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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聰 北京
報道）由國家大劇院發起主辦的
「2019世界交響樂北京論壇」日前在
京舉行。本次論壇邀請了俄羅斯、美
國等國家和地區的27家境外樂團和藝
術機構代表，以及70餘家國內樂團、
高校和機構代表共200餘人參加，共
話交響樂的藝術和未來。
早前的開幕式上，國家大劇院院長
王寧表示，中國愛好交響樂的觀眾與
日俱增，一批優秀中國作曲家正在崛
起，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國原創交
響樂作品噴湧而出，中國職業交響樂
團在快速成長，全社會對音樂教育投
入也超過以往任何時候。
「多年來，國家大劇院與來自全球
的樂團和藝術家因藝結緣，以心相

交，在攜手推動交響樂發展歷程中建
立了深厚友誼。」王寧說，我們希望
能搭建一個開放共享、融合發展的國
際化平台，為更好促進中外樂團之間
交流，推動全球交響樂發展盡一分力
量。
作為國家大劇院的老朋友，俄羅斯

馬林斯基劇院藝術總監瓦萊里．捷傑
耶夫高度讚賞北京在文化設施建設、
音樂教育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願
同中方加強交流合作，共同推動古典
音樂的傳承與發展。
「音樂是無國界的，在有越來越多
人關注和支持古典樂的今天，機遇與
挑戰並存。」瓦萊里．捷傑耶夫說，
廣大同行要重視對年輕觀眾和青年作
曲家的培養，大力發展交響樂團，在

城市建立更多新的音樂場所並吸引更
多觀眾成為常客，尤其不能「低估」
觀眾對交響樂的好奇心與接受度，要
堅持創新與改編。
開幕式當日，北京市長陳吉寧在國
家大劇院會見了來京出席2019世界
交響樂北京論壇的中外嘉賓代表。陳
吉寧表示，舉辦世界交響樂北京論
壇，有利於促進中外交響樂的交流互
鑒和共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義。
陳吉寧指出，作為一座有3,000多

年建城史和860多年建都史的世界歷
史文化名城，北京文化設施眾多，文
化人才聚集，文化市場繁榮。「北京
願同各方加強包括交響樂在內的文化
藝術交流互鑒，推動更多高科技在交

響樂創作、傳播和欣賞等方面的應
用，聯合開展人才培養，共同促進交
響樂的繁榮發展。」
為期三天的交響樂論壇以「融合．

發展」為主題，圍繞「交響樂與城
市」、「觀眾培養與普及」、「交響
樂與科技」、「樂團發展與新作品」
四個議題展開。除海外名團、機構代
表，論壇還邀請了中國國內樂團、演
出場所、音樂院校、演藝集團、作曲
家、唱片公司、數字平台代表80餘
人。
數據顯示，近4年來，內地每年有
20多萬人次觀眾走進大劇院聆聽交響
樂，在國家大劇院34萬會員當中，交
響樂愛好者佔到了1/3以上，45歲以
下年輕觀眾佔比達69%。

2019世界交響樂北京論壇

樂團掌門人共話交響樂未來 今年正逢匈牙
利設置駐港外交
代表七十周年誌
慶，香港大學美
術博物館展出由
德索．博佐奇於
1908年至1909年
間在中國沿海地區拍攝的照片。博佐奇是一名奧匈帝國海
軍軍官，他離開香港後先前往廣州，再到福建、上海及北
京旅遊，沿途記錄各地的鄉村風景、城市面貌以及風土人
情。這位攝影師熱愛大自然和建築，尤其是清代街道景致
以及在路上遇見的人們。博佐奇的攝影喜好流露出這位早
期歐洲旅人身處異域文化之地所懷的興奮心情和好奇心。
是次專題展覽的攝影作品詳盡地記錄了中國各地早已經歷
了翻天覆地的社會和經濟轉變的地區之昔日影像。

日期：即日起至12月28日 (逢星期二至六)
上午9:30分至下午6時
即日起至12月29日 (逢星期日) 下午1時至6時

地點：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徐展堂樓1/F

第三屆老舍戲
劇節日前在京閉
幕，來自中國、英
國、波蘭、德國、
法國、北馬其頓的
12台劇目在北京
演出26場。戲劇
節總策劃林禮斌
說，展演作品和相
關活動汲取老舍先
生作品中深厚的民
眾情感和人文關
懷，關照當下現
實、關注本土文
化、貼近民眾情
感，以此紀念老舍
誕辰120周年。
本屆老舍戲劇節國內單元的作品，都試圖從文本上去剖

