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爸爸爸》》劇照劇照：：老人老人
們在養老院爭搶着們在養老院爭搶着看電看電
視節目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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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個月，除了看演出以外，
還參與了一個研究計劃——由香港
資深劇場人何應豐與策展人李海燕聯
合策劃、民政事務局藝能發展資助計
劃資助的「觀．聲．陣——參與式
劇場在地研究計劃」（「觀．聲．
陣」）。香港演出製作日多已是不爭
的事實，因為政府的撥款政策，創作
人不斷生產製成品卻沒時間空間去補
足養分。
近年藝術圈開始關注到不斷生產
只是在消耗創作力的問題，「觀．
聲．陣」的設計正是希望為創作人提
供一個平台，在不用追求「製成品」
的情況下，對自己關心的題目進行研
究。計劃的野心還包括撼動創作人演
出與觀眾觀賞的二元關係，研究期間
設下的階段性展演(開放工作室)，會
邀請觀眾參與，共同模塑研究的方
向。對於這樣的計劃如何進行或成
效，我自己是相當好奇。
這個為期兩年的計劃，2017年尾
開始，共有六組共27位創作人（計
劃稱之為研究員）參與，以四個月為
研究期，研究範圍各有不同。每組也
有一位如我般的來自本地或海外的獨
立觀察員。我的一組名為「語言和行
動的對倒」，目的是探討語言與行動
（身體）之間的關係——這是個很
有意思的題目。的確，語言又或者文
字往往是我們表情達意的工具，但實
際上，它又是否承載了說者實際想表
達的意思，身體又是否真的會較語言
真實？
有趣的是，計劃一開始便已是這
個命題的最佳詮釋。原本來自文字、
舞蹈、音樂及舞台設計的四位組員，
除了舞蹈創作人徐奕婕外，其餘三位
相繼離開，當中有私人理由，但也有
因為發覺當傾談的內容落到實質行動
時，與策展人彼此的看法原來存在着
差異。而且，「不一定要有製成品」
對於藝術家原來未必代表更自由的探
索，反而可能是更加迷茫，不知自己
該往哪個方向尋索。這反映了創作人

平常進行的「研究」，其實許
多時是功能性的，為即將要生
產的作品找素材而已。當然這
也是因為資助政策使然，久而
久之，創作人便慣於這個模式
與思維。不過，反過來看，雖
然計劃強調不要求有製成品，
但細看由兩位策展人撮合的每
個研究組合，都包含台前幕後
的人才。不追求製成品之餘，
每個組合其實也帶有最終成品
出現的可能之考量。
但在「語言和行動的對倒」

這一組，正正由於打破了最初
設定的組合構思，反而令這個
組別真的沒有了「製成品」的
包袱，重組加入的藝術家劉南茜與攝
影家莫偉立，雖然沒有了之前的框架
或設定的討論，但帶來不同的衝擊。
研究小組三人仍然合作策劃每一次的
「開放工作室」，但各人是自由獨立
地思考自己想研究的題目：徐奕婕探
索語言與身體之間的關係，尋找自己
的藝術家宣言，莫偉立則希望找到更
多不同的攝影語言，而劉南茜則着重
語言背後的真正意思。
策展人對研究員是相當有要求

的，一方面提供空間及物資讓他們自
由地進行研究，一方面亦緊隨其發
展，經常對他們的看法及做法提出意
見，這也引發更多的討論。
我自己沒辦法出席所有的討論及

工作坊，但也參與了三次討論、一次
公眾工作坊及全部的開放工作室環
節，看到策展人如何嘗試利用研究計
劃來重新定義觀眾的位置，也就是前
述撼動演出者與觀眾的關係。可以
說，研究計劃不僅是為創作人而設，
也是為有要求的觀眾而設。
由何應豐主持，名為「易陣者行
動：對倒『物／語』——兩天行觀
營」的公眾工作坊，給我的印象很
深。易陣者就是公眾／觀眾，從命名
已看到策展人希望慣於被動的觀眾採
取一個主動、積極的態度，從而影

