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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舞教育豈止
「跳起」
那麼簡單！
（之一）

■「賞·識」教育計劃的學校巡演
教育計劃的學校巡演，
，除了
演出示範外，
演出示範外
， 也有互動環節等趣味活
動，學生反應熱烈
學生反應熱烈。
。
攝影：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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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現代舞表演反應熱烈
學生對現代舞表演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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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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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角
棱‧角》
》香港站演出
香港站演出，
，吸
引不少學生觀眾。 攝影
引不少學生觀眾。
攝影：
：殷鵬

現代舞教育
教什麼？
教什麼
？

■《棱‧角
棱‧角》
》之〈十月
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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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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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角
棱‧角》
》之〈源流
源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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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鵬

「現在面對的每個面孔
都可能是未來的觀眾」
都可能是未來的觀眾
」

有人說，如果想要看一個時代最前衛
的思潮和最精髓的創意，就到現代舞中
去尋。可是對於普通觀眾來說，現代舞
總顯得那麼高深、抽象，難以窺見其奧
秘。
香港旗艦舞團城市當代舞蹈團
（CCDC），成立四十年來一直不斷推
行舞蹈教育，近年更是不斷嘗試新意
思，希望將現代舞更持續、深入地推廣
到人們的生活中。而在舞團藝術總監曹
誠淵看來，推廣現代舞，遠不只是展演
那麼簡單，關鍵在於讓觀眾體驗現代舞
的創作精神——個性、自由、多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城市當代舞蹈團提供

入校園

不僅教學生 還要教老師

推廣現代舞，最常見的方式就是舞蹈入校
園。但是如何做到更有創意地將舞蹈融入學校生
活並不斷深化，而不只是單純地作校園巡演？
CCDC 在其最新的「賽馬會當代舞『賞·識』教
育計劃」中展開嘗試。
舞團副藝術總監（教育）梁曉端介紹道，
「賞·識」教育計劃由 2018 年開始，將持續三
年，舞團的目標是三年內進入 300 間中小學進行
推廣。計劃的內容，除了「跳出框框」的巡演示
範外，也為學生和老師開設工作坊，最後亦鼓勵
學生和老師親身入劇場，欣賞專業舞團的演出，

■ 「 賞·識 」
教育計劃將現
代舞帶入學
校。
攝影：
攝影
：Meron

走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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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配合
「賞·識」教育計劃
教育計劃，
，舞團專門為學生觀眾準備了導賞
舞團專門為學生觀眾準備了導賞。
。

在編舞家的導賞引導下貼
近現代舞。「一直以來，
舞蹈教育都是通過不同舞
種的表演，來告訴大家什
麼是現代舞和當代舞。我
們則用比較接地氣的方
式，比如加入戲劇的手法
來介紹現代舞。這其中，
所強調的是現代舞的多元
性，鼓勵學生們表達自己
的個性，而不是介紹一個
固定的 form。我們希望引 ■學生對現代舞表演反應熱烈
學生對現代舞表演反應熱烈。
。
攝影：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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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大家對現代舞的好奇，
然後自己就會想再知道多些。我們也會帶學生進 作；下午的三個小時，則將舞蹈這件事應用到教
劇場看專業演出，接下來 CCDC 的節目也會邀 學的主題中，比如如何結合舞蹈來教蝴蝶怎麼蛻
請大家來。這種體驗的方式是不斷持續和深化 變，等等。藉由藝術的媒體，來看如何運用到學
校的教學環境中。」至於邀請學生與老師一起看
的。」
除了結合示範、講解與趣味互動的巡演節 專業的演出並接受導賞，梁曉端認為除了學生
目，「賞·識」比較特別的是不僅針對學生，還 外，更重要的其實是加強老師對現代舞的理解。
針對老師設計當代舞工作坊。「老師的工作坊分 「因為最終的舞蹈教育不是單靠藝術家來進行，
為兩部分，早上的三個小時讓大家體驗怎麼創 而是要靠老師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教導。」

讓更多觀眾看到現代舞

如果說「賞·識」是深化本地學校中的舞蹈教
育，那《棱·角》則是另一種嘗試。
一個多小時的演出，集合了七個當代舞作品選
段。曹誠淵親身上台進行導賞，觀眾一邊看現場
演出，一邊聽他拆解現代舞的秘密。
「推廣現代舞，不只是做一些東西給人看。」
他說，「現代舞太多不同的層次和樣貌，如果說
的只是來看一場節目，那觀眾有可能剛好喜歡這
個舞，但下次當他看到不同的作品，發現不喜
歡，又會沮喪。現代舞重要的不是它是什麼樣
子，而是它的那種『多元』，就像我們現在的社
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這個就是所謂的『現
代』。」
《棱·角》的節目設計就是讓觀眾去體驗這種
「多元」，知道現代舞真正的精神不在乎具體的