析個人生命悲歡，以展現時代宏闊的畫卷。
作家萬方向父親曹禺致敬的話劇《新原野》，用鄉村生

活展現了中國女性在各種社會和自然環境中的命運寫照，
由立陶宛導演拉姆尼．庫茲馬奈特執導，馮憲珍和孔維領
銜主演。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所長宋寶珍評價說，
該劇意識流的時空有着詩一般的靈動，首尾呼應含蓄地表
達出曹禺筆下一種循環往復的「原野式」的悲劇性。
北京人藝排演的曹禺經典劇作《雷雨》由顧威擔綱復排

導演，楊立新、龔麗君、王斑、夏立言、白薈等主演，通
過周魯兩家30年的恩怨情仇，悲憫地展現了人類受自己
和不可知力量的捉弄。
繼去年《平凡的世界》後，陝西人藝的代表作《白鹿

原》再次來到老舍戲劇節，以陝西方言演繹近半個世紀陝
西農民生活變遷史。李國修編劇的喜劇《三人行不行》，
由兩男一女分飾30個角色，在人物的快速轉換中探討錯
綜詼諧的都市人際關係。
京劇人演繹的話劇《廣陵散》，講述魏晉名士「竹林七

賢」的個人選擇和人物命運，融入了戲曲美學。話劇《運
河1935》取材於劉紹棠作品《漁火》《蒲柳人家》，以北
京通州運河文化為背景，展現了革命歷史人物形象。

前沿創作拓展國際視野
本屆戲劇節國際單元有三部致敬莎士比亞的作品。英國

環球莎士比亞劇團的《第十二夜》與《錯誤的喜劇》展示
了原汁原味英倫莎劇的魅力。來自波蘭羊之歌劇團的《李
爾之歌》則通過12首曲目演繹莎翁悲劇《李爾王》的場
景片段。
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主任彭濤說，《李爾之歌》沒

有講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是通過演員的肢體、聲音，展現
「形式的和諧」，從而具有「劇場的魔力」。
在法國諾諾劇團帶來的荒誕派名劇《等待戈多》中，兩

個流浪漢在無盡等待後遇到了具有超現實主義且總是自相
矛盾的波卓和幸運兒，以不同視角帶給人們希望。北馬其
頓比托拉國家劇院的《孩子夢》，是以色列劇作家漢諾赫
．列文的代表作，講述了一個孩子和母親逃往遙遠未知國
度、尋找避難所和救贖的故事。德國弗洛茲默劇劇團的面
具默劇《生命無限好》，用帶淚的幽默重現人類從呱呱墜
地到步履蹣跚的不同階段，演繹生命百態和人生況味。
林禮斌說，老舍戲劇節始終關注着世界領先劇團的創作

動態，希望讓國內觀眾和創作者通過觀賞更前沿的作品，
在全球化進程愈加快速的當下具有更加寬廣的國際視野。

細品老北京
除戲劇展演外，本屆老舍戲劇節還開展了戲劇論壇、劇

本朗讀、主題講座等文化活動，專業性、娛樂性及知識性
相映成趣，以此向老舍致敬。
老舍先生著作朗讀會上，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濮存昕，
老舍女兒舒濟，演員李濱、斯琴高娃、許亞軍、余皚磊，
編劇雷志龍等，分別朗誦了《想北平》《宗月大師》《龍
鬚溝》《我有一個志願》《記懶人》《斷魂槍》《話劇觀
眾須知二十則》等老舍著作片段。
戲劇節的另一大亮點是京味民俗文化主題展覽，提煉老

舍文學作品中的相關節慶風俗、歷史掌故、民俗資料進行
場景重現，從天空中盤旋的鴿哨到新年廟會再到老舍曾用
物品，還原老舍筆下的北平城，尋根京味文化。
展覽還開闢了單獨區域展示老北京的老字號及「非遺」

文創產品、日常用品、飲食醫藥及服裝服飾等，同時邀請
傳承人現場演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傳承。
此外，戲劇節聯合國際戲劇評論家協會中國分會舉辦專

場論壇，以「文學性與劇場性」為題展開討論，另有「北
京曲劇與老舍先生」「老舍文學」兩場主題講座，向觀眾
展現更加豐富立體的老舍形象。 文：新華社

第三屆老舍戲劇節
重拾老北京文化記憶

■■《《李爾之歌李爾之歌》》

■■《《新原野新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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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中國沿海」展覽

