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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中秋，荃灣廣場特別呈獻
「Fly Me to the Moon 星月幻想
曲」，打造4大星空月夜主題裝置，
讓您一邊仰望月光和繁星點綴的天
空，一邊走進樂曲般夢幻國度，感受
不一樣的閃爍浪漫。亮點包括以超過
15,000粒LED燈編織而成的18米星
空隧道、5米高的夢幻月亮熱氣球、
童話般的月光星湖以及夢幻兔花園，
讓您與摯愛於星光下細意譜出動人的
樂章！於中秋佳節時期，您可與型格
爵士樂隊一同即興創作表演樂曲，場
內更會派發期間限定的星月願賞，包
括星空特飲、夜光棉花糖及星空燈
籠，同時推出半價戲票優惠券及一連
串禮品換領活動，讓您於荃灣廣場過

一個不一樣的中秋節。
日期：即日起至10月7日 上午10時

30分至下午10時
9月24日 上午10時30分至
下午11時

地點：荃灣廣場 5/F 太空樂園

2018年廣東省藝術院團演出季開幕演節目
《沙灣往事》，是廣東歌舞劇院的原創大型
舞劇，場刊封面以「100」的數目字作背景來
凸顯這部舞劇自2014年在廣州首演以來，僅
四年間已演到第一百場！封底更以紅色印章
刻印上巡演過的地方，從中國的海口、杭
州、洛陽、北京、天津、西安，到美國紐
約、費城、華盛頓等三十多個國內外城市，
還獲得第十四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
獎、第十五屆文華大獎、第十二屆廣東省藝
術節優秀劇目一等獎，和第十屆廣東省魯迅
文學藝術獎等重要獎項。

舞蹈語言豐富多元
一部以廣東地區為題材的原創舞劇，能在
短短數年間取得如此大的成功，確是少見的
「奇蹟」。這次開幕於廣東演藝中心大劇院
的兩場演出（7月26及27日），和過去一直
只是採用廣州交響樂團的錄音伴奏來演出不
同，首次由七八十人的「廣交」在樂池作現
場演奏。筆者觀賞了第二場，尋找能創出百
場紀錄的奇蹟原因。
《沙灣往事》採用標準四幕加上序幕及尾
聲的結構。不算中場休息，演出時間約為一
百分鐘，長度很切合現代觀眾的觀賞習慣
外，亦不會出現冗長感，更重要的是，四幕
的情節內容，基本上符合起、承、轉、合的
傳統標準結構，較易營造出矛盾衝突的豐富
戲劇性效果，為演出增添了感染力。
《沙灣往事》的舞蹈既保留了傳統民族舞
蹈的色彩，結合同樣帶有上世紀三十年代色
彩的服裝，成為舞劇的基調風格，但亦用上
好些西方芭蕾舞，甚至現代舞的動作語言，
加上佈景、燈光亦在傳統色彩中加入現代劇
場的變化調動，有很新鮮的視學效果。如第
一幕八張紅桌子一字形橫排成為群舞表演的
平台，但瞬間又變成直排，繼而燈光由半暗
突然變得光亮，亦即時變換了不同的時空。
這種採用燈光及簡約佈景道具的轉變手法，
亦將這個製作的節奏推進變得明快，和無比
利落。

