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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話劇團特別邀得蘇玉華、潘燦良和曾於ViuTV 電視劇
《短暫的婚姻》擔任女主角的蔡思韵參演，聯同三十位劇團演員
及劇壇菁英傾力製作《如夢之夢》，掃碼即看更多精彩的導演及
演員訪問。

香港話劇團《如夢之夢》
故事始於一個剛畢業的醫生和一個罹患絕症的

「五號病人」，「五號病人」於瀕臨死亡時說出他
的故事，故事裡的人物之間感情複雜，情節跨越時
空、國度、夢境與現實。最終，又回到起初。

日期：即日起至9月8日
地點：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自由空間——大盒

時隔17年再造夢

《如夢之夢》再登香港舞台

關於演出關於演出
蘇蘇：：可以做可以做《《如夢如夢》，》，真的真的「「如夢如夢」。」。我我1717年年
前看過這個戲前看過這個戲，，對我來說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畢生這是一個畢生
難忘的戲難忘的戲，，沒有想像過會再來香港做沒有想像過會再來香港做，，因因
為太龐大了為太龐大了，，太史詩式了太史詩式了，，牽涉的人力物牽涉的人力物
力財力都很大力財力都很大。。當話劇團邀請我的時候當話劇團邀請我的時候，，
我當然是我當然是：：哇哇，，好啊好啊！！興奮到言語不能形興奮到言語不能形
容容。。1717年前看演出年前看演出，，88個小時的內容個小時的內容，，當然當然
不可能完全記得不可能完全記得，，但是當中的一些獨白但是當中的一些獨白、、
畫面畫面、、角色角色，，都是記憶猶新都是記憶猶新。。整個演出的整個演出的
表演形式表演形式，，以及有些獨特的角色處理以及有些獨特的角色處理，，例例
如兩個演員共同飾演一個人如兩個演員共同飾演一個人、、三個演員去三個演員去
演一個角色……種種對我來說都很難忘演一個角色……種種對我來說都很難忘，，
很新鮮很新鮮。。這些劇場形式不是說沒在其他地這些劇場形式不是說沒在其他地
方看過方看過，，但是可以在但是可以在88小時中很史詩式地呈小時中很史詩式地呈
現出來現出來，，有着那麼完整有着那麼完整、、精密的結構精密的結構，，
《《如夢如夢》》被稱為華文世界最經典最史詩的被稱為華文世界最經典最史詩的
一個演出一個演出，，的確是當之無愧的確是當之無愧。。

潘潘：：我我1717年前參演年前參演《《如夢如夢》》的時候的時候，，只是記只是記
得得，，要好快將要好快將88個小時的東西砌好個小時的東西砌好，，因為時因為時
間真的很短間真的很短。。甚至說甚至說，，是當時比較陌生的是當時比較陌生的
設計和形式設計和形式，，和我們平時常做的鏡框舞台和我們平時常做的鏡框舞台
很不同很不同。。當時感覺每天就是回來聽賴老師當時感覺每天就是回來聽賴老師
告訴你要怎麼做告訴你要怎麼做、、怎麼走怎麼走，，就要見觀眾就要見觀眾
了了，，還一直在記功課還一直在記功課。。到了演出時才覺得到了演出時才覺得
角色可以再沉澱多一些角色可以再沉澱多一些。。今天再做今天再做，，覺得覺得
是很寶貴的事情是很寶貴的事情。。最初最初，，我說可不可以不我說可不可以不
再做五號再做五號BB，，我想做伯爵我想做伯爵，，一個戲如果可以一個戲如果可以
去體驗不同角色也是很好去體驗不同角色也是很好，，但最後還是做但最後還是做
回五號回五號BB。。這次做這次做，，可能人生經歷不同可能人生經歷不同，，看看
角色的體會也不同角色的體會也不同，，回想回想1717年前年前，，真的覺真的覺
得當時做得太皮毛得當時做得太皮毛。。希望這次可以有機會希望這次可以有機會
做得更好做得更好。。