2008年，中英劇團首次與深水埗的社區中心合作長
者戲劇計劃，由此為「社區口述歷史
戲劇計劃」埋下種子。翌年，計劃正
式在深水埗起動，由中英劇團與康文
署和多個地區團體合力展開，至今活
動足跡已遍及全港11區。
2017年，計劃得到香港賽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捐助，為期三年的賽馬
會「獅子山傳耆」口述歷史戲劇計
劃正式起航，聯結8區社區中心、
240位長者共同參與其中。活動中，
長者學員會先參與戲劇課堂，再分
享自己的人生故事，讓導師聚合成
劇本，之後再由長者親自上台演
出。
戲劇計劃先於2018至2019年進行
了70場學校巡迴演出，由今年11月
至明年4月則進行8個社區巡迴演出
及1個跨區總結演出。而除演出外，
中英劇團亦以紀錄片形式記錄長者
學員參與計劃後的改變及成長，更
與香港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合
作，研究戲劇計劃為參與長者帶來
的得着。記錄將逐步上傳計劃網
頁，供大家回味。
即將於12月13日至15日在沙田大

會堂文娛廳上演的《我們的摩登時
代》（下簡稱《我們》）將把這些
美妙的老故事帶進沙田。屆時，劇
團將會把整個沙田大會堂文娛廳改
裝為類似職業博覽會的場景，在不
同的攤位內，透過戲劇、訪談、展
覽，讓觀眾了解從前歲月中不同的
工種軼事。

遊歷式劇場的百分百感受
《我們》以香港各行各業的人物
故事作為藍本，設計出「遊歷式劇
場」。演出團隊還特意收集了很多
來自不同時代職業生涯的故事、實
物和相片，然後進行複製，將仿真
度極高的道具呈現台上。觀眾不但
能夠遊走於不同展位欣賞劇目，也
能夠近距離感受和觀賞模仿當年的
佈景，最後台上台下的人更有互動
和交流的機會。

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香港的各
行各業漸漸走上軌道，經濟隨之進
入增長期，迎來了這個時代安逸的
生活。當時市民各自投奔不同的行
業，給自己和家庭建立穩定的生
活。他們在職場上學習不同的
手藝和技術，一點一滴的付出
為香港打下了未來的基礎。
故事中有曾經參與演藝學
院、地鐵工程的地盤工人，
在紡織廠被欺負、但卻在職
場中收穫愛情的車衣女工，
從聖約翰救傷隊當義工到決
定將它成為終生職業的急
救員等等，這些小人物的
真實故事。觀眾可以從戲
中了解到大時代中一
個個鮮活個體歷程、
掙扎、際遇以及價值
觀的變化，也感受香
港隨着年月的更迭和
變遷。

戲劇促進社區聯結
現年七十三歲的陳廣滔分享了自

己年輕時當急救員的經歷，最後他
的生命故事被團隊改編搬上舞台。
陳廣滔除了在急救員的故事部分親
自飾演自己的經歷以外，他還在車
衣女工的故事中飾演工廠的老闆，
編織了一段與女工之間的愛情。過
去經常在鄰舍輔導會參加活動的陳
廣滔，從來沒有演出經驗，他坦言
自己的故事能夠被選中，甚至自己
還當上主角，實在非常意外和開
心。上了一兩節課後，他就對戲劇
充滿了新鮮感。「困難一定會有，
我總是不知道怎麼入手，但是導演
都會給我很好的建議，同學之間也
會互相鼓勵，願意一起去改善，慢
慢就增加了彼此的認識和感情，也
感受到我們是一個團隊。」陳廣滔
覺得在拍戲中獲得了不少前所未有
的體驗，也對自己平時的身體表達
多了很多反思。
陳廣滔憶述年輕時在聖約翰救傷

隊只是一名義務急救員，後來這變

成他的全職工
作，是因為他
時刻享受其過
程，也感受到
這份工作的意
義。因此，他希
望通過自己的故
事，鼓勵現在的
年輕一代課餘或
者工餘的時候能
夠做義工服務社
會，因為不知道
哪一天就能給社
會上有需要的人

提供協助。「在聖約翰救傷隊的經
歷讓我幫助不同的人，當然家人往
往是直接得益者，我希望我的故事
可以感染現今的年輕人發揮助人的
精神。」陳廣滔說。
「很多人都說香港人很『捱

