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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空館由即日起舉辦專題展覽「登月五
十年」，展出人類首次登月的相片、錄像節
目、模型和互動展品等，介紹月球的科學知
識，並與市民一起回顧人類探索月球的艱巨歷
程。
美國太空總署阿波羅十一號太空船於1969

年成功登陸月球，太空人尼爾．岩士唐成為首
位踏足月球的人。這項任務為人類探索太空，
記下光輝的一頁。為慶祝人類登月五十周年，
展覽特別介紹首次把人類帶到月球的火箭、太
空船和太空衣等模型、探月飛行路線和月球隕
石，重溫登陸月球的歷史性壯舉。
展覽亦展出由樂高香港有限公司特別製作的

「土星五號」火箭模型，「土星五號」火箭是
一種三級式液態燃料火箭，負責搭載阿波羅太
空船升空。模型高五米，由超過二十萬粒樂高
顆粒砌成，以嶄新手法展示太空科技。為配合
展覽，太空館亦特別舉辦一系列教育活動，包
括工作坊、專題講座和天文觀測等，以提高市
民對天文的興趣，加強他們對太空探索的認
識。
日期：即日起至9月2日（逢一、三至五) 下

午1時至晚上9時
即日起至9月1日（逢星期六、日) 上
午10時至晚上9時

地點：香港太空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泉州報道）電
影《不能說的秘密》中，周杰倫與影片中的
「鋼琴王子」留下經典鬥琴片段。日前，兩名
來自德國的鋼琴家——保羅．西比思和安德列
亞斯．肯恩，在泉州大劇院分別身一黑一白
演出服，以鋼琴大鬥法的形式，為現場觀眾演
繹了一場古典音樂與創意表演相結合的視聽盛
宴。
《鋼琴大鬥法》強調曲風理念。在當晚的演

出中，身黑色西裝的保羅以「相信你的耳
朵」為主題，詮釋傳統、學術的古典音樂。身
白色西裝的安德列亞斯則以「保持好奇」為
主題，以爵士、搖滾創新地傳達古典音樂的多
變風格。
長達90分鐘的經典鋼琴曲大碰撞甫一開

始，保羅和安德列亞斯就以在舞台上「鬥嘴」
的形式拉開了「鬥法」序幕。第一輪，保羅演
奏了一首蕭邦的練習曲，安德列亞斯則以斯克
里亞賓的練習曲應對。第二回合，安德列亞斯
柔情、深情地演奏舒伯特的《即興曲》，保羅
則以一曲更耳熟能詳的德彪西的《月光》俘獲
觀眾。接下來，安德列亞斯演繹莫里茨．愛格
特作品《一人樂團》。只見他手腳並用，或有
節奏地用手敲打琴板，或跺腳伴奏，甚至
用下巴來彈奏，給觀眾帶來陣陣驚喜。而保羅
在第四回合溫柔嫻熟地演奏了台灣作曲家黃凱
南為他量身定做的作品《水洗的顏色》。最後
一個回合，保羅提出雙方蒙眼睛演奏穆索爾
斯基的《圖畫展覽會片段》。即便是蒙眼睛
他們也「針鋒相對」，你來我往地暗暗較量。
在與觀眾互動中，保羅質疑古典音樂娛樂性的
必要性。他認為古典音樂是嚴肅的，應該是觸
動心靈的，他希望觀眾「相信自己的耳朵」。
安德列亞斯則認為古典音樂也可以有幽默感，
再創造的音樂值得現代人去欣賞，提醒觀眾要
一直「保持好奇」。
當晚的演出，打破了古典音樂會給人的刻板

印象，諸多喜劇和表演元素的加入，把快樂的
情緒揉進音樂中。哪怕是聽不懂古典音樂的觀
眾，也會被兩位鋼琴家幽默、逗趣的表演所感
染。據悉，保羅和安德列亞斯已合作8年，
《鋼琴大鬥法》即為二人共同策劃的創作。表
演足跡遍及五大洲的保羅，曾在倫敦聖三一音
樂學院任教，現在仍不時在韓國、台灣及香港
等地主持鋼琴大師班。而喜歡以非傳統形式推
廣古典音樂的安德列亞斯，製作過多個形式創
新的音樂會，讓更多人了解古典音樂。據悉，
今次是二人第七次來華演出，《鋼琴大鬥法》
亦已在全球巡演超百場。