關於角色關於角色
潘潘：：當年做的時候當年做的時候，，對五號病人這個人物的體會對五號病人這個人物的體會
不可能說很深入不可能說很深入，，這次則領略更多這次則領略更多。。一來一來
自己生命中也面對親人的離世自己生命中也面對親人的離世，，自己也開自己也開
始會思考關於死亡的問題始會思考關於死亡的問題。。五號是一個面五號是一個面
對死亡將要來到的人物對死亡將要來到的人物，，他甚至不知道為他甚至不知道為
什麼自己要那麼快就要面對死亡什麼自己要那麼快就要面對死亡，，不知為不知為
何患絕症何患絕症、、家人的離開家人的離開、、孩子的去世孩子的去世，，人人
生是很淒涼的面貌生是很淒涼的面貌。。他不停去問他不停去問「「為什麼為什麼
是我是我」」的同時的同時，，其實慢慢細味人生經歷的其實慢慢細味人生經歷的
每一件事每一件事，，甚至那些曾經忽略的小事甚至那些曾經忽略的小事，，其其
實那些對他來說是疏忽了的經驗實那些對他來說是疏忽了的經驗，，而這些而這些
經驗卻恰恰是可以帶給他面對死亡的力經驗卻恰恰是可以帶給他面對死亡的力
量量。。對於這個我覺得這次體會深很多對於這個我覺得這次體會深很多，，特特
別是這次可以演出五號最後面對死亡的時別是這次可以演出五號最後面對死亡的時
刻刻。。死亡死亡，，很大的課題呀很大的課題呀，，我們人生要面我們人生要面
對對，，但是怎麼面對呢但是怎麼面對呢？？

蘇蘇：：我的角色顧香蘭我的角色顧香蘭，，觀眾看到時候都會找到一觀眾看到時候都會找到一
些共鳴些共鳴。。她的人生有很多苦澀她的人生有很多苦澀，，因為她控因為她控
制不了自己的命運制不了自己的命運。。她出身戰亂中她出身戰亂中，，被賣被賣
到妓院到妓院，，在一個扭曲的世界下面被剝削和在一個扭曲的世界下面被剝削和
操縱操縱。。後來好像很好彩後來好像很好彩，，遇到伯爵為她贖遇到伯爵為她贖

身帶她去法國身帶她去法國，，好像很好好像很好，，殊不知只是從殊不知只是從
一個鳥籠被帶到另外一個更大的鳥籠一個鳥籠被帶到另外一個更大的鳥籠。。不不
過好在過好在，，顧香蘭是一個積極生活的人顧香蘭是一個積極生活的人，，她她
是堅強的是堅強的，，她覺得她覺得：：不要緊不要緊，，我仍然可以我仍然可以
選擇一種嚮往的生活方式選擇一種嚮往的生活方式。。但是無奈當一但是無奈當一
些事情發生的時候又會將她推到一個絕望些事情發生的時候又會將她推到一個絕望
的地方的地方。。最後伯爵消失了最後伯爵消失了，，她從一個伯爵她從一個伯爵
夫人變成要去掃街夫人變成要去掃街。。但是她仍然覺得但是她仍然覺得OKOK，，
只要我找到生存的方式就可以向前走了只要我找到生存的方式就可以向前走了。。
但是內心深處但是內心深處，，她是有怨恨的她是有怨恨的。。哪怕她多哪怕她多
樂觀積極向上都覺得伯爵是負了她的樂觀積極向上都覺得伯爵是負了她的。。我我
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她臨死之前有一段很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她臨死之前有一段很
長的獨白長的獨白，，她捉住五號她捉住五號AA，，好像在臨終要講好像在臨終要講
一個故事給別人聽一個故事給別人聽，，來讓她釋懷來讓她釋懷，，那就是那就是
老老實實地去承認她真的很怨恨老老實實地去承認她真的很怨恨。。她曾經她曾經
很怨恨那個男人很怨恨那個男人，，但是這一刻但是這一刻，，她說她說：：不不
如我們都忘記吧如我們都忘記吧，，都放下吧都放下吧。。我每次聽到我每次聽到
這裡就哭了這裡就哭了。。人世間人世間，，我想每個人都總有我想每個人都總有
一些東西令你生氣一些東西令你生氣，，會記住會記住，，不能釋懷不能釋懷，，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不是到死那一刻才釋但是我們可不可以不是到死那一刻才釋
懷懷，，而是早些放下而是早些放下？？這樣人生可能可以輕這樣人生可能可以輕
鬆些鬆些。。