響、幫助創作人的研究，還有審視觀
眾自己在創作、演出中的位置。參加
的公眾形形色色，年紀、背景及職業
都大不相同，也有不是慣常入劇場看
演出的觀眾，但都對這次活動相當好
奇及投入。首天為在戶外「獵」物，
大家按照策展人製訂的地圖及要求行
動——選擇一個動作，沿途不停地
做，在旅途上找一件自己有興趣的物
件帶回集合地點。看着大家帶回來的
物件和各人的解說，可以看到尋常事
物都各有故事和特點。問題是大家有
沒有細心留意。
在四次的開放工作室環節中，有

相識的朋友，也有純粹看到宣傳而來
的人士。較可惜的是，不是太多人可
以全部參與，但從研究員每一次的設
計，我看到他們對要研究的題目或方
向逐漸有較清晰的看法，而參與的公
眾也的確擔當了易陣者的位置，撩動
研究員設下的框架，又或者刺激研究
員作不同的嘗試。
四個月的研究期雖然結束，但我

相信就如劉南茜在最後檢討時所說，
這其實才是開始，而不是結束。一直
覺得政府應該投放更多資源在這類提
升創作人的計劃之上。
我相信我們有好的創作人，問題

是其才華是否有被適當地誘發。

「「觀觀．．聲聲．．陣陣」」研究計劃觀察速記研究計劃觀察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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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復活節，不加鎖舞
踊館「身體運動」舉辦兒
童及親子工作坊，讓小朋
友發揮小宇宙驅走日常課
堂的沉悶。家長亦可與小
朋友親密地互動，走進小
朋友的想像世界。
「兒童工作坊」讓兒

童學習簡單動作，與其
他小朋友討論及發揮創
意，編出充滿獨一無二
的舞蹈。「親子工作
坊」則着重激發兒童創
意和促進親子交流，通
過身體的密切體驗，發
掘彼此的感受和想法。

動起來！「身體運動」兒童及親子工作坊
「兒童工作坊」

日期：4月22日 15:30-16:30
對象：5-9歲兒童
費用：$150（每位小朋友）
*家長可在旁觀課，欣賞小朋友的創作。

（九龍新蒲崗五芳街5-7號華懋工業大廈
7樓D室）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查詢及留座：27783488 / fung@unlock.

com.hk

「親子工作坊」
日期：4月22日 16:30-17:30
對象：5-9歲兒童、家長
費用：$250（1位小朋友及1位家長）
工作坊地點：不加鎖舞踊館

很多人會到戲院看一部電影，但是又有多少人
會選擇看動畫？看動畫其實並非是小朋友的專
利，而製作動畫也許遠比製作電影更需要花心
思、時間，故事可以打破邏輯界限，鮮明而生動
的人物、超越時空的景致，帶給觀眾另一層次的
體驗，另一種觀感享受。小孩或者大人大概能從
中領悟更多信息。
今年太古城中心由即日起到5月1日期間為大家
呈獻「太古城中心×MOViE MOViE Cityplaza
動人動畫祭」，舉辦一系列以動畫電影為主題的
活動。「動樂人生」讓大眾能夠了解本地動畫作
品以及它的發展，活動特設的「國際動畫逐格
睇」也將遠道而來的國際動畫帶到香港，讓我們
可以欣賞來自不同國家的動畫大師的創意光芒。
活動周末期間更免費舉辦「影．畫分享工作
坊」，以不同形式的分享會和小手
作製作，讓大眾深入淺出了解動畫
製作。主辦方還特意在場內設有
「創意光影動畫」及「動畫Patch-
work九宮格」，給大眾恍如置身在
動畫電影場景的機會，拍照、打
卡，與身邊的人分享動漫的點滴，
重拾簡單的快樂。
活動全力支持「動畫支援計
劃」，在活動期間特別設立「動樂
人生」香港動畫放映區，播放「第
六屆動畫支援計劃」得獎作品精選
片段，大眾可以藉這個機會欣賞本