藝粹簡訊

《鋼琴大鬥法》
決戰「黑白之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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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月五十年」展覽

時間馴服世間萬物時間馴服世間萬物，，人又如何馴服自己人又如何馴服自己？？

在當今國際藝壇炙手可熱的希臘編舞家廸米特里斯‧帕派約安努在當今國際藝壇炙手可熱的希臘編舞家廸米特里斯‧帕派約安努（（Dimitris PapaioanDimitris Papaioan--

nounou））早前帶代表作早前帶代表作《《偉大馴服者偉大馴服者》（》（The Great TamerThe Great Tamer））訪港訪港，，荒誕奇詭的視覺景象如荒誕奇詭的視覺景象如

同引人進入時間的漩渦同引人進入時間的漩渦，，各種象徵各種象徵、、指涉如繁花迷眼指涉如繁花迷眼，，為觀眾留下無數回味空間為觀眾留下無數回味空間。。

文化中心的小會議室中文化中心的小會議室中，，帕派約安努接受記者的訪問帕派約安努接受記者的訪問，，偶爾側臉微笑偶爾側臉微笑，，像極了眉眼深邃的像極了眉眼深邃的

希臘雕像希臘雕像。。談起創作談起創作，，他笑說自己是追求完美的他笑說自己是追求完美的「「控制狂控制狂」，」，問他創作中最挑戰的部分是什問他創作中最挑戰的部分是什

麼麼，，他打趣笑道他打趣笑道：「：「是在是在deadlinedeadline來臨時接受現階段我們只能做到這樣來臨時接受現階段我們只能做到這樣。」。」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尉瑋 圖圖：：香港康文署文化節目組提供香港康文署文化節目組提供

演演出未開始前出未開始前，，一名男舞者已側身一名男舞者已側身
站在台前站在台前，，燈光漸漸暗淡燈光漸漸暗淡，，他脫他脫

下皮鞋褪去全身衣物下皮鞋褪去全身衣物，，赤條條地躺在赤條條地躺在
舞台中央舞台中央，，任另一位舞者為他蓋上白任另一位舞者為他蓋上白
布布。。這時這時，，又一舞者登場又一舞者登場，，在他身旁在他身旁
翻動一塊木板翻動一塊木板，，木板落下掀起微風木板落下掀起微風，，
將白布吹開將白布吹開，，全裸的男人再一次出現全裸的男人再一次出現
在觀眾眼前在觀眾眼前。。如此不斷反覆如此不斷反覆，，白布蓋白布蓋
上上，，白布吹走……白布吹走……《《偉大馴服者偉大馴服者》》的的
立意基調立意基調，，讓人想起生死循環讓人想起生死循環。。
接下來的演出接下來的演出，，如同遊走在扭曲的如同遊走在扭曲的
現實與荒誕的幻境現實與荒誕的幻境。。耳中明明是熟悉耳中明明是熟悉
的的《《藍色多瑙河藍色多瑙河》，》，那音樂偏偏悠揚那音樂偏偏悠揚
細碎細碎，，似是由舞台遠遠的後方流瀉出似是由舞台遠遠的後方流瀉出
來來，，將以黑灰色為基調的舞台襯托得將以黑灰色為基調的舞台襯托得
更加孤寂荒蕪更加孤寂荒蕪。。深諳繪畫的帕派約安深諳繪畫的帕派約安
努將舞作構建成流動的視覺奇觀努將舞作構建成流動的視覺奇觀，，每每
個定格都有油畫般的質感個定格都有油畫般的質感，，更留下大更留下大
量對於歷史量對於歷史、、希臘神話希臘神話、、經典藝術作經典藝術作
品的指涉品的指涉，，讓觀眾自行聯想讓觀眾自行聯想。。前一前一
秒秒，，突兀登場的太空人掀開地板突兀登場的太空人掀開地板，，從從
泥土中挖出年輕男子泥土中挖出年輕男子，，讓人想起讓人想起AnAn--
drea Mantegnadrea Mantegna 的的 《《Lamentation ofLamentation of
ChristChrist》，》，下一秒眾人將一男子放在桌下一秒眾人將一男子放在桌
子上子上「「開膛破肚開膛破肚」，」，又讓人似乎看到又讓人似乎看到
林布蘭的名畫林布蘭的名畫《《The Anatomy Lesson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of Dr Nicolaes Tulp》》……數不清的……數不清的
「「名場面名場面」」讓人目不暇接讓人目不暇接，，經典的一經典的一
幕幕，，金色的箭矢密集地射向將一塊塊金色的箭矢密集地射向將一塊塊
地板當作盾牌狼狽躲閃的人們地板當作盾牌狼狽躲閃的人們，，卻在卻在
落地時化為一片典雅平和的金色稻落地時化為一片典雅平和的金色稻
穗穗。。整個整個《《偉大馴服者偉大馴服者》》就像是帕派就像是帕派
約安努與觀眾間的一場遊戲約安努與觀眾間的一場遊戲，，他將經他將經
典挪用典挪用，，再扭上一扭再扭上一扭，，本來劍拔弩張本來劍拔弩張
的緊張氣氛瞬間消解在觀眾的會心一的緊張氣氛瞬間消解在觀眾的會心一