關於賴老師關於賴老師
蘇蘇：：我很享受和賴老師合作我很享受和賴老師合作，，1212年前我就和他年前我就和他

合作過合作過《《暗戀桃花源暗戀桃花源》，》，當時已經是人生當時已經是人生
中很有得着的經驗中很有得着的經驗。。他很博學他很博學，，又知道怎又知道怎
麼帶領演員麼帶領演員，，令你每一次踏入排練室都是令你每一次踏入排練室都是
一種享受一種享受。。在他身上真的可以聽到很多東在他身上真的可以聽到很多東
西西，，可以觀察到很多東西可以觀察到很多東西。。他的聲音又好他的聲音又好
聽哦聽哦，，哈哈哈哈，，有點融化的感覺有點融化的感覺。。

潘潘：：賴老師是很有魅力的藝術家賴老師是很有魅力的藝術家。。1717年前排年前排
《《如夢如夢》，》，他給我感覺是他給我感覺是，，這個是一個很這個是一個很
值得去追隨值得去追隨、、仰望的人生導師仰望的人生導師，，而不只是而不只是
在劇場中在劇場中。。你可以看到他怎麼將他對人生你可以看到他怎麼將他對人生
的體會藉助戲劇去發放出來的體會藉助戲劇去發放出來。。他背後的理他背後的理
念念、、實踐的能力實踐的能力，，都相當有吸引力都相當有吸引力。。在過在過
程中程中，，你會慢慢體會到他的能力你會慢慢體會到他的能力，，以及對以及對
生命的洞悉生命的洞悉。。你看到他創作的人物你看到他創作的人物，，不單不單
只是主角只是主角，，還有一些小人物還有一些小人物，，或者在劇中或者在劇中
穿插一兩場戲的人物穿插一兩場戲的人物，，他洞悉到生命中這他洞悉到生命中這
種人經歷着些什麼種人經歷着些什麼，，然後又在他的戲中發然後又在他的戲中發
揮着什麼作用揮着什麼作用。。所以他戲中的每樣東西每所以他戲中的每樣東西每
個人都不是隨便的個人都不是隨便的。。從技術性來說從技術性來說，，他不他不
是那種硬性說每一段要怎麼演的導演是那種硬性說每一段要怎麼演的導演。。他他
很互動很互動，，會看這個演員有什麼獨特的地會看這個演員有什麼獨特的地
方方，，他演這個人物和別人演有什麼分別他演這個人物和別人演有什麼分別，，
然後好好利用這個演員然後好好利用這個演員。。我最喜歡聽他講我最喜歡聽他講
notesnotes，，他不會告訴你說你一定要怎麼樣他不會告訴你說你一定要怎麼樣，，
而是會很啟發性地引導而是會很啟發性地引導。。你之前可能不察你之前可能不察
覺覺，，但是聽他說了之後但是聽他說了之後，，會發現會發現，，原來人原來人
物背後是這樣的啊物背後是這樣的啊！！有種豁然開朗的感有種豁然開朗的感
覺覺。。這個就是他引導演員的能力這個就是他引導演員的能力，，不只是不只是
洞悉他自己劇本的世界洞悉他自己劇本的世界，，而是可以洞悉而是可以洞悉
你你，，然後大家一起去建構這個藝術作品出然後大家一起去建構這個藝術作品出
來來。。

以亞洲設計哲理為概念的主題企劃「設計
光譜」，將藉一系列設計展覽、工作坊及分
享等向公眾展示亞洲的工藝、設計及美學如
何影響日常生活。活動將依次推出四大主題
展覽，包括「壹物」、「貳閱」、「叁活」
與「肆樂」，由擁有豐富國際展覽策劃經驗

的跨領域設計工作者周婉美（Amy Chow）
擔任策展人。
首場展覽「壹物——現代設計力」聚焦

亞洲設計如何運用自然物料的創新性為主
題。展品透過改進竹、木、紙三種傳統且常
用的設計物料，具前瞻性地打破色彩、風格

及物料應用的限制，從設計中改進傳統文化
並帶來創新，探索現代化社會中亞洲設計的
視覺文化及語言。是次展覽展出90多件獲
設計獎項殊榮的作品，設計師橫跨亞洲多個
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日本、韓國、中國
內地、台灣、印度、泰國、印尼、菲律賓及

