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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西九文化區將舉
辦首屆自由爵士音樂節。這項新
增年度盛會將雲集本地及海外的
爵士與世界音樂巨星，包括格林
美獎得主Robert Glasper、來自
英國的GoGo Penguin、Smith-
sonian Jazz Masterworks Or-
chestra、House of Waters、包以
正、羅尚正、雷柏熹及陳潔靈，
帶來整個周末的精彩室內及戶外
演出。音樂節亦將舉辦連串工作
坊及教育活動，包括為3至12歲
小朋友而設的爵士音樂會，旨在
吸引不同年齡及背景的觀眾。除
此之外，項目夥伴香港芭蕾舞團

更會於海濱長廊上演以爵士樂為
主調的華麗舞劇《大亨小傳》，
以及多齣場域特定舞蹈演出。

日期：11月9日至10日
地點：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及藝
術公園

「香港節 2019─藝匯上
海」即將於 11 月在上海舉
行。屆時，約二十項精彩的舞
台製作、展覽、電影及戶外嘉
年華會，將在上海各文化地標
及社區發生。早前，其中四個
演藝節目主創造訪上海為創作
「解畫」，無論是經典的粵劇
折子戲，還是極具現代氣息的
當代舞，香港藝術家們將為觀
眾帶來一場場傳統與現代交錯
的演藝美點。香港藝術發展局
行政總裁周蕙心表示，冀通過
此次活動展現香港文化特色，
搭建滬港文化交流平台。

中西結合 體驗經典之「變」
在此次系列演出活動中，來自香港著名粵劇
表演團體—春暉粵藝工作坊將打頭陣，帶來
由《雙仙拜月亭》、《十五貫》和《鍾馗嫁
妹》三齣粵劇經典折子戲組成的《粵劇生、
旦、淨、丑行當展演》。「廣東戲被譽為全中
國最不保守的地方戲，而我們選擇這個劇目，
是因為觀眾相對熟悉，我們希望讓觀眾第一時
間入戲，但每一次我們的演出也有一些不同和
變化，希望觀眾細心體會。」春暉粵藝工作坊
藝術總監阮兆輝表示，廣東戲濃厚的地方色彩
以及極強的融合特點廣為所知，但若表演過於
地方化，精彩內容便難以被理解，「其實戲曲
的本質是很直接的，黑白很清楚，這也是與其
他的表演不同的地方，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表演
讓觀眾沉浸其中，即使結束，也能夠回味思
考。」
談及戲曲的傳承，阮兆輝表示，如今活躍在

經典舞台上的既有86歲老藝術家，也有新一代
的傳承人，青年表演者、第三代粵劇傳人詹浩
峰此次亦將帶來精彩演出，「很多人也有可能
質疑戲曲的發聲等技巧，但是我想說，每個戲
曲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我們發聲可能不像其他
唱法那麼自然，但反觀戲曲，很多人是可以唱
一輩子的，好聽才是最好的，我希望更多人可
以多思考，對於傳統也有更多關注。」
而若說最體現中西結合的表演，此次，鄧樹
榮戲劇工作室將帶來具有東方色彩的舞台劇

《麥克白的悲劇》，通過大膽的創新演繹，帶
來一場「慾望」交織卻又「簡單至極」的表
演，該劇目之別出心裁，不僅有東西方文化的
融合，更體現在慾望與權力的「不分性別」，
光明與黑暗的「雌雄同體」。「這一次表演和
之前又有了一點點不同，這部戲從首演到現在
已有差不多4年，在4年裡，我慢慢成長了，
我覺得人生很多事情其實很簡單，但是人類太
複雜了，所以我的版本反而是越來越簡單，包
括身體動作以及思想展現。」
這位被讚為「香港最具才華之一」的導演，

更展示了形體創作元素的融入。他說，藝術是
感受跟表達的內在轉化與體現，他希望表演不
僅讓表演者的內在與外在形成有機總體，更會
感染觀眾，從外在身體找到內在心理狀態。
另外，除了經典再現，此次表演的現代元素