愛情融入廣東音樂
這個舞劇能引發觀眾共鳴最重要的元素，
卻在於題材的選定，將具有永恒性的愛情故

事，融入廣東人別具親切感的廣
東音樂中。故事的情節圍繞在著
名廣東音樂《賽龍奪錦》的孕育
到完善誕生的過程，並將之連結
到三十年代抗日戰爭的大時代來作背景。作
為男主角的便是創作《賽龍奪錦》的何柳堂
（約1870年後—1934年），舞劇中則將名字
改為何柳「年」，為「創作」富有戲劇性的
情節「鬆綁」，得以擺脫「史實」來創作。
也就是說，舞劇只是採用《賽龍奪錦》這首
著名廣東音樂的曲意與精神，借用來發展一
個充滿矛盾衝突、好事多磨的四角戀愛故
事。
可以說，舞劇中《賽龍奪錦》的創作過程
及愛情故事，當非史實；甚至《賽龍奪錦》
的面世應在上一世紀二十年代，1937年抗日
戰火正式爆發時，何柳堂亦已作古了。同
時，何柳堂很長一段日子並非生活在故鄉番
禺沙灣，而是在香港鐘聲慈善社演奏創作廣
東音樂。將何柳堂一字之易，避免了真假史
實的爭論，得以只從藝術層面去論說了。杜
鳴以管弦樂團演奏創作的舞劇音樂，幾全脫
胎自廣東音樂，《賽龍奪錦》的音調更是貫
穿整部舞劇，大大增添了廣東觀眾的親切感
和很易產生共鳴。
另一方面，四角戀愛中的男女主角，由黎
星演的何柳年，與李艷超演的許春伶，兩人
的愛情所繫寄託於一把高胡；何柳年父命難
違與王閔瑞飾演的潘紅英結婚，而何柳年堂
弟何少岩（劉健飾），則一直暗戀着許春
伶。在第一、二幕交代了這兩對男女情感上
的糾纏，第二幕更因何柳年與許春伶兩人在
花園中偶遇，重燃愛火，被何少岩與潘紅英
撞見，引發難以處理的矛盾風波，於中場休
息前帶上一個富有張力的高潮完結第二幕。
在這兩幕中更設計了幾場何柳年與許春伶

將纏綿與激情相混合的雙人舞，配樂更將廣
東音樂無比細膩纏綿的特性發揮，儘管高潮
時的托舉式激情設計，流於放大誇飾了的浪
漫色彩，喜者會感到突出了廣東人的直性
子，但亦易讓人感到破壞了中國人的含蓄
感。但就現場所見，廣州的觀眾看來很能接
受這種「放大」了的浪漫感呢！
第三幕於「山高水長」的牌匾下，何柳年
與何少岩借用被要求演奏《賽龍奪錦》的機

會，以大鼓作舞台，與狂熱愛好音樂的日本
大佐相抗衡的男子三人舞蹈，強烈且充滿陽
剛性的激情，有很強的戲劇性效果，最後並
以暗場槍聲大作，以帶着懸念的感覺將這一
幕結束，亦將劇力再向上推進，為最後一幕
作了鋪墊。
最後一幕將浪漫色彩繼續放大。開始是何

柳年對日軍大佐脅逼演奏廣東器樂寧死不
從，繼而是何少岩與自衛隊將何柳年救出，
逃到廟中卻巧遇許春伶，由此插入一段更為
纏綿浪漫的愛情雙人舞，並由此激發何柳年
將國仇家恨化為創作力量，再現第一幕以紅
色船槳作為舞具建構而成的男舞者划龍舟群
舞，藉此將全劇推上高亢激昂的情緒，於振
奮人心的《賽龍奪錦》音樂中，帶出了中華
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氣概的全劇高潮。
簡短的尾聲，熒幕投映出為廣東音樂發展

作出貢獻的音樂人的名字及廣東音樂名曲的
曲名後，全場觀眾站立起來歡呼鼓掌，場面
之熱烈，確是少見！

現場樂隊感情更「放」
這與採用現場樂隊伴奏亦有很大關係。經

過近百場的錄音配樂演出後，這次現場演奏
的樂隊配樂，作曲家作出了修訂；更重要的
是，舞者可以將情感放得更自由，毋須依附
着已「定時」的錄音配樂，感情表達得以放
得更開，演得更真切。而擔任指揮的楊洋，
是中央歌劇院的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具有
豐富的「樂池指揮」經驗，當晚在整個演出
中，便能帶領着廣州交響樂團主導着整個演
出的緩急快慢節奏，能緊緊配合着舞台上各
舞者的呼吸，為整個演出的氣氛添上更動人
的色彩，其中多場愛情雙人舞，讓人在廣東
音樂的管弦樂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浪漫感
覺，那可是這個舞劇的靈魂所在呢！
綜合整個演出，從創作設計，到製作配
合，《沙灣往事》幾年間能創出公演百場，
既叫好又叫座，並非奇蹟，而且是非偶然之
事。自古藝術的成功，從來便無任何僥倖！
舞劇《沙灣往事》再一次作出了證明！

