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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館》
難破文化差距
先看的是安排在金沙劇場的《酒
館》，這是將德國二十世紀初著名喜劇
演員K.Valentin創作的幾篇短篇劇作，
由三女八男合共十一位演員，在一位男
中音歌手、一隊十人管弦樂隊現場重現
二十世紀初的德語流行曲伴同下，製作
成為一場集現場音樂、舞蹈和戲劇的荒
誕喜劇。
Valentin 寫於二十世紀初的短篇小
說，文字語言無比精煉，開場便是一對
夫婦生活中很普通的對話，只是一句語
言上的誤解便引發連串的諧謔效果，帶
出了無比荒誕的處境。這種帶有黑色幽
默感的語言錯摸遊戲，再結合演員往往
一本正經的服裝，而以形體動作與表情
都帶點誇張的表演方式來推動情節發
展，確實很有可觀性。劇名取用《酒
館》也可視作為於酒館中看到的，聽到
的各種各樣的故事，整個戲便以這些故
事串連而成。安置在舞台左後側，大部
分時間處於「暗處」的樂隊和歌手，亦
得以合理化，成為了在酒館中助興的樂
師了。
這隊Band用的樂器組合亦很接近爵
士樂隊，高、中、低音三位色士風手，
加上雙小號、長號、爵士樂的套鼓成為
主力，還有低音結他、小提琴，和鋼
琴。而作為音樂總監的Rita Nunes則是
位擁有碩士學位的女色士風手，她在
Band 隊中演奏中音及上低音色士風，
演出時還不時要兼顧指揮，間中亦有時

會由演出中的演員走來指揮，但
Band 隊大多數時候都是「自動波」，
發揮的作用除了「間場」串起各個故
事外，另一重要「任務」是為不同故
事營造不同氣氛。
可以說，這種舞台劇形式，生動活

潑，場面確是無比熱鬧，亦充滿喜劇
性，但很明顯地，內容的時空和港澳
地區的觀眾距離太遠了，用的又是葡

語和德語，加上涉及很在地
的文化元素，儘管同步有
中、葡、英三種文字字幕，
觀賞時的投入感亦不易提
升。為此，一氣呵成的85分
鐘，不要說，「定必令觀眾
笑足全場」的宣傳語現象並
未有出現，能引發全場笑位
的也不多，未能打破文化差
距所帶來的疏離，觀眾這種
反應也就是自然不過的事
了。

《二馬》
五男大玩文化碰撞
相隔一天晚上，在澳門文

化中心綜合劇院看來自北京
的「北演戲劇」製作的《二馬》，改編自老
舍筆下同名的經典長篇小說，編劇方旭及郭
奕雯（方旭身兼導演及演員）自然要將原作
進行大刀闊斧改編才能適合現代舞台。老舍
的同名長篇小說和《卡爾的荒誕酒館》採用
Valentin的短篇小說，同樣都是寫於二十世
紀二十年代相近的時間，但《二馬》卻是直
接以因中西方文化隔閡的種種誤解引發的碰
撞作為題材，採用的基本仍是傳統的敘事性
方式來推進故事情節。
《二馬》是一個關於在北京土生土長的

「大爺」老馬，帶同兒子小馬「勇闖」英倫
的故事。老馬去倫敦是繼承兄長的古玩店，
在不情不願的情況下成了小商人，後來二馬
還與寄居的屋主人溫都太太與女兒瑪莉展開
一場啼笑皆非的愛情故事。藉着老馬小馬兩
父子的遭遇，帶出中西方文化的差距、兩代
人的隔閡、新舊時代的對立等等讓人會心微
笑的矛盾衝突。
《二馬》至為獨特的是以全男班五位演員