亦豐富，上海國際舞蹈中心實驗劇場將上演當
代舞藝術家李偉能的《回聲摺疊》及不加鎖舞
踊館的《#非關舞蹈03—波麗露》及《下一站
彩虹》。而來自「美聲匯」的流行歌劇《當莫
扎特遇上達．龐蒂》則是一部向著名的音樂
家、作曲家「莫扎特」和劇作家「達．龐蒂」
致敬的作品。美聲匯在經典作品中加入流行音
樂元素，把古典歌劇用現代方式重新演繹，讓
作品更加貼近現今社會與觀眾。美聲匯音樂總
監柯大衛表示，此次演出融合了多套歌劇，更
有搖滾與阿卡貝拉的加入與融合，展現充滿創
意與活力的港式舞台。

年輕舞者的「回聲」傳遞
作為此次演出《一城三記》的重要項目，青

年舞蹈家李偉能帶來的《回聲摺疊》將展示富
有香港特色的當代舞舞台，這位27歲的「非專
業」人士，憑藉着熱情與毅力，展現出屬於自
己的獨特藝術，「我其實沒有很多創作歷程，
但我熱愛舞蹈，我也希望通過我的舞蹈向所有
人傳遞快樂與不同的啟發。」
據介紹，《回聲摺疊》是以介乎幽默與嚴肅
之間，冀與觀眾一起重新認識劇場和舞蹈，嘗
試以理性角度解構當代舞。作品題目中的「回
聲」既指向演出當中語言與情境的重現，亦帶
領觀眾去思考劇場空間以及舞蹈的意義，讓他
們產生疑問及好奇，並體驗一種與自身過往經
驗的對話。
「我非常用力地去打開跟觀眾之間的交流入

口，所以對於很多不同地方的觀眾來說，這是
個蠻容易消化的一個作品，但同時它也帶有一
定的深度在裡面。」談及自己的作品，李偉能
直言，作品融合了中西特色，「其實這個作品
在亞洲、歐美等等地方都演過，反響很不一
樣，有一些詼諧的成分在裡面，但到每個不同
的地方，我會根據現場觀眾的反應來調整演
出，希望讓他們看到最好的一面。」
對於當代舞的發展，李偉能表示，如今無論

是內地還是香港，舞蹈尤其是當代舞的發展也
有了更多的契機，「例如近幾年藝發局都將很
多年輕人推出去參加活動，也提供了很多不同
巡演機會。」他表示，通過此次活動，他希望
有機會與內地表演者有更多交流機會，「我很
期待尋找到更廣闊的交流空間，也希望通過舞
蹈鼓勵更多年輕人踏入藝術的世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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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文西：藝術與科學．過去與現在」
展覽

為紀念李奧納
多．達文西逝世
500周年，香港城
市大學（城大）展
覽館與米蘭昂布羅
修圖書館合作，將
於即日起至12月
15 日舉行「達文
西：藝術與科學．
過去與現在」展覽，展出12幅首
次於香港展出的達文西手繪真
跡、著名畫作《岩間聖母》（摹
本）、五個根據達文西手稿製作
的機械模型，以及主要由城大創
意媒體學院呈獻11件向達文西的
發明、畫作與無窮好奇心致敬的
當代藝術品。
12幅達文西手稿真跡均來自現

存最大型的達文西筆記《大西洋
古抄本》，全數由米蘭昂布羅修
圖書館借出，分三個類別展示達
文西出類拔萃的研究成果。「數
學、幾何與藝術」：顯示達文西
對各式幾何圖案的沉迷、反覆研