越南等。展覽邀請到曾獲多個國際設計獎項
及獲選為「2017中國設計年度人物」的本港
著名建築師、空間設計師及藝術家林偉而
（William Lim）特別選用竹枝來打造花牌
藝術裝置，向華南源遠流長的工藝傳統致
敬。

「壹物——現代設計力」展出亞洲多地創意設計品
「「壹物壹物——現代設計力現代設計力」」展覽展覽
日期日期：：即日起至即日起至99月月88日日 上午上午1010時至晚上時至晚上1010時時
地點地點：：灣仔茂蘿街灣仔茂蘿街77號號33樓樓301301、、303303、、305305、、307307室室

������-

這次的這次的《《如夢之夢如夢之夢》，》，香港話劇團特別邀請蘇玉華與香港話劇團特別邀請蘇玉華與
潘燦良飾演顧香蘭與五號病人潘燦良飾演顧香蘭與五號病人BB，，他們怎麼看這部劇及他們怎麼看這部劇及
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角色？？和賴聲川導演合作又是什麼感覺呢和賴聲川導演合作又是什麼感覺呢？？

演員說演員說
哇哇！！我可以演我可以演
《《如夢之夢如夢之夢》》！！

「什麼叫如夢之夢？劇中有
一個莊如夢，他做了一

個夢，如同莊周夢蝶，『如夢之
夢』就是莊如夢的夢。但是如果去
掉這個事情不說，什麼東西是像一
個夢的夢？當然是人生本身。」
在賴聲川的30多個作品中，《如
夢之夢》不是搬演場次最多的，但
無疑是最特別的。8個小時的戲劇，
不同時間（民國、現代）、不同空
間（台北、巴黎、上海、北京、諾
曼底）並置與穿梭，觀眾被環形舞
台所包圍，在不同角色的人生流轉
中，如同發了一場大夢。

「小火慢燉」靈感乍現
在《賴聲川的創意學》中，賴聲
川用「小火慢燉」來形容《如夢之
夢》靈感的形成。看似毫無關聯又
隨機發生的元素在某一刻聚在一
起，竟發生了難以預測的化學反
應。「一個複雜的靈感，它來自什
麼？來自長期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而不是今天此刻我想到一個什麼事
情，就變成靈感。靈感來的那一剎
那，過去的點滴、各種人物被抓到
同一個空間裡，就是一個戲。《如
夢》複雜的是，很多事情和人在那
一剎那被放到一起去了，然後居然
make sense。你現在看《如夢》，
有沒有道理？有道理。好像很隨機
的要素，其實都是不可或缺的。創
作就是這麼奇妙。」
賴聲川常說，《如夢》和他的其

他創作都不一樣，那靈感是「一次
性」來到腦子裡的。法國旅行時在
城堡中看到的男人肖像、英國重大
火車車禍後的離奇報道、旅行時帶
在身邊的《西藏生死書》、坐在課
室中的六十多位學生、台灣大地
震、在印度菩提迦耶繞塔的人
們……吉光片羽，都在那個菩提樹
下的下午，瞬間湧入他腦中，成為
寫在稿紙上密密麻麻的人與物。這
份稿紙上的內容，後來被整
理成為長達 29 頁的大綱，
「通常一個戲才六、七十
頁，大綱也就三四頁。」
2000年，賴聲川和北藝大的
學生們將故事放上舞台，成為
了長達 8 個小時的《如
夢》。「當時只知道它
很長，但是它必須是這
麼長。這個構想，這個
靈感，不可能是兩個小
時的戲。後來很多人想
拍電影，但是要放在兩