文：周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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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全真道堂科儀音樂近年被列入
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成為香
港代表作名錄的項目之一。因應中國
改革開放40周年，香港道教聯合會
聯同廣州市道教協會、澳門道教協會
將舉行首屆「穗港澳道教文化音樂
會」，是一系列慶祝活動中的重頭
戲，希望與公衆同樂。
屆時，觀衆可一次過欣賞來自不同

地區的道樂，大會更別開新面準備了
一個穗港澳三地道樂團大合奏，及由
100位道侶組成的道樂大合唱，定必
為觀衆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另外，
國家一級演奏員、著名古箏演奏家許
菱子大師更應邀參與演出。許大師技

巧熱情細膩並重，極具感染力的獨
奏，將透過今次活動以音樂分享她對
道文化的看法。
日期：9月15日 晚上7點30分至9

點30分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今年青年廣場「漂書節2018」即將
舉行，屆時，青年廣場將開放給全港
青年人「放漂」及「收存」喜愛的書
本，以「放一本，拾一本」的方式參
與。同場亦設分享會、工作坊及演出
等。青年朋友前來放漂好書之餘更可
踐行正念，同時漫步於閱讀氛圍中，
絕對不能錯過！
讀者只需於即日起至9月25日期間
於指定地點「捐書箱」收集放漂書
本，就可在漂書日供參加者免費閱讀
或交換。歡迎全港青年及市民踴躍參
加，只需把書本放入捐書箱便可。

指定漂書收集點：青年廣場 | 1/F,
2/F, 5/F及6/F 升降機大堂
日期：9月29、30日 中午12時至下

午6時
地點：青年廣場2樓Y劇場

「Fly Me to the Moon 星月幻想曲」主題裝置

青年廣場「漂書節2018」

穗港澳道教文化音樂會

《《沙灣往事沙灣往事》》
創百場紀錄非奇蹟創百場紀錄非奇蹟

是次參與演出的單位包括馮樂恆、梁基
爵、黃靜婷、楊嘉輝、林丰×張駿

豪×黎智禮、影話戲、Music Lab、非凡美
樂、春暉粵藝工作坊、綠葉劇團、桃花源
粵劇工作舍及無極樂團，形式涵蓋音樂、
劇場演出、戲曲、多媒體藝術及當代舞，
共有二十九場售票表演節目及二十五場公
開綵排。除了五大類別的演出節目外，主
辦方亦繼續把藝術帶進不同社群，在小
學、大專院校、社福機構等舉行150多節
教育及藝術活動，讓藝術走進社區。

無語言面具劇說親情
綠葉劇團為形體劇場訓練的表演團體，
是首個售票表演藝術節目單位，今次向觀
眾呈獻無語言面具劇《爸爸》。《爸爸》
早在二十一個地方巡演，是次為香港首
演。故事講述一個錶匠在孩子成長離去
後，追回時間的故事，帶領觀眾遊走長
者、記憶及家庭的人生課題。

綠葉劇團監製李宛虹在接受訪問時介
紹，《爸爸》取材自名為《歡樂皺紋》的
西班牙繪本，故事中有「爸爸」一角，深
深吸引了創作團隊，遂以此為藍本，創作
了《爸爸》。另一個原因則是綠葉劇團駐
團導演暨藝術總監黃俊達的爸爸將近退
休，而他的爸爸在其創作路途上一直十分
支持，所以亦想趁此創作主題圍繞「爸
爸」的故事。談到「爸爸」感覺，李宛虹
坦言感情複雜。「我們很少人真的跟爸爸
很熟，但在我們小時候有很多回憶是關於
爸爸的。可能被爸爸打過，又或者會『騎
膊馬』，但長大後反而好似難以和爸爸溝
通。」因此演出過程中，演員將戴上出自
意大利面具製作大師之手的特製面具，以
肢體語言演繹故事，帶領觀眾重新找回逐
漸消逝的情懷。
李宛虹表示，《爸爸》糅合眾多香港元
素。「當中有很多『好香港』的元素，可
能是舊時的地板，或者歌曲。始終我們是