究；其中《幾何
遊戲》是達文西
嘗試解答的數學
問題，雖然問題
無解，但繪圖最
終成為《大西洋
古抄本》中最壯
麗且複雜的裝飾
圖像。「科學、

光學與飛行」：展示達文西對魚
類與鳥類、水與空氣之間的共通
點深深着迷，並着手設計飛行
器。「戰爭的藝術」：達文西曾
經受聘為軍事工程師，《多管火
炮機械裝置；多管弩炮研究圖》
彰顯其無與倫比的卓越軍事天
分，這份設計圖以立體透視法一
絲不苟地勾勒出火炮機械的設
計，相比早期的火炮機亦更實
用。
日期：即日起至12月15日（逢星
期一休館）
地點：九龍塘達之路城大劉鳴煒
學術樓18樓城大展覽館

首屆自由爵士音樂節

香港節香港節20192019 藝匯上海藝匯上海

搭建滬港文化交流平台搭建滬港文化交流平台

■李偉能 倪夢璟 攝 ■「香港節2019—藝匯上海」將在滬上演。 倪夢璟 攝

國慶前夕，La Sax一行十五人帶
着全新編排的《動物嘉年華》

來到內地，參加「中國國際青年藝術
周2019」。從青海到濟南又到上海，
冀將歡樂傳遞。作為香港最具潛力的
色士風樂團之一，團隊將他們的奇想
融入音樂之中，無論是古典音樂、爵
士樂、還是現代作品，經過富有創造
力的改編演繹後，都為觀眾帶來全新
感受，正如此次的《動物嘉年華》，
講述了兩班樂隊「變身」動物的神秘
奇遇，還有香港知名資深兒童節目主
持人Harry哥哥的加入，一個個個性
鮮明的動物角色被調皮呈現，充滿童
趣。

全新改編增多元表演形式
「我們這一次帶來的作品是經過全

新編排的，也是第一次在內地演出，
你能看到我們的演出其實更像一個派
對，而且突破了語言的界限，因為我
們希望營造一個開心快樂的氛圍並感
染每一個人。」 葉羨衡表示，此次
音樂劇運用了一個全新的模式，在沒
有刻意訴說故事情節的背景下，帶來
一場音樂戲劇「大雜燴」，樂手變身
成為動物，獅子、天鵝、兔子……這
些看似沒有關聯又隱藏着「衝突」的
角色，如何在「語言不通」的情況
下，解決問題更攜手並「奏」，便需
要觀眾與表演者共同探索挖掘。
「我們在這70分鐘裡想要表達的，

首先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屬於自己的
音樂夢，無論你是什麼身份，你都應
該追尋夢想。」 葉羨衡表示，在舞

台上，每一個表演者
其實都緊張卻又毫
無壓力，「說我們
沒有壓力是因為我
們是開心的，我們
不希望有太多晦澀
難 懂 的 故 事 情
節，因為小朋友
不一定能夠理解，我們用動作用魔術
用音樂表達，還會邀請觀眾互動，這
也是我們此次改編最大的特色。」
此前，《動物嘉年華》相關系列已

在港獲得極大成功，但這群朝氣蓬勃
的年輕演奏者們不滿足於僅僅用演奏
的方式來展現音樂。「和之前相比，
我們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將純演奏模
式改為唱跳並行。」在現場，動物們
懷抱色士風，轉圈、排隊、跳舞甚至
還會變魔術，誇張的表情與動作，為
演出增添了趣味與活力。「藝術世界
是沒有單一的表現形式的，去年我們
更多的就是站着吹色士風，沒有什麼
動作，今年我們想要挑戰自己，所以
增添了很多其他元素，包括舞蹈，希
望帶來更多元化的感受。」

融入本地元素 傳遞正能量
來到了內地，如何將香港元素與內

地特點結合，亦是團隊此次考慮重點
之一。「每個地方都有她的魅力，在
上海，我們發現這裡的藝術環境非常
好，家長很願意帶着孩子來看演出，
讓我們印象很深刻，在上海的演出，
我們也加上了例如《上海灘》、《思
鄉曲》等大家熟悉的旋律，這也是我