得』，但它是怎麼來的？在《我
們》裡面我們可以看見上一代人怎
麼經歷他們的困難，也能發現其實
香港人對自己的職業很有責任
感。」中英劇團教育及外展經理江
倩瑩覺得口述歷史戲劇計劃舉辦了
11年仍然有它吸引力，是因為那些
上演的故事都是長者的親身經歷，
不但具有戲劇性，也有珍貴的價
值，能讓更多人知道香港精神的由
來，也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每個人怎
樣影響歷史的發展、改變香港現在
的生活。除此以外，計劃早前亦在
不同學校完成了70場巡迴演出，從
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學生對長者固有
的想法。「布幕打開的時候，學生
都被台上的道具、佈景、服裝所吸
引。長者的活力和輕快的節奏都讓
學生對長者另眼相看。」江倩瑩認

為戲劇不但促進了社區的連
結，也拉近了一代人與另一代
人之間的距離。

長者表現令人新驚喜
中英劇團駐團戲劇導師、《我

們》的導演葉君博，過去在兒童戲
劇教育方面有多年經驗，本次卻要
跟不同的長者合作、交流，他覺得
長者和小孩其實都一樣，都很喜歡
玩和嘗試新事物。他認為無論是教
大人還是小朋友戲劇都首先要幫助
他們找到身體的表達方式，然後教
他們怎樣進入戲劇的世界。「我覺
得長者們都很謙虛，因為講年紀和
人生閱歷他們都一定比我多，但是
他們都願意嘗試我給他們的建
議。」葉君博很欣賞長者能夠放開
心態去學習，過程中他觀察到學員
漸漸不再對某些事物妄下判斷，他
們藉着傾聽、不斷嘗試，尋找新的
突破。「這個世界不同的人說話和
處理問題的方式都不一樣，排戲中
他們會多了一個視角去看世界，學
會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想。 」同樣，
葉君博期望進場的觀眾也可以從演
員對自己專業的嚴謹態度中，對自
己的時代、從事的職業有新的感
悟，並思考在不同處境處理問題的
方式。
對於葉君博來說，從計劃開始、

拍戲到接近演出，與長者相處的每
個時刻，他認為，都是一份收穫。
「長者的故事五花八門，都讓我非
常深刻。他們以為那些很普通的東
西，其實在我眼中都充滿驚喜，而
且很重要。」葉君博憶述有一個學
員分享自己年輕的時候在舊屋邨開
美容店，拿出了二十多年前的一張
宣傳單張，裡面記下了當年美容服
務都包括了什麼以及它們的價位，
他認為這些平凡的舊物都是很好的
歷史見證。「遊歷式劇場的《我
們》就像一個很大的資料庫，還有
很多故事有待被觀眾發掘。」葉君
博說。

活在當下固然重要，然而我們

曾否想過「當下」是從何而來？

如果說文化是歷史的載體，長者

則給年輕一代提供了一個記憶的

寶庫，讓我們能夠透過他們述說

自己的親身經歷，感受上一代人

的辛酸與快樂，同時細味經過歲月洗禮的香港精神。

由中英劇團舉辦的社區口述歷史戲劇計劃已經有11年，參與的長者遍佈

香港不同的區域。計劃鼓勵來自不同背景的長者分享自己的故事，並在戲

劇舞台上與觀眾分享。排練中長者除了能夠一起重溫「那些

年」，也能讓觀眾深入了解到上一代人的生活狀態和內心世

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 部分圖片由中英劇團提供

觀眾親身體會觀眾親身體會

香港精神香港精神

■中英劇團教育及
外展經理江倩瑩

陳儀雯攝

■中英劇團駐團戲劇導
師葉君博 陳儀雯攝

■陳廣滔（左）飾演紡織廠的老闆，與女工發展一段愛情。 陳儀雯 攝

■■社區口述歷史戲劇計
社區口述歷史戲劇計劃之大澳劃之大澳《《光影留城光影留城》》

■賽馬會「獅子山傳耆」
口述歷史戲劇計劃學校巡
迴演出之紅磡《123》

■■賽馬會賽馬會「「獅獅

子山傳耆子山傳耆」」口口

述歷史戲劇計
述歷史戲劇計

劃學校巡迴演
劃學校巡迴演

出 之 中 西 區
出 之 中 西 區

《《雙環記雙環記》。》。

■■《《我們的摩登時代
我們的摩登時代》》排練中排練中。。

口述歷史戲劇計劃
口述歷史戲劇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