笑中笑中，，而後者卻又從這看似戲謔的荒而後者卻又從這看似戲謔的荒
誕裡嚐出了不尋常的殘忍意味誕裡嚐出了不尋常的殘忍意味。。
「「就像是一個旅程就像是一個旅程，，一個夢一個夢。。在夢在夢

中中，，我們的主角如奧德修斯般穿梭於我們的主角如奧德修斯般穿梭於
許多故事中許多故事中，，直到找到怎麼馴服自己直到找到怎麼馴服自己
身體中的能量身體中的能量，，在死亡之前創造出新在死亡之前創造出新
的東西的東西。」。」帕派約安努說帕派約安努說，，希臘有句希臘有句
老話老話——時間馴服世間萬物時間馴服世間萬物。「。「對我對我
來說來說，，偉大馴服者偉大馴服者，，是那些在死亡來是那些在死亡來
臨前將生命活得淋漓盡致的男女臨前將生命活得淋漓盡致的男女。」。」

藝術訴說真實
對帕派約安努來說對帕派約安努來說，，人類存在本身人類存在本身

就是難解的謎題就是難解的謎題。《。《偉大馴服者偉大馴服者》》的的
靈感來源靈感來源，，其實是一起真實的校園霸其實是一起真實的校園霸
凌事件凌事件。。希臘一所大學的男生被朋友希臘一所大學的男生被朋友
們欺凌後失蹤們欺凌後失蹤，，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
與尋找與尋找，，最終被發現時已經死亡最終被發現時已經死亡。。這這
事件觸發了帕派約安努的內在情緒事件觸發了帕派約安努的內在情緒：：
「「我開始想我開始想，，為什麼朋友會去欺凌朋為什麼朋友會去欺凌朋
友友？？只是單純的憎恨只是單純的憎恨？？是慾望是慾望？？還是還是
扭曲的愛扭曲的愛？？為什麼人類總是如此為什麼人類總是如此，，互互
相攻擊相攻擊、、傷害傷害，，將榮譽賦予某些代表將榮譽賦予某些代表
之上之上，，再摧毀他們再摧毀他們？？在我創作在我創作《《偉大偉大
馴服者馴服者》》的時候的時候，，這些情緒潛藏在我這些情緒潛藏在我
內心深處內心深處。。在舞台上試圖詮釋暴力在舞台上試圖詮釋暴力，，
非常困難非常困難，，所以我們最終用了林布蘭所以我們最終用了林布蘭
的畫作的畫作，，讓大家知道這是個玩笑讓大家知道這是個玩笑、、是是
假的假的，，但在那荒謬的但在那荒謬的、、欺詐的欺詐的、、虛假虛假
的情緒中的情緒中，，卻有可能觸及到某些真卻有可能觸及到某些真
實實。」。」
帕派約安努說帕派約安努說，，劇場的確是虛構劇場的確是虛構
的的，，正如同繪畫也是假的正如同繪畫也是假的，，但藝術正但藝術正
正穿透幻象訴說真實正穿透幻象訴說真實。「。「劇場不是紀劇場不是紀
錄片錄片。」。」他說他說。。他不喜歡舞者去他不喜歡舞者去