分飾了劇中九位男女角色，分別反串演溫都
太太的劉欣然，和瑪莉的蘇小玎，演來更是
「抵死」傳神；同時，老濃與蘇小玎設計的
音樂，採用了結合中國戲曲音樂和英國音樂
的方式，還加入倫敦大笨鐘的鐘聲，都能配
合情節發展適時地出現，也就增添了京味風
格與英式幽默。至於最後以老馬的孫子來
「倒敘」二馬「家族 」在倫敦的「現
狀」，那便顯然不是老舍的原著內容了，只
以幾分鐘的「快閃」方式來交代，但求將故
事帶回到今日，讓大家去思考一下，現今在
全球化的大趨勢下，這種中西文化碰撞的現
狀又變得如何呢？
《二馬》的演出，更意外的驚喜卻在最後

劇終時五位演員的不同姿態動作配搭的謝幕
式，而觀眾的熱烈反應，亦見出這部同樣沒
有半場休息、長達130分鐘一氣呵成的製作
的成功，這可是沒有在《酒館》演出後謝幕
出現的場面呢。

西九文化區的「自由空間」六月開
始啟用，已經運作數年的西九表演藝
術部終於有自己的場地去推展項目。
開場的舞蹈節目除了由法國編舞家克
里斯汀．赫佐主持的舞蹈工作坊、公
開講座及上演其作品《來自真實故
事》外，還有香港編舞馮樂恒為期兩
周的駐場計劃，並於計劃尾聲舉行公
開的階段展演。

為創作提供「專屬空間」
這個名為「馮樂恒駐場創作：《從

頭（再）開始》」的計劃，是自由空
間與英國著名編舞家韋恩．麥葛萊格
（Wayne McGregor）工作室之交流
及合作協議的項目之一。過去幾年，
西九表演藝術部舞蹈組其中一項重要
的工作，是與海外舞蹈藝術機構——
包括澳洲、芬蘭、英國、新加坡、日
本、法國及西班牙等地，發展合作及
交流計劃。這些計劃不僅讓香港的舞
蹈家可以到海外進行研究及交流，也
讓海外的藝術家來香港認識本地的舞
蹈現況。
由於西九文化區本身的場地未啟
用，以前的交流活動，只能租借其他
場地。這次馮樂恒進駐西九，讓整個
團隊可享有一個專屬空間。以往的經
驗可能要與其他藝術家或團體共用租
借的場地，每天排練完需要花時間還
原。這次駐場則是整段時期供馮樂恒
使用，他直言對排練來說是方便得
多。而且場地也具備投影、音響設施
及駐場的技術人員，綵排時他能隨時
用上或查詢，對排練的效率及查看效
果是相當有幫助。
這個計劃另一特別之處，是馮樂恒
並不是要發展一個新的作品，而是以
作品《從頭開始》為基礎再發展。
《從頭開始》受香港藝術節委約，於
2015年的香港藝術節發表了約半小時
的版本。他以輕鬆手法展示編舞及舞
者間微妙的關係，當年甚獲好評，也
有不少的巡演機會。2017年巡演期間

他覺得作品能繼續發展，及後與時任
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部舞蹈組主管陳
頌瑛提及，終於在去年實現。香港編
舞家要重演或再發展作品的機會其實
不多，但這是藝術創作必須及重要的
階段，西九文化區能夠支持，具一定
意義。

鼓勵作品「再發展」
去年秋天，馮樂恒與四位舞者，在

韋恩．麥葛萊格工作室進行了《從頭
（再）開始》第一階段的排練。這次
在西九的駐場計劃，是創作的第二階
段。而八月將進入最後階段的排練，
九月底在英國史雲頓舞蹈中心（Swin-
don Dance）作世界首演。
能夠再發展有何好處？這次去看駐

場的後期排練，發現馮樂恒已加進了
不同的元素，在形式與內容上再作深
挖及擴充。《從頭（再）開始》由
《從頭開始》本來的雙人舞，發展成
四位舞者的演出。有趣的是，馮樂恒
並非將本來的內容拆解再添餡料，而
是在本來的部分完結之後，加添段
落。
這次的駐場排練，主要集中在修改

及推進新添的部分。在當代舞創作過
程中，作品常是編舞根據舞者的特質
而創作，並與舞者一同發展作品。舊
版的雙人舞呈現了編舞與舞者之間既
是同行又有對抗的權力關係，今次新