地動畫師超水準的作品，支持他們追逐動畫夢，
推動動畫在香港的發展。另外，「香港製造」及
本地動畫主角藝術裝置，除了打卡以外，讓人反
思香港本土原創精神以及動畫師默默在製作背後
的努力。
「國際動畫逐格睇」打開大眾對國際動畫電影

的視野，動畫打破語言的隔閡，讓人在各種色彩
裡看故事，看人性。不同地區帶來了不同風格的
作品，題材涉及情感、恐怖、偵查等，適合不同
口味的觀眾，包括：《迪莉莉的幻險巴黎》（法
國）、《巴不得回家》（中東）、《企鵝夢幻
街》（日本）、《狼隱之家》（西班牙）及《Ti-
to不再恐懼鳥》（葡萄牙），作品都是出自於世
界級頂尖動畫大師。動畫均會在MOViE MOV-
iE Cityplaza戲院舉辦之「動畫藝術祭」期間獨家

上映，是一個不能錯過的機會。
想要培養對動畫的興趣和加深認識，

「影．畫分享工作坊」舉辦了動畫分享
會和文藝工作坊，當中將由「第六屆動
畫支援計劃」的得獎動畫師和本地著名
動畫導演江記（江康泉）及袁建滔親自
分享動畫電影的製作意念和背後花盡心
思的製作過程，拉近大眾和動畫之間的
距離。在文藝工作坊裡，參加者還可以
動手製作屬於自己的定格動畫或者懷舊
玩意，見證動畫從零開始到誕生的過
程，讓人感受製作動畫的樂趣與辛酸。

文：陳儀雯

各地動漫打破常規 帶你遊歷奇幻世界

燈光驟暗，演出開始。
「下一站，銅鑼灣。」前一幕，戴

着面具的爸爸還夾着公文包站在永遠
滿員的地鐵裡左右避讓，下一幕就轉
換到唐樓下的修錶舖裡，他正藉着昏
暗的燈光拚命工作。直到有一天阿爾
茨海默症來襲，爸爸的手不住地顫
抖，別說是修錶的器械，最後連勺子
都抓不住了……
懷孕的兒媳決定送他去養老院，兒
子儘管心有不忍，卻拗不過媳婦的堅
持，還是把拎着箱子的爸爸送到了養
老院的門口。沒有擁抱，沒有眼淚，
開場十分鐘，爸爸獨自一人，走進養
老院。養老院的老人們好像變回了一
群孩子，對坐賭棋的小老頭和倔老
頭、喜歡看言情劇的打毛線阿姨……
每天和護工們鬥智鬥勇，老人們的目
標就是「今天老子不吃藥」。
每到深夜，爸爸掏出枕頭底下的家
人合照，念起了與兒子盪鞦韆、放風
箏和打籃球的時光。他有時會想起更
遙遠的時刻，與愛人是如何相愛相
知，孩子又是怎麼來到自己世界裡
的。夜復一夜，回憶與夢境混淆，每
天早晨醒來都有些茫然。
直到在智力測試裡的分數愈來愈
低，爸爸也踏入了一個迷失自我的循
環。本能的思念讓他想打電話給兒
子，但再也記不清八位數的電話號

碼。飛越老人院，再回家看一眼兒
子，成為了他最後的掙扎。
在老夥伴們的幫助和掩護下，爸爸

終於與倔老頭一起逃出養老院，搶來
一輛的士車，開啟了最後的瘋狂。路
上的景象快進着，車速不斷遞增，他
努力尋找着家的方向，直到最後一
刻，車撞上了牆角，汽車散了架，故
事也由此結束了。
「爸爸」真正地離開了，但在兒子
的心裡，爸爸從未離開……

