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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於1月16日開幕的香港國際室內
樂 音 樂 節 此 次 易 名 為 「 比 爾 斯
（BEARE'S）飛躍演奏音樂節」，擔任
藝術總監的國際著名小提琴家林昭亮認
為此名較原來的名字有個性。其實，此
一香港樂壇活動能獲得世界百年名牌提
琴家族的冠名贊助是對活動更重要的肯
定。筆者這次快閃到台北，在兩廳院音
樂廳聽了呂紹嘉指揮台北愛樂團
（NSO），由林昭亮擔任獨奏的「美國
春秋」音樂會後，齊齊於夜宵閒談論樂
中，除了問及林昭亮對這項於2009年
開始在香港舉辦、今年已進入第二個十
年的國際性活動的易名看法；更不忘向
在這場音樂會前數天於社交網絡平台
上，自我「踢爆」兩年約滿後行將離開
NSO的呂紹嘉（多次來港指揮過「香
港小交」）打聽他之後將何去何從。呂
的回應直率坦白：「我在NSO亦已做
了十年，應是離開的時候了，至於回到
歐洲後具體如何安排，確實仍未有任何
決定。」

愛的哲理小夜曲
當然，話題仍不會離開當晚的演出，
這場以「美國春秋」為題的音樂會（12
月21日），全是美國作曲家作品，用
以紀念大師伯恩斯坦百年冥誕，開場的
《康迪特》序曲（Candide Overture）
（台譯《憨第德》），很有可能是伯恩
斯坦生前最為流行的管弦樂，富有美國
文化的活力生氣，抒情的中段要發揮的
亦是加以對比，突出熱鬧富有衝勁的主
題，用作音樂會熱身確是效果突出。接
着林昭亮上台和樂團獨奏大師的《小夜
曲》。這是一首有小夜曲之名，卻無小
夜曲之「實」的作品，樂曲甚至加用標
題：《柏拉圖對話錄》，正好說明了該
曲「哲學性」的內容，全曲五個樂章如

何去表達，和如何去感受，分別是演
奏家和觀眾很「個人」的事；但要掌
握其中的技巧，無論是小提琴獨奏和
樂隊各聲部，還是個別樂器的獨奏呼
應，都存在着一定的難度。就此一層
面而言，八個月前（2018 年 4月 20
日）林昭亮與廣州交響樂團在星海音
樂廳的合作，儘管已不錯，但這次和
呂紹嘉與NSO的組合，流暢程度更甚
之外，更多了一份游刃有餘的空間，
尤其是第四樂章《阿伽通》（Ag-
athon），解瑄的豎琴烘托，及末段與
大提琴首席（熊士蘭？）的「對話」，
更突顯出林昭亮的小提琴獨奏美妙至極
的音色。
伯恩斯坦這首小夜曲的哲理性內容實

際上是關於對「愛」之本質的不同理
解。其實音樂家與音樂之間的關係，如
果沒有「愛」的存在，音樂亦不易奏得
動人。

新大陸深刻大愛
這場音樂會下半場選奏的可稱是伯恩

斯坦前輩的兩位美國作曲家的經典作
品，柯普蘭（Copland）的《阿帕拉契
之春》（Appalachian Spring），和蓋
希文（G. Gershwin）的《波吉與貝
絲》交響圖畫（R. Bennett改編版）。
這兩部作品都帶有故事情節的內容，

前者原是為美國現代舞后瑪莎葛蘭姆
（M. Graham）的現代舞劇所寫的音
樂，後者則是採自同名歌劇的音樂重編
而成；前者情節簡單，後者則較複雜。
對亞洲區的樂團而言難度不在於如何傳
達原來舞劇、歌劇的情節內容，而在於
如何去呈現二十世紀前後開始形成的美
國新大陸的音樂文化色彩。這既有技術
上的難度，如《波吉與貝絲》中爵士樂
元素的融入如何掌握，但更難的是，樂

曲中要傳達的感情，《阿帕拉契之春》
的故事，只有四個角色：拓荒的年長女
性、傳教士與年輕的農場新婚夫婦；簡
單的情節展示的是美國人征服新大陸的
寓言。當初舞劇的音樂甚至只以「給瑪
莎的芭蕾舞曲」來命名。後來採用的標
題中的「Spring」一詞，亦有「春天」
與「泉水」兩個不同含意，當然，兩者
都有「生命」、「生機」之意。
呂紹嘉對這兩部作品的處理，就更是