「「演演」」出某出某
種情緒或角種情緒或角
色色，，甚至不希望甚至不希望
他們過於沉浸於情緒當中他們過於沉浸於情緒當中。「。「我不是我不是
很在乎演員是否感受到太多的東西很在乎演員是否感受到太多的東西，，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觸發觀眾的感受因為我們的目標是觸發觀眾的感受。。
有時在舞台上你感受得太多有時在舞台上你感受得太多，，其實反其實反
而沒有留下空間讓觀眾去想像而沒有留下空間讓觀眾去想像。。就像就像
被填滿了的湯匙被填滿了的湯匙，，沒有空間了沒有空間了。。我總我總
是喜歡提醒演員和觀眾是喜歡提醒演員和觀眾，，這不是真這不是真
的的，，這是假的這是假的，，這是一個遊戲這是一個遊戲，，喜歡喜歡
的話儘管進來的話儘管進來，，不喜歡也可以離不喜歡也可以離
開開。」。」帕派約安努說帕派約安努說，，他不喜歡去他不喜歡去
「「假裝假裝」」某種樣子來感動觀眾某種樣子來感動觀眾，，也正也正
因如此因如此，，他不愛用那些吵鬧刺激的音他不愛用那些吵鬧刺激的音
樂樂，，對他而言對他而言，，劇場不是去劇場不是去「「攻擊攻擊」」
觀眾觀眾，，而是而是「「退後一點退後一點，，像是一片風像是一片風
景景，，讓你自己去體會讓你自己去體會。」。」

身體奇觀
《《偉大馴服者偉大馴服者》》醞釀的醞釀的「「景觀景觀」」質質

感深邃感深邃。。這當然不是傳統的舞蹈這當然不是傳統的舞蹈，，在在
傾斜鋪置傾斜鋪置、、如同墓地般斑駁的舞台如同墓地般斑駁的舞台
上上，，帕派約安努對舞者身體的運用讓帕派約安努對舞者身體的運用讓
人瞠目結舌人瞠目結舌。。頻繁出現的裸體已不算頻繁出現的裸體已不算
什麼什麼，，隨意隨意「「分解分解」」又重新組合的身又重新組合的身
體部分才是讓人拍案叫絕的視覺魔體部分才是讓人拍案叫絕的視覺魔
術術。。一個個疊加的臀部一個個疊加的臀部，「，「散落散落」」在在
一地的身體部件一地的身體部件，，男女肢體的男女肢體的「「合合
體體」，」，成為身體延伸部分的物件……成為身體延伸部分的物件……
「「將身體當木偶用其實是古老的技藝將身體當木偶用其實是古老的技藝
了了，，並不是什麼複雜的把戲並不是什麼複雜的把戲。。最難的最難的
其實不是身體的實行其實不是身體的實行，，而是構思而是構思——
哪些部分要藏起來哪些部分要藏起來？？哪些部分要展現哪些部分要展現
出來出來？？怎麼展現一部分時隱藏的部分怎麼展現一部分時隱藏的部分

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而不被人發現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而不被人發現？？
表演者最大的挑戰是要嘗試說服自表演者最大的挑戰是要嘗試說服自
己己，，一分為二一分為二——既是操偶師又是木既是操偶師又是木
偶本身偶本身。」。」帕派約安努說帕派約安努說。。
帕派約安努愛把自己的舞者稱為帕派約安努愛把自己的舞者稱為

