，是通過舞蹈
和形體表達情感。」
至於詹曉南則認為以藝術之美去詮釋說

教的東西，往往較容易為人接受。「舞蹈
是通過肢體和音樂詮釋一種情緒，把
《弟》表演給觀眾看，觀眾可以為之動
情，為之開心。舞蹈的核心就是美，所有
人都接受美，所以透過『美』去詮釋說教
的東西，一定會有受眾。」他說。「透過
舞劇，人們可以感受到《弟》的美感，是
那種形式美、道德美、人生流傳下來的知
識美。」

音樂舞音樂舞劇劇《《弟子規弟子規》》
詮釋傳統文化之美詮釋傳統文化之美

當看似嚴肅而傳統的《弟子規》，被舞者以音樂和舞蹈展現出

來，會為觀眾帶來怎樣的驚喜呢？由香港文化舞劇團主辦、深圳市

群眾文化學會協辦的大型音樂舞劇《弟子規》即將在香港載譽重

演。本地著名編舞家、總導演梁國城及深圳著名編舞家、國家一級

編導詹曉南，聯合國家一級演員劉迎宏及近百名港深兩地青年舞蹈

精英，以音樂舞劇的形式，在傳統中創新，顛覆觀眾對《弟子規》

的既有印象！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圖：演出相片由主辦方提供

《《弟子規弟子規》》
時間時間：：44月月2727、、2828日日 晚上晚上77時時3030分分

44月月2828、、2929日日 下午下午33時時
地點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香港著名編舞家香港著名編舞家、、總導演總導演
梁國城認為梁國城認為《《弟弟》》舞蹈各有舞蹈各有
特色特色，，通過形體與舞蹈表達通過形體與舞蹈表達
情感情感。。

■■國家一級演員劉迎宏國家一級演員劉迎宏
在劇中飾演兩個角色在劇中飾演兩個角色，，
分別是學者和父親分別是學者和父親。。

■■《《弟弟》》既有傳統舞蹈既有傳統舞蹈，，也結合了現代舞劇的舞蹈也結合了現代舞劇的舞蹈。。

■■以充滿動感的舞蹈詮釋傳統文化以充滿動感的舞蹈詮釋傳統文化，，令令
年輕一輩更為接受年輕一輩更為接受。。

■■無論是服裝還是舞台設計無論是服裝還是舞台設計，，均下了不均下了不
少心思少心思。。

■■服裝設計也服裝設計也「「年輕化年輕化」。」。

■■深圳著名編舞家深圳著名編舞家、、國家一級國家一級
編導詹曉南認為以藝術形式表編導詹曉南認為以藝術形式表
達傳統內容達傳統內容，，更易為人接受更易為人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