用創作回應社會
黃俊達告訴記者，與2016年廣州

大劇院首演的《爸爸》相比，這次在
杭州上演的《爸爸》可謂是5.0版本
了。「首演的《爸爸》改編自西班牙
漫畫家帕科羅卡（Paco Roca）的漫
畫《歡樂皺紋》，後面又慢慢增加了
很多香港元素，例如逼仄的唐樓、擁
擠的地鐵、右舵的的士等等。最重要
的是，現在的版本有很多時候也從兒
子的角度去看待養老這個問題。」
「房價愈來愈高，物價愈來愈貴，

子女們為了生活整日工作，沒有時間
陪伴老人，這是香港社會的普遍現
象。」黃俊達說：「為了搵食，終日
加班、連軸出差，這是香港年輕一代
的現實生活。」
「戲劇的創作，本身就是回應我對

於生活、社會的反思。能讓觀眾在一
兩個小時裡，安靜下來，認真地看一
部戲，看完還能想一想，這部戲的價
值就在了。」黃俊達說，對很多人來
說，父愛是沉默的，因此整部作品也
沒有一句台詞，全靠演員的肢體表達
情感。
「《爸爸》中的這位父親，是我們

熟悉的『中國爸爸』的縮影，他不善
言辭、沉默寡言，埋頭苦幹為家人打
拚。而我們也是那個不善於向爸爸表
達愛意的孩子，我們互相愛着對方，
卻不知道怎樣用語言去表達這份愛
意。」

女生反串演活倔老頭
《爸爸》整個劇，演員戴着面具，

靠豐富的肢體語言來表達不同情境。
落幕時，演員摘下面具向觀眾致敬，
人們才驚訝地發現，在劇中飾演紋着
花臂、走路大搖大擺的黑幫倔老頭
的，竟然是一位嬌小的女生。被演員
們愛稱為阿宛的李宛虹也是綠葉劇團
的元老級人物了，現在擔任劇團的監
製及巡演策劃。
「戴着面具，人們看不到你的臉部

表情，就需要更豐富的肢體語言去支
撐，所以也更有挑戰性。」李宛虹告
訴記者，由於她的個子不高，為了能
彌補視覺上的落差，她特意去看了許

多香港古惑仔的電影，學習裡面黑幫
大佬的一言一行。「例如動不動就把
腳擱在凳子上，或者擼起袖子向對手
展示紋身等等。」
說起跟面具的淵源，導演黃俊達在
法國賈克樂寇學校畢業後，就跟隨意
大利面具製作大師斯特凡諾．佩羅科
於阿爾巴特羅斯劇場工作室研究製作
皮革製面具和運用，在他回國前還專
門探訪了斯特凡諾在意大利的博物
館。
「跟大師學習時，我有承諾會把他

們的面具藝術帶到中國，讓更多人認
識西方面具表演的方式，現在總算是
兌現了。」黃俊達介紹道，這次《爸
爸》的面具也是定製的，雖然是西方
人的面部長相，但刻意做成了接近東
方人的膚色，使得演員們能更容易融
入其中。

探討面具下的父子關係探討面具下的父子關係

他臥身老唐樓下的角落梯底舖他臥身老唐樓下的角落梯底舖，，大半輩子靠着維修手錶大半輩子靠着維修手錶，，把孩子撫育成人把孩子撫育成人；；年華老去年華老去，，孩子兒媳把他送到養老院孩子兒媳把他送到養老院，，他看着孩子輕巧他看着孩子輕巧

轉身走向門口轉身走向門口，，呼出一片輕鬆呼出一片輕鬆；；阿爾茨海默症讓曾經的一雙巧手阿爾茨海默症讓曾經的一雙巧手，，連吃飯的勺子都抓不住……連吃飯的勺子都抓不住……

一個聽起來有些悲傷的故事一個聽起來有些悲傷的故事，，被香港綠葉劇團於被香港綠葉劇團於44月初帶到了杭州月初帶到了杭州，，導演黃俊達以一種充滿童趣的方式消解了導演黃俊達以一種充滿童趣的方式消解了「「子欲養而親不待子欲養而親不待」」