擺脫了只是繪聲繪影，而是刻畫情感的
變化。構成《波吉與貝絲》的多段樂
曲，是旋律耳熟能詳的樂曲，當然很容
易讓人從原來歌曲的歌詞聯想得到歌劇
中的情節場面（如果觀賞過），但
NSO在呂紹嘉棒下奏出的，卻是一種
人與人之間更為深刻的大愛。
在《阿帕拉契之春》中，這種愛的情

感則是隨着各段樂曲而不斷累積加強，
到尾聲前的第七首，源自《簡單的禮
物》的主題再現時，更爆發出對美洲新
大陸的深刻大愛之情發揮出深深的感染
力，這可是只有在那片土地上生活過、感
受過，才有可能表達得如此深刻動人。

另一種實力展示
有人說，音樂本身從產生、傳達，到

感受，既有心理性的，但深入一些便帶
有哲理性，與愛的元素很相同。這場音

樂會標題「美國春秋」表面帶有歷史
感，四首樂曲象徵了二十世紀前後開始
建立起來的，具有美國色彩的音樂歷
史，但成就這些音樂卻必然要有一定的
哲學和愛的元素存在。
伯恩斯坦小夜曲中無比鮮明地以此兩

者為內容，林昭亮在樂隊與指揮圓熟的
技術配合下，得以將之充分發揮出來，
這亦在於他對曲中訴說的愛的哲學有所
理解，更重要的還是他對音樂所存在的
愛所使然，亦正是過去數十年來推動林
昭亮能夠在音樂世界中縱橫馳騁，廣結
樂緣的動力。為此，也就得以讓他在國
際樂壇上建立起廣闊的音樂網絡，由他
擔任藝術總監的香港比爾斯飛躍演奏音
樂節，能夠聲名日隆、越辦越闊，今年
從1 月16日至24日的五場音樂會，能
邀請到堪稱「粒粒明星」的二十多位國
際名家雲集香港獻藝，正好是他在音樂
以外的另一種實力的展示。
不過，音樂節要到1月20日第三場在

香港演藝學院的「古典以外」音樂會，
才能欣賞得到林昭亮的琴音呢，原因是
開幕邀來如日中天的美聲皇后狄杜娜朵
（Joyce Di Donato）演出《戰爭與和
平》，第二場（18日）則由名聞國際的
多佛（Dover）四重奏擔綱，他也就集
中在最後三場音樂會中帶着他對音樂、
對香港的愛登台了。 文：周凡夫

英國文化協會即將舉行其首個嶄新創意和
思考項目「SPARK: The Science and Art
of Creativity」。SPARK以「藝術融合科
學」、「創意城市」、「虛擬世界」和「未
來技能」為主題， 通過藝術、科學及教育
範疇與創意的互動，吸引不同觀眾體驗創意
與藝術之美。 屆時，50位來自英國與香港
的夥伴將為公眾呈現共37個節目，包括音
樂舞蹈表演、裝置藝術、互動體驗、多媒體
藝術工作坊及講座、導賞團等。精彩節目紛
呈 ， 例 如 創 意 音 樂 劇 「Eye of the
Storm」，將破天荒在舞台上製造「龍捲
風」；又如結合了尖端的生物學研究和現場
音樂表演的「Cellular Dynamics」，帶來別
開生面的鋼琴演奏；而在火焰畫創作表演
「Ignite the SPARK！」中，榮獲2016年
「UK Outdoor Event of the Year Award」
的Walk The Plank將在蒲窩青少年中心連續
兩天舉辦火焰繪畫工作坊。觀眾可以活動第
二天結束後在戶外觀賞到大型火焰繪畫作
品。
公眾亦可參與多樣的互動體驗，「The

MOMENT」邀請觀眾用腦電波改變此套特
別製作的電影的剪接、音效和故事情節。
「Prison Break」則讓觀眾化身成為超級英
雄團隊的一分子，追蹤和搜捕可能會對前身
是監獄的大館造成嚴重破壞的極危險的逃
犯。「穿越時空之旅」更讓大家回到800年
前的中國文文化遺址，親手觸摸擁有過百年

甚至過千年歷史的文物……
更多精彩活動請參考活動網站。所有活動費用全

免，部分已開始接受公眾預先網上登記。

音樂是哲學、是愛
—在台北聽林昭亮的小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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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紹嘉指揮呂紹嘉指揮NSONSO和林昭亮和林昭亮
排練伯恩斯坦的排練伯恩斯坦的《《小夜曲小夜曲》。》。