「「表演者表演者」，「」，「我不知道確切要找的我不知道確切要找的
是什麼樣的人是什麼樣的人，，但遴選中但遴選中，，我尋找那我尋找那
些以各種方式吸引我的人些以各種方式吸引我的人，，然後嘗試然後嘗試
將這些人有趣地組合在一起將這些人有趣地組合在一起。」。」他的他的
創作通過工作坊來展開創作通過工作坊來展開，「，「我會提供我會提供
物件和一些基本的想法物件和一些基本的想法，，然後讓他們然後讓他們
去即興嘗試去即興嘗試。。比如比如《《偉大馴服者偉大馴服者》，》，
我會讓他們做一些和挖掘有關係的事我會讓他們做一些和挖掘有關係的事
情情。。因為我覺得記憶的運轉就像是挖因為我覺得記憶的運轉就像是挖
掘掘，，而在我們的生活中而在我們的生活中，，尋找答案的尋找答案的
過程也就好像是在人類歷史中挖過程也就好像是在人類歷史中挖
掘掘。」。」在工作坊中在工作坊中，，舞者們往往玩得舞者們往往玩得
忘乎所以忘乎所以，「，「像小孩一樣瘋狂像小孩一樣瘋狂」。」。帕帕
派約安努收集有趣的片段派約安努收集有趣的片段，，如拼圖般如拼圖般
組合堆砌組合堆砌。。
「「在創作中在創作中，，我有時會掙扎想我有時會掙扎想

要控制每一個細節要控制每一個細節。。所以有時我會所以有時我會
放任混亂遊走放任混亂遊走，，對所有的可能保持對所有的可能保持
開放的態度開放的態度，，直到我找到前往終點直到我找到前往終點
的路徑的路徑。。這也是我治癒自己這也是我治癒自己『『控制控制
狂狂』』的一種方式的一種方式。。我想要將自己暴我想要將自己暴
露在混亂與不安中露在混亂與不安中，，因為這就是宇因為這就是宇
宙真實的樣子宙真實的樣子。。隨我的長大隨我的長大，，學學
得越多得越多，，越知道控制是不可能的越知道控制是不可能的，，
也許也是不必要的也許也是不必要的。」。」帕派約安努帕派約安努
說說，「，「學會游泳遠比嘗試控制海洋學會游泳遠比嘗試控制海洋
更有用更有用。」。」

誰是「偉大馴服者」？
希臘編舞家帕派約安努訪港

■當晚，兩位德國鋼琴家在音樂會中融入了
諸多喜劇和表演元素，把快樂的情緒揉進音
樂中並傳遞給大家。

■■《《偉大馴服者偉大馴服者》》充滿趣味地調侃人充滿趣味地調侃人
類身體類身體。。 攝影攝影：：Julian MommertJulian Mommert

■■《《偉大馴服者偉大馴服者》》中的中的「「金色箭矢金色箭矢」」
名場面名場面。。 攝影攝影：：Julian MommertJulian Mommert

■■《《偉大馴服者偉大馴服者》》的構圖猶如油畫的構圖猶如油畫，，充充
滿隱喻的符號滿隱喻的符號。。攝影攝影：：Julian MommertJulian Mommert

■■《《偉大馴服者偉大馴服者》》對於身體的展現對於身體的展現
充滿巧思充滿巧思。。攝影攝影：：Julian MommertJulian Mommert

■■《《偉大馴服者偉大馴服者》》將物將物
件運用為身體的延伸件運用為身體的延伸。。
攝影攝影：：Julian MommertJulian Mommert

■■《《偉大馴服者偉大馴服者》》中突然出現的太中突然出現的太
空人空人，，讓人想起讓人想起《《太空漫遊太空漫遊
20012001》。》。 攝影攝影：：Julian MommertJulian Mommert