增兩位來自英國
的舞者，在新舊
舞者之間已有一
種張力，亦加添
了港英文化差異
的元素。繼而，
換了舞者，同一
個動作可以給出
不同的感覺，如
何去複製動作，
動作背後的意思
及 因 由 又 能 否
「承襲」及「轉

載」？馮樂恒在《從頭開始》中已跟
兩位香港舞者梁儉豐及黃銘熙緊密合
作，這次新增兩位英國舞者 Michael
Barnes 及 Jack Sergison ，看到馮樂
恒與四位舞者一同思考及討論不同段
落的處理及呈現意義的方法。與演出
中所扮演的高高在上的「編舞」不
同，他們在一個對等的位置探索不同
發展的可能。
《從頭（再）開始》讓我們看到，

一個作品即使演出完畢，仍然有發展
的空間及意義，若能給予適當的支
持，創作人及作品就可以走得更遠。
馮樂恒在公開展演時提到這計劃能夠
出現，除了西九文化區及韋恩．麥葛
萊格工作室的全力支持外，還有香港
藝術發展局、英格蘭藝術委員會、香
港駐倫敦經貿辦事處及史雲頓舞蹈中
心等多個機構的支持。
在藝術作品可以面向觀眾之前，首

先要有藝術機構支持，創作及演出才
能成事。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部舞蹈
組現任主管張月娥在展演討論環節時
提到，西九文化區的宗旨之一是希望
能促進創作的發展，為藝術創作提供
研究及發展的空間。西九文化區是首
個設有藝術總監的公營場地機構，希
望馮樂恒這次的駐場計劃，將標誌了
自由空間及日後陸續落成的場地的理
念，能夠為本地藝術創作者提供更多
的發展空間及支持。

日本銷售量高達250萬冊的學習圖鑑「動態
圖鑑MOVE」打造最新形態的教育型體驗展覽
「變變變！MOVE生物體驗展」，香港站於即
日登場，當中設有「生存海洋」、「小小花
園」、「神奇叢林」、「奇跡草原」、「巨大
圖鑒」、「生物特徵」6大主題互動區，大小
朋友可以化身多種生物，在大自然中大展身
手，體驗多種生物的生存環境及日常習性，從

角色扮演中學習善
用自然資源。
7月及8月每日設
有5節體驗時段，
每節2小時，每次
入場人數有限，感
興趣的讀者可盡早
預約：ttps://zukan-moveHongKong.com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廣州報道）綜藝
節目《國樂大典》第二季
在廣州舉辦首期看片會。
以方錦龍、吳彤、陳軍、
唐俊喬、阿蘭為陣營的五
位國樂大咖化身「尋樂
人」，各自帶領樂團征戰
國樂舞台。相比第一季全
心全意敘述國樂之美，節目到了第二季，嘉賓
「人設」編排更突出，舞美設計邀請海外專家
團隊助陣。看片會現場，《國樂大典》總導演
林維樺透露，做一個民族音樂的電視綜藝節
目，尋找有綜藝感的「尋樂人」也是一檔節目
成敗的關鍵。對於許多熱門綜藝節目來說，嘉
賓在節目中的「人設」問題，總是輕易成為大
家茶餘飯後的談資。林維樺告訴記者，節目第
二季在尋找「尋樂人」的時候，就遇到過嘉賓
難找的問題。從首期看片來看，中國第一位民
族樂團首席女性演奏家唐俊喬的「麻辣教師」
個性已經成功突圍。作為上海音樂學院國樂教
授和竹笛演奏家的她，不僅有過硬的專業功
底，也有自己的一眾竹笛粉絲。節目中，只有
她一個人敢於在一眾讚美之中挑出每個樂團在
演奏時候的欠缺和問題，也為場內外觀眾打開
了新的欣賞樂團表演方式的切口，能夠帶領民
眾更為積極的嘗試做一個專業的聽眾和鑒賞
者。唐俊喬麻辣語錄直擊樂團「痛點」，連人
美聲甜的「尋樂人」阿蘭也被無情開嗆，現場
「火藥味」十足。「尋樂人」和他們帶領的樂
團，強強對決之下，少了以往的談笑風生，火