NSONSO提供提供

華語戲劇盛典廣州舉行

華語戲劇盛典於2017年成功創辦，旨在
表彰華語戲劇精品和華人戲劇精英，構

建華語戲劇演出市場評價體系，搭建華語戲
劇作品交流平台。
本屆華語戲劇盛典的評選，共有17部使用

華語創作演出，且在內地演出場次超過10場
的戲劇作品參與評選，共同競爭組委會設置
的14個「2018年度最佳」獎項。
《親愛的，胡雪巖》在本屆盛典中表現最
為突出。該劇以紅頂商人胡雪巖的傳奇故
事，緊扣晚清國運興衰。晚清時局動盪，紅
頂商人胡雪巖以獨到的眼光及財力，協助王
有齡及左宗棠對抗太平天國及西方列強的侵
略。胡雪巖一生有所追求，在政商兩界都與
洋人對着幹，同時亦不計成本地贈醫施藥，
惠及貧苦大眾。在他心中，這是一場永無休
止的追逐……

創作路砥礪前行
領取獎項時，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陳敢權
說道：「很榮幸《親愛的，胡雪巖》能有此
佳績，感謝評審們的欣賞和肯定。創作團隊
的鬼斧神工，將作品千錘百煉，如何將作品
帶到觀眾面前，需要的是優秀的合作夥伴，
感謝是次巡演的合作夥伴——廣州大劇院、
深圳南山文體中心、天津光華劇院、上海上
劇場及北京天橋藝術中心的支持，一同並肩
將好戲帶給華語觀眾。
未來，劇團將會帶更多製作到粵港澳大灣
區進行巡演，繼續製作高質素的作品回饋劇
迷，將精品好戲帶給華語觀眾。」
在《親愛的，胡雪巖》中一人分飾二角的
香港演員黃慧慈獲得「最佳女主角」。黃慧
慈表達了對劇中所飾演角色的喜愛，直言導
演司徒慧焯非常喜歡這個戲，而他的精神感
染了每一個演員。獲得最佳導演的司徒慧焯
則笑着表示「獎盃很重」，這個有重量的獎
盃激勵着自己不斷前行。他亦談到，創作的
道路很漫長，《親愛的，胡雪巖》差不多用
了三年的時間來打磨，整個過程中遇到了
「對的人」——也許是競爭對手，也許是夥
伴，才最終有了作品的成形。
獲得最佳製作人獎的梁子麒則在發表獲獎
感言時說香港沒有這個獎項，而很高興自己

成為了第一人。《親愛的，胡雪巖》在內地
五個城市巡演，梁子麒說他找對了合作夥
伴，才能把香港的好戲帶進內地，未來還會
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發展，希望將大灣
區發展成為中國戲劇最好的地方之一，將來
吸引香港和北京的觀眾集中到灣區來看戲。

推動大灣區戲劇交流
除了《親愛的，胡雪巖》，戲劇盛典中不
乏大師級作品的身影。其中，《酗酒者莫
非》可以說是近年來華語戲劇界不可多得的
「世界級」作品，只因他的導演是當今歐陸
戲劇巨擘克里斯蒂安·陸帕。在劇中扮演「白
日夢遊的醉鬼」的王學兵，一改過往的表演
方法，準確把握人物似醉非醉的表演分寸，
用不徐不疾、沉穩內斂的表達，刻畫莫非的
玩世不恭、狂放不羈的精神世界，這一角色
也最終助他奪得「最佳男主角」獎。領取獎
項時，王學兵用「勇敢」來形容自己，並稱
戲劇一直是心中的熱愛。
本屆盛典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是，在獲

獎作品中，《親愛的，胡雪巖》是原汁原味
的粵語對白，《繁花》、《平凡的世界》、
《一句頂一萬句》等採用方言演繹的作品都
獲得了獎項，表明內地觀眾對於藝術的包容
性和市場的成熟度都在不斷提升。與此同
時，《酗酒者莫非》、《抄寫員巴特比》和
《洪水》等由中外創作團隊合作完成的作品
在本屆盛典中都有斬獲。這些現象在一定程
度上顯示了華語戲劇創作和運作一方面扎根
傳統文化，一方面積極借鑒現代藝術生產機
制的發展趨勢。
第二屆盛典為了表彰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戲劇交流合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代表性單
位，專門增加了頒發「粵港澳大灣區戲劇發
展特別貢獻獎」的環節，香港話劇團、香港
中英劇團、澳門戲劇農莊、香港春天實驗劇
團、廣東省演出有限公司和廣州大劇院等6
家機構單位領取了證書。盛典主辦方表示，
依託「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戰
略，伴隨着改革開放持續深化的進程，華語
戲劇盛典在境內外演藝文化企業、戲劇領域
機構的關注和支持下，將全力打造成為促進
華語戲劇產業發展和交流合作的平台。