形式，而在乎不同角度、自由的表達。這就像是
捧出一碟雜錦小點，邀請觀眾進到這扇門裡面，
至於之後何去何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在到香港演出之前，《棱·角》已經造訪過 14
個內地城市，南京、寧波、重慶、貴陽、成都、
西安、鄭州、武漢、長沙、深圳……曹誠淵笑
說，就像是繞着中國內部寫出一個「中」字來。
這些城市，大多不是一線城市，有些偏遠的地方
甚至從來沒有看過現代舞。
「我們每次去歐洲演出，都有人問：『你們是
代表中國的哦，那中國觀眾怎麼看你們呀？』我
每次都覺得很難回答。因為內地還有好多地方的
觀眾其實沒有什麼機會看現代舞。我們說自己代
表中國，但是連中國自己的觀眾都沒看過，或者
不明白現代舞，我們有什麼代表性？」因着這樣
的想法，曹誠淵帶着《棱·角》走
過不同城市。觀眾反應熱烈，演
■《棱‧角
棱‧角》
》香港演出的學生專場
香港演出的學生專場，
，學生們聽曹誠淵解畫現代
員也滿心激動，有些參與《棱·
舞的秘密。
舞的秘密
。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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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鵬
角》的演員，也是趁着這次巡
演，才第一次回家鄉跳舞，第一
次讓家人看到什麼是現代舞。
「中國太大了。」曹誠淵感
慨。地方大，人口多，有些二線
城市的人口可能頂得上歐洲的一
個國家。曹誠淵看到了現代舞在
中國的巨大潛力，也在觀眾的眼
睛中看到了強烈的渴求。
「我們去的地方以大學為主，
現在內地的高校投入了很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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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硬件中，但是很缺乏軟件，特別是三線城市，
他們看到我們簡直覺得『哇！我們這裡還從來沒
有一流的藝術團體來！』我們好像是第一個。記
得我們去湖南長沙第二師範大學，看完演出之
後，他們馬上將自己記錄的東西、感想等，在微
信上發出來。我自己都很感動，他們真的很像海
綿，將東西馬上吸收了。可能我們在香港，只是
見到作為遊客的他們。但是去到內地，你才會發
現後面的力量是很大的。我覺得香港是可以從文
化層次上帶動這些東西。我們一方面在香港做，
一方面也把我們的經驗帶過去。」

理工男，跳舞吧！
在內地現代舞巡演中，反應
最熱烈的居然是理工類大學。聽曹誠淵笑
着描述理工男們擠滿體育館的熱烈場面，真是讓
人又感動又覺捧腹。「我想，傳統的舞蹈是很美，但好
像和他們格格不入，反而現代舞有很多想像的空間，他們看
到想看的東西。」就像華中科技大學，已經又再發出邀約，希
望舞團能持續地去。「我們也在內地的高校中做很多的工作坊，
通常大學都是講一場，到了理工學校，他們則要求做四次，教四個
班，來的學生真是完全不同的，有一個班甚至大多是外國留學生。這
些學生可以算是零基礎，完全沒有學過現代舞，但是看了演出後就想
要試下。那種很單純的求知慾讓人很感動，然後你也會看到他們的身
體是很有反應的，比如你叫他移動重心，他真的整個人動起來，也
可以看出這可能是他們第一次這樣去用身體。」
「至於之後這經歷會不會對他們產生影響，比如影響他們
設計氫氣板？我不知道！但很明顯地，他們的老師也看到
這個經歷對學生是很好的added value。」曹誠淵笑着
說。

種下種子 靜待花開
今年是 CCDC 成立 40 周年。
1979 年，曹誠淵從美國回到香
港，在黃大仙的天台上成立了香
港第一個現代舞團，之後又相繼
打造廣東現代舞團和北京雷動天
下現代舞團，他也因此成為現在
人們口中的「中國現代舞之
父」。40 年來，他看着現代舞在
香港落地生根，逐漸成為這個城
市時代氣息中的亮麗一筆。
「70 年代，香港還是普遍地被
認為是文化沙漠，晚上是沒有什麼
演出看的，每年最大的表演就是
香港小姐競選了。」80 年代，香
港藝術中心建成，之後各區的社
區會堂才逐漸開放。「80 年代香
港的本土文化發展，政府是有意
識推動的，但是藝術的教育仍然
缺乏。那時人們的第一想法就是
為什麼要學跳舞，學音樂呀？音
樂還好些，畢竟學校每周總有一
到兩堂，其他藝術就真的很少。直
到 80、90 年代，家長的意識開始
轉變，接着演藝學院出現，『文化
圈』才開始出來了。」
CCDC 成立初期，第一個演出
完全沒有觀眾，曹誠淵和團員們知
道，必須要主動走出去接觸觀
眾。從 80 年開始他們積極入學
校，最多的一年去了 99 間中小學
做巡演。「當時沒有想着是做教
育項目，就是想把自己的東西告
訴大家聽。」他記得去的第一間
小學是深水埗的鮮魚行學校，就
在停車場上面演出。鋪上地膠，
開着兩個大風扇呼呼地吹，小學

■曹誠淵為舞蹈員上課及主持
工作坊。
工作坊
。
殷鵬 攝
生們來了以後席地而坐看舞蹈演
出。曹誠淵說當時條件很差，哪有
現在還有技術團隊幫忙搞定演出的
所有細節。12個團員什麼都要做，
燈光、舞台、服裝……不懂就落手
落腳學。扛着音響、拿着地膠，什
麼環境都去跳過。到了今天，舞團
的教育項目越來越成規模，也有更
嚴整的團隊和緊密的計劃，然而每
每想起當年的那種天真直接卻仍覺
心動。「也許，回憶總是美好的
吧。」他說。
只是教育絕不可能一蹴而就，
播下了種子，只能靜待花開。從
80 年代到今天，CCDC 的教育項
目不停嘗試新方式，曹誠淵卻從
來不覺得急迫，「這是個很長遠
的東西，不能急功近利。」他記
得一次舞團去溫哥華演出，完了
有觀眾上台說自己是香港移民，
當年曾在香港學校中看過舞團的
演出。「就好像是突然打開一扇
門。這個種子種得很深很深，然
後多年後竟然在世界的另外一個
地方開花結果。種子到底幾時會
開花呢？我總是抱着美好的願
望，因為我總相信，你的汗水和
耕耘是有功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