■■希臘藝術家廸希臘藝術家廸
米特里斯‧帕派米特里斯‧帕派
約安努約安努

攝影攝影：：尉瑋尉瑋

爆炸戲棚即將帶來音樂劇《我們的青
春日誌》，從老師、家長、學生三個角
度切入，講述教育、愛情、現實、夢
想……論盡青春的熱烈及煩惱。音樂劇
的幕後主腦同樣青春，年僅21歲的陳恩
碩一手包辦了監製、導演、編劇、作曲
及填詞，以22首原創歌曲串聯全劇，帶
來讓人又哭又笑的動人故事。
陳恩碩早年在倫敦Royal Holloway主

修戲劇，副修哲學，現正攻讀該校研究
生。在《我的青春日誌》中，他借鑒了
許多國外音樂劇的創作方法，嘗試令作
品既具娛樂性又有深層思考。談到一手
包辦詞曲及劇本的創作，他說：「音樂
劇是一個整體，不是歌好就好，也不是
劇本好就行，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那麼簡
單。以往許多作品歌曲和詞分開創作，

之後再合起來，有時容易變成是組裝碎
片。自己一個人來掌控的好處是，如果
我覺得某個位子怎麼寫都不出彩，那就
可以想如何在導演手法上來找補，可以
不停補位。」
百老匯的音樂劇在正式上演前，會經

歷很長時間的試演，不斷潤色後再推出
的正式演出已是完成度較高的成熟作
品。香港的製作則很難有此「奢侈」機
會，每次公演場次少不說，重演的機會
也不是太多，作品要成長談何容易？
《我們的青春日誌》則嘗試在2018年舉
辦了試演，20場均爆滿，吸取當時觀眾
的意見後，今年的新版打磨細節之餘，
還增添了現場音樂伴奏與更加炫酷的舞
台效果，並請來關寶慧、歐陽偉豪 (Ben
Sir)、林以諾、杜小喬、丁可欣 (Yanki)、

劉威煌、陳倩妮、譚永浩及陳健豪等共
同演繹，希望帶給觀眾驚喜。

香港音樂劇欠缺商業化
「我在香港是看音樂劇大的，」陳恩

碩說，「我覺得香港的音樂劇很好看，
但等我去到外國，發現那邊的音樂劇又
是另外一個世界。」最讓他印象深刻
的是，外國音樂劇成熟的商業化與精密
的藝術設計，有吸引觀眾想要一看再
看的魔力。陳恩碩的碩士研究方向正是
「音樂劇的商業化」，他認為與外國成
功的音樂劇品牌相比，香港的音樂劇很
不商業化，「香港人需要娛樂，音樂劇
對我來說是娛樂，而不是純粹是藝術。
所以怎麼做出一個作品，從劇本到歌到
詞，都讓觀眾覺得吸引，是很重要

的。」
他又說，外國的音樂劇

在藝術上和製作上都很有
野心。「兩個半鐘的演出
中，觀眾去到哪一刻可以
get到些什麼東西都被計
算好，可能是深層的東
西，可能是視覺的東西，
而且一定有場大歌舞。整
個計算很精準。香港的音
樂劇則沒有，很多時候是

用文本作為最大依歸。劇本很扎實，製
作和視覺元素則被忽略。其實按照外國
的數據，看音樂劇的大部分觀眾都不是
常看劇場的，所以這些觀眾所尋求的，
是娛樂和視覺刺激，再加一些反思和深
層意義，這兩者要相輔相成。」他亦指
出，國外的音樂劇重視品牌的打造，從
包裝到宣傳，到製作的logo都有心思在
其中，久而久之，觀眾見到面具符號就
知道《歌聲魅影》要來了，看到女巫則
想起《Wicked》。香港的製作體系不完
善，更缺乏這種延續性的長遠鋪排。

文：草草

《我們的青春日誌》
日期：7月23日至7月28日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陳恩碩陳恩碩 攝影攝影：：尉瑋尉瑋

■■《我們的青春日誌》排練相 主辦方提供

陳恩碩陳恩碩 書寫書寫「「我們的青春日誌我們的青春日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