第二屆華語戲劇盛典頒獎晚會本月9日晚在廣州舉行，香港話劇團出品的《親

愛的，胡雪巖》橫掃「最佳年度劇目」、「最佳女主角」、「最佳導演」、「最

佳男配角」、「最佳編劇」及「最佳製作人」6項大獎，成為最大贏家。香港話

劇團同時獲得「粵港澳大灣區戲劇發展特別貢獻獎」，以表彰其在推動粵港澳大

灣區戲劇交流合作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廣州報道

《親愛的，胡雪巖》、《金鎖
記》、《阮玲玉》、《南海十三
郎》……近年來，一批原汁原味的香
港劇目在內地受到熱捧，粵語話劇得
到觀眾普遍認可，香港導演高志森本
月9日出席第二屆華語戲劇盛典頒獎
晚會並接受記者採訪，其間表示內地
市場空間大，藝術上的包容性甚至超
越香港，他對於未來開拓市場信心十
足。
十幾年前，使用包括粵語在內的方

言表演舞台劇，在內地受眾並不多，
這種情況近年得到明顯改善。無論是
在盛典中成為大贏家的《親愛的，胡
雪巖》，還是其他香港劇目，在內地
巡演基本場場爆滿，可謂是一票難

求。《金鎖記》獲
得第二屆華語戲劇
盛典最佳復排劇目
題名，高志森此次
專門前來廣州支
持。他告訴記者，
如今香港話劇到內地演出，觀眾都希
望欣賞到原汁原味的版本，甚至在簽
署合同時，粵語演出就被明確提出。
《金鎖記》在內地演出結束不久，

高志森就在微博上看到了很多觀後
感，觀眾對於話劇中原汁原味的港味
全部接受並表示毫無違和感，高志森
對於這種改變非常興奮，為了適應內
地觀眾的這些變化，他花了很多心思
在字幕員培養上，甚至綵排的時候字

幕都在同步，「字幕員訓練和
演員差不多」。
廣東省演出有限公司總經理

王煒說，「在華語地區，香港
戲劇影響力比較大，也越來越
注重內地市場開拓。」隨着粵

港澳大灣區交通接駁的不斷完善，以
及內地觀眾藝術包容性不斷提高，高
志森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於香港
來說，相當於打開了一個「法國+意
大利」的巨大藝術市場，戲劇的市場
空間更大了，可以讓粵港澳三地文化
合作變得更頻繁且更深入。不過高志
森表示香港的話劇要在內地深耕，觀
眾市場是一個大課題，還需要時間去
相互理解磨合。

日期日期：：11月月1818日至日至11月月2020日日
地點地點：：大館大館
網站網站：：www.britishcouncil.hk/sparkwww.britishcouncil.hk/spark

粵語話劇內地受追捧
高志森開拓市場信心足

《《親愛的親愛的，，胡雪巖胡雪巖》》獲六獎成大贏家獲六獎成大贏家

■■香港話劇團香港話劇團、、香港中英劇團香港中英劇團、、澳門澳門
戲劇農莊戲劇農莊、、香港春天實驗劇團香港春天實驗劇團、、廣東廣東
省演出有限公司和廣州大劇院等省演出有限公司和廣州大劇院等66家家
機構單位獲頒機構單位獲頒「「粵港澳大灣區戲劇發粵港澳大灣區戲劇發
展特別貢獻獎展特別貢獻獎」。」。 黃寶儀黃寶儀攝攝

■■王學兵憑王學兵憑《《酗酒者莫非酗酒者莫非》》獲得最佳男獲得最佳男
主角主角。。 黃寶儀黃寶儀攝攝

■■《《親愛的親愛的，，胡雪巖胡雪巖》》劇照劇照 香港話劇團提供香港話劇團提供

■■導演司徒慧焯表示獲獎的欣喜導演司徒慧焯表示獲獎的欣喜。。
華語戲劇盛典提供華語戲劇盛典提供

■■香港話劇香港話劇
團藝術總監團藝術總監
陳敢權陳敢權
華語戲劇盛華語戲劇盛
典提供典提供

■香港導演高志森
黃寶儀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