的殘酷現實感的殘酷現實感。。在肢體劇在肢體劇《《爸爸爸爸》》中中，，老人之間充滿老人之間充滿「「矛盾矛盾」，」，又與看護人員不停又與看護人員不停「「爭鬥爭鬥」，」，整個養老院彷彿成為老人的遊樂園整個養老院彷彿成為老人的遊樂園。。

「「如果看完這部劇如果看完這部劇，，你能回家擁抱一下你的爸爸你能回家擁抱一下你的爸爸，，就是我們最大的願望就是我們最大的願望。」。」黃俊達如是說黃俊達如是說。。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俞晝 杭州報道杭州報道

散場之後，幾位演員照例站在出口處，向
觀眾們分發觀演反饋單，一群女生把飾演
「爸爸」的孫志鴻圍在中間，向他討教劇中
一些沒有看懂的情節。憑藉在《爸爸》中的
精彩演出，孫志鴻也獲得了今年IATC（國
際演藝評論家協會）年度最佳演員的提名。
對於提名，孫志鴻用抖肩膀加三聲誇張的

大笑來表達他的興奮之情。但問及作為一名
年輕的演員，如何去揣摩飾演爸爸的神情
時，他又頓時嚴肅了起來。「為了演好爸
爸，我曾經去屯門和元朗養老院做義工，看
到了很多老人孤寂的樣子，其實對我的觸動
很大。」
「老人就像老小孩，他的興奮和發狂不是

一層層遞進上去的，而是突然一個點他就爆
發了，很多時候你都不能理解為什麼一件小
事就令老人家抓狂了。但是抓狂過後，他又
會很期待你下一次再去看他。」孫志鴻說，
最開始他經常客氣地與老人們告別說「我下
周再來看你們哦」，然後發現第二周老人家
真的一大早就開始盼着他來了。
「我的父母當年經過了非常坎坷的道路，

才到了香港，因為沒什麼文化，做的也是最
底層的工作。」孫志鴻告訴記者，他在香港
理工大學讀建築系，原本畢業後能找一個高
薪又安穩的工作，但出於對戲劇的熱愛，他
進入了綠葉劇團，從最基礎的肢體表演學
起，直到站在舞團中央當上了主角。
「最開始父母非常不能理解我的選擇，但

是現在他們都會跟我講，做自己喜歡的事最重要，只要我的
戲劇在香港上演，他們就會自費買好多票請人來看，來支持
我。」《爸爸》上演後，不善於對父母表達情感的孫志鴻編
輯了一條長長的短信給爸爸，感謝他這麼多年的無私付出。

「這條短信
我爸一直留

在 手 機
裡，為了
保 存 短
信，這麼
多年他手
機都不肯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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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劇團攜肢體劇感動杭州香港劇團攜肢體劇感動杭州

■■散場後散場後，，主演孫志鴻向觀眾解釋主演孫志鴻向觀眾解釋
劇中情節劇中情節。。 俞晝俞晝攝攝

■■《《爸爸爸爸》》劇照劇照：：爸爸
爸與戴着紅帽子的兒爸與戴着紅帽子的兒
子玩耍子玩耍。。

■開放工作室環節中，研究員與易陣者交
流。

■動畫佈景讓人恍如置
身電影場景。

■■《《爸爸爸爸》》劇劇
照照：：爸爸躺在爸爸躺在
養老院的床上養老院的床上
輾轉反側輾轉反側。。 ■■黃俊達黃俊達

■■《《爸爸爸爸》》劇照劇照：：爸爸駕爸爸駕
駛的士駛的士，，與倔老頭一起逃與倔老頭一起逃
離老人院離老人院。。

文：聞一浩 圖：「觀。聲。陣——參與式劇場在地研究計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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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