藥味十足。
談及第二季節目對「尋

樂人」人設這一話題的重
視，林維樺坦言，從第一
季的經驗來看，一味尋求
低頭做好電視內容，而忽
略電視節目的社會話題，
就難以讓國樂這種原本就
小眾題材的電視節目收穫

更多觀眾群體。「為何首期節目會把話題偏向
在一個人物身上？」自曝想要好內容和社會話
題的林維樺也指出，其實一檔電視綜藝節目，
只要觀眾都記住了一個唐俊喬，也就意味着記
住了《國樂大典》。
記者獲悉，《國樂大典》第一季時便被不少

觀眾盛讚為國樂版的《國家寶藏》。原來伴隨
着樂團的競演，期間也會有不同民族和地區的
小眾樂器呈現。比如，充滿民族風情的扎木
念、碧汪，還有將燒製精美的青瓷碗碟當作樂
器的「甌樂」刷新觀眾對於樂器的認知範疇。
作為當代五弦琵琶的代表人物方錦龍，在

《國樂大典》第一季中，曾獨自秀出了十八般
民族樂器，對骨笛，鼻蕭、二胡、鋸琴、簧片
等樂器的演奏都可信手拈來，也喜提「方獨
秀」的美譽。而今面對殘酷賽制，作為「尋樂
人」的他也忍不住感慨：「壓力山大。」但是
作為國樂人希望能堅守民族音樂的推廣，讓更
多年輕人了解傳統音樂，感受國樂之美。為
此，在第二季的首發節目中他帶來了自己創立
的「芳華十八樂團」，將古典與現代碰撞的廣
東音樂之美傳遞給觀眾。

藝粹短訊
文：聞一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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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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自由空間」啟用
駐場計劃助藝術家深化作品

「變變變！MOVE生物體驗展」

《國樂大典》第二季開催

借綜藝節目推廣民樂
嘉賓亦需「人設」帶話題

文化的疏離與碰撞文化的疏離與碰撞
橫跨五月到六月的第三十屆澳門藝術節，今年不僅特別將觀眾層面擴展到

大灣區內各城市，前瞻性的節目亦有所增加，在面對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其

中兩個戲劇製作，來自葡萄牙電擊劇團（Teatro do Eléctrico） 的《卡爾的荒

誕酒館》（下稱《酒館》），和來自北京「北演戲劇」的《二馬》，便直接

和間接地帶出了即使是在全球化的今日，不同文化之間所產生的疏離差距與

碰撞的問題。 文：周凡夫

——澳門藝術節的澳門藝術節的《《酒館酒館》》與與《《二馬二馬》》

■■「「馮樂恒駐場創作馮樂恒駐場創作：《：《從頭從頭（（再再））開始開始》」》」的公開的公開
展演展演 攝影攝影：：嘉霖嘉霖（（相片由西九文化區提供相片由西九文化區提供））

■■《《卡爾的荒誕酒館卡爾的荒誕酒館》》充滿黑色幽默充滿黑色幽默。。 攝影攝影：：Alipio PadilhaAlipio Padilha

■■《《卡爾的荒誕酒館卡爾的荒誕酒館》》集音樂集音樂、、戲劇舞蹈於一身戲劇舞蹈於一身。。
攝影攝影：：Alipio PadilhaAlipio Padilha

■■《《二馬二馬》》充滿詼諧感充滿詼諧感。。 照片由照片由「「北演戲劇北演戲劇」」提供提供

■■《《二馬二馬》》由全男班上陣由全男班上陣。。
照片由照片由「「北演戲劇北演戲劇」」提供提供

■■《《二馬二馬》》照片由照片由「「北演戲劇北演戲劇」」提供提供

■■《《卡爾的荒誕酒館卡爾的荒誕酒館》》攝影攝影：：Alipio PadilhaAlipio Padilha

■■《《國樂大典國樂大典》》總導演林維樺分享節目總導演林維樺分享節目
「「人設人設」」編排初衷編排初衷。。 胡若璋胡若璋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