們對本地化元素的融
入。」 La Sax 藝術總監黃德釗表
示。
接下來，團隊還將在香港進行多場

演出，「我們還是會繼續進行改進，
進行更好的詮釋，將快樂釋放。」
黃德釗直言，在他看來，每一刻都是
展現藝術的「最好時間」，他希望通
過團隊演出，展現更多歡樂，將更多
的正能量傳遞給所有人，「現在香港
也發生了很多事情，我們希望通過努
力，在內地與香港演出，甚至能夠出
國，傳遞更多正能量。」

最調皮的「色士風」

懷抱色士風（內地譯為：薩克斯）的「動物音樂家」們在舞台上帶來一場歡樂嘉年

華，讓台上台下的大小朋友們沉浸在極具視覺力與娛樂性的音樂盛宴之中。香港La Sax

樂團全新編排的《動物嘉年華親子音樂會》，以受歡迎的「動物」元素為媒介，讓音樂

會變身「派對」！「我們希望給觀眾帶來開心與和諧的感覺，因為音樂是沒有界限的，

我們希望帶來更多正能量給觀眾，用心演出我們想要表達的歡樂精神。」 La Sax行政

總監葉羨衡如此說道。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擔任了團隊創意指導的王者匡，也就是在港已有不小名氣
的兒童節目主持人Harry哥哥，在排練結束後接受記者採訪
時，仍沉浸在舞台歡樂氣氛中，「我非常喜歡孩子，通過演
出和孩子們互動，是非常開心的，這次來內地也讓我體會到
了內地很大的變化。」自言上世紀80年代已來過上海
的Harry，坦言內地發展給予自己不小震撼，「其實每
一次看香港，相信香港也能給很多人不一樣的感覺，所
以我覺得更多人需要來到內地看看，了解這裡的發展，
內地也給我很多思想創新的啟發。」
在內地的一次演出中，Harry與不少親子家庭互動，

「我發現孩子的想法是無邊界的，這也讓我們在演出中
可以『忽略』一些複雜的故事，通過與孩子的互動來幫
助他們理解音樂的魅力。」
而對於加入團隊，Harry直言冀「更多小朋友從小便
有機會接觸音樂，接觸藝術表現，因為藝術是雅俗共賞
的，不分界限，不分年齡，有了音樂欣賞的基礎與興
趣，這些孩子長大後，我相信會有更多青年人加入音樂
的隊伍，傳遞中國的音樂之聲。」

La SaxLa Sax

打破界限打破界限 將快樂傳遞將快樂傳遞

La Sax香港演出
賽馬會藝壇新勢力：

《JunGo瘋!》
繼前作《動物嘉年華》大獲好

評，La Sax十位色士風樂手將化
身為奇趣可愛的動物，因小誤會大
戰七七四十九個回合，幸而遇上
「劇院管理員」Harry 哥哥出手，
施展神奇魔法居中調解。在跳躍的
音符之間，連串笑彈一觸即發！演
出現場將演繹一系列古典、爵士、
現代音樂作品，穿插幾首耳熟能詳
的樂曲，再配以魔術、互動環節等
舞台演出，讓大朋友、小朋友一起
享受這個滿載歡樂的「瘋」派對！

時間：10月11、12日 晚上8時
地點：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時間：10月19日晚上8時；10月

20日 下午3時
地點：荃灣大會堂文娛廳
時間：11月9日 晚上8時；11月

10日 下午3時
地點：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 ■La Sax 行政總監葉羨衡 (左)、創意指導王

者匡 Harry（中）、La Sax 藝術總監黃德釗
（右）接受記者訪問。 倪夢璟 攝

驚嘆內地發展迅速
盼更多孩子愛上音樂

■■戲劇色彩十足的戲劇色彩十足的《《動物嘉年華動物嘉年華》》
主辦方提供主辦方提供

■■La SaxLa Sax帶來另類色士風體驗帶來另類色士風體驗。。 主辦方提供主辦方提供

■■《《動物嘉年華動物嘉年華》》音樂會變身大派對
音樂會變身大派對。。 主辦方提供主辦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