個小時內真的很難。我有時會和他
們說，把整個概念放大一些，就拍
一個8個小時的電影會怎樣？」
演出打造環形舞台，觀眾坐在中

央，旋轉視角觀看演出。一開場，
演員以順時針方向繞着觀眾席行
走，越走越快，又越走越慢，再慢
慢把故事娓娓道來。賴聲川稱這一
極富儀式感的劇場設置為「蓮花
池」，靈感來自於在印度菩提迦
耶，也就是釋迦牟尼成佛的地方，
看到人們圍着繞着舍利塔行走祈
福。他曾說，這讓他想到時間，想
到人生，「就是這樣走走走，走到
後來就走到一起去了。」他將繞塔
的意象放到劇場中，也將很多傳統
哲理中的「曼陀羅」概念放入其
中，不停繞行，從外圍走向中心，
圓滿了一個小宇宙。「在佛法中，
繞着這個神聖的物體行走。對我們
這行來說，觀眾就是神聖的物體，
那這個戲就是應該繞着觀眾來做。
最後也發現是可行的。」儀式感給
人帶來寧靜的感覺，觀眾慢慢沉
浸，演員其實也同時無形中受到影
響。對《如夢》來說，「蓮花池」
緊密扣連戲劇的內核與角色心理，
「內容就是形式，形式也就是內
容。」

與香港的不解緣
《如夢》2000年在台北上演時，
後來擔任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的毛
俊輝也前往觀看，興奮之餘極力推
動香港話劇團來搬演。「哪有那麼
容易？8個小時的戲，而且觀眾必須
很少，演員必須很多。我常說，製
作人如果想自殺就來製作這個戲
吧。」賴聲川笑道。多方努力下，
2002年，香港話劇團正式演出《如
夢》，成為該劇的全球專業首演，
並請來汪明荃飾演主角顧香蘭，毛
俊輝也忍不住自己登場，飾演法國
伯爵一角。該劇叫好叫座，後獲得
第十二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整體

演出、最佳服裝設計及最佳
男 配 角 （ 悲 劇/正
劇）。「我覺得好評我
倒是無所謂，有所謂的
反而是深度。2002年香
港演出後，出了很多
篇很有深度的關於
《如夢》的文章，
我也參加了座談

會，當場大家都不管我了，直接用
廣東話交談，慢慢地我居然能跟
上。」賴聲川笑道，「所以大家不
要錯以為香港沒有深度，不對的，
香港是個很有深度的地方。」
時隔17年，《如夢》再次重回香
港話劇團，賴聲川評價話劇團「成
熟非常多」，當年的演員中，至少
有十人這次再參演，「我很感動，
這17年沒白過，感覺他們表演的技
巧、人生的體會全部三級跳。香港
話劇團現在在內地被公認是頂級的
團隊之一，我替話劇團高興，這完
全是應該的。」
這次演出的聯合導演馮蔚衡，曾

擔任2002版《如夢》的副導演，也
在其中飾演一角。說起17年後再遇
《如夢》的感受，她說：「戲的生
命沉澱了，我們也年紀大了，對戲
的體會深很多。」她笑說17年前參
演時很緊張，現在反而很淡定，能
更仔細體會每一個部分的設置、每
一個角色與其他人的關係。「我總
覺得，如果能看到《如夢》是福
氣。每個人都值得看一次，它會在
你心底留下很深的烙印，當某一
日，我們人生最正常的那件事情發
生時，你會在這個戲中發現一些提
示。」
馮蔚衡用「複雜」形容《如夢》

的故事架構和實行方式。一個人串
聯到另一個人，一個故事引發另一
個故事，到最後，所有的點滴彙集
在一起，成為一幅細水長流的「人
生的圖畫」。「裡面也講到很多的
死亡，我們怎麼去面對死亡，怎麼
準備死亡，而在死亡那一刻，我們
帶走的又是什麼？觀眾一定會在戲
中的某個時刻找到令自己印象深刻
的感受和觀照，然後離開劇場。8個
小時，足夠你發一個很長的夢，而
這個夢事實上存在在你的生活
中。」馮蔚衡說，《如夢》需要觀
眾的耐性，創作過程中她也曾經擔
心現在的節奏下觀眾是否能坐得住8
個小時，某些片段會否有點悶？但
每次重看劇本，都讓她的憂慮煙消
雲散，「那樣東西打過來是十分巨
大的，原來它沒有變過，一個歷久
常新的經典作品就有這樣的魅
力！」她希望觀眾可以靜下心來，
「最美的是，每一點一滴都在積
累，到最後，8個鐘頭完的時候，你
會覺得：哇，原來是這樣的！如果
你願意給時間去發現生命中有趣的
東西或者一些啟發，那麼，this is
the play。」

「「我一直很疼它我一直很疼它，，很寶貝它很寶貝它，，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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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夢之夢》聯
合導演馮蔚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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