香港人，對我們來說，巡演其中一個意義
是向各地觀眾訴說一個關於香港的故
事。」《爸爸》是一個無語言面具劇，演
員在整整一小時裡，以肢體作語言說故
事。肢體默劇在香港未算是十分流行，故
團隊亦希望借今次演出了解觀眾反應。傳
統的劇作以對白推動情節，以臉部表情表
達情緒，但肢體默劇則摒棄兩者，純以肢
體推動一切。「對演員來說確實很大挑
戰，因為無語言，只靠身體，所以身體
（動作）必須十分準確。例如頭部的角度
不同，已經表達了不同意思。因此導演十
分嚴格，由我們的呼吸、節奏、角度都經
過設計，而且要準確地呈現出來。」李宛
虹說。

《遙遙之城》折射城市現狀
藝術家黃靜婷上年參與澳亞藝術節的舞

蹈交流平台《Dance Lab》，今次會帶來全
新當代舞蹈作品《遙遙之城》。《遙》融

合舞蹈、音樂、環境空間及道具意義，探
索人類身體流動的狀態。據黃靜婷介紹，
作品取材自希臘神話西西弗斯不斷推大石
上山的故事。狡猾的西西弗斯因為被天神
懲罰，所以每天都推大石上山，日復日如
是。看着西西弗斯的境況，使黃靜婷想
到，城市裡每一個人的生活似乎亦如是。
「簡單來說，我們不斷返工， 每日每個崗
位都會重複一個動作，每日都好似營營役
役，但是否一定是這麽慘呢？」 再引申
下去，就是反映香港的社會現狀。當現時
生活指數越來越高，活得越來越辛苦時，
面對此狀況，黃靜婷會拷問：「當我們不
斷向前時，我們究竟在推着些什麼向前
呢？」
因此，她便借着《遙》試圖尋找答案。
《遙》的每次演出均由五個表演者組成，
他們在街頭上推着一個巨型銀色球體，不
斷向前。「球體之所以選用銀色，正是因
為那就像一塊鏡，當我們把它推出街時，

它就反映着周遭的事物和人物。」今次共
演出二十五場，選址約十個地方，包括心
臟地帶中環，也有較休閒的觀塘海濱公園
等。在這些人多密集的户外地方演出，對
表演者來說無疑是一大挑戰。不過，黃靜
婷認為正是這種不確定性，為演出帶來好
玩之處。「個波波很大很重，要控制得宜
便必須高度集中。表演者正面望不到前面
的事物，只能望到鏡的反映，他們要時刻
警覺周邊的環境。當我們一路推，前面的
人是否肯讓路呢？」但假如真的有人不肯
讓路，豈不是會影響整個流程？「不，這
也是創作的一部分。」她說。

「「賽馬會藝壇新勢力賽馬會藝壇新勢力」」
香港再演精彩節目香港再演精彩節目

由藝發局主辦、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的「賽馬會藝壇新勢力」將由今年9月起至明年

1月舉行，活動旨在把十二組名揚海外的本地藝

術家及作品帶回香港舞台。是次活動涵蓋不同的

表演形式，觀眾可以借今次活動，欣賞本地藝術

家的精彩作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賽馬會藝壇新勢力」
日期：由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
詳情可參閱www.newartspower.hk

■■舞劇舞劇《《沙灣往事沙灣往事》》第一幕第一幕，，
男女主角演奏一把高胡定情男女主角演奏一把高胡定情。。

廣交提供廣交提供

■■春暉粵藝工春暉粵藝工
作坊帶來作品作坊帶來作品
《《戲裡戲外看戲裡戲外看
戲班戲班》。》。

■■眾多藝術家帶來精彩演出眾多藝術家帶來精彩演出。。

■■綠葉劇團作品綠葉劇團作品《《爸爸爸爸》》

■■綠葉劇團的團隊將會以肢綠葉劇團的團隊將會以肢
體作語言演出體作語言演出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黃靜婷帶黃靜婷帶
來當代舞蹈來當代舞蹈
作品作品《《遙遙遙遙
之城之城》》
朱慧恩 攝朱慧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