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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館當代美術館將於2月15日至5月17日
舉辦全新展覽「言語不通」，由國立國際美
術館（大阪）及新加坡美術館共同呈獻，並
由植松由佳及葉德晶聯合策展。
是次群展的命名，取自加藤翼（Tsubasa

Kato）的一件藝術作品；這位僅操日語的藝
術家嘗試與一位韓國人合作，儘管兩人言語
不通，卻似乎找到了某種方法溝通。即使過
程中的誤會令人忍俊不禁，也終於完成創

作，在位於茫茫大海的小島上，聯手安裝
了一個標誌。這片大海正好分隔了他們兩
個國家（也可以說大海將這兩個國家連在
一起）。
展覽的主題圍繞文化交流以及藉此達至彼

此了解，參展藝術品既有兩家博物館的藏
品，亦有全新委約作品。如此藝術展示方式
涉及交流、溝通、誤會、人際關係、寬容、
表象，還揭示了人們的慾望及對熟悉、對陌

生及對新事物的期待。一言以蔽之，展覽探
討的是在個人、民族及事物之間種種不均衡
的處境和條件。
日期：2月15日至5月17日
地點：大館賽馬會藝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
匯集全球7個頂尖樂團（組合），邀請了來
自中國、德國、荷蘭、奧地利、英國、法
國、俄羅斯、亞美尼亞、意大利、希臘、美
國等國家的逾500位演奏家，囊括了貝多芬
最主要的80部作品……廣東省星海音樂廳和
廣州大劇院聯合宣佈將於2020年推出「貝多
芬作品大全集」，將創造同一城市持續上演
貝多芬作品規模的歷史之最。
2020年是貝多芬誕辰250周年，全球音樂

界將舉辦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是古典音樂
界的「貝多芬年」。「貝多芬作品大全集」
演出中，星海音樂廳將為廣大樂迷獻上貝多
芬交響曲全集、鋼琴奏鳴曲全集、小提琴奏
鳴曲全集和大提琴奏鳴曲全集；以歌劇為
「招牌」的廣州大劇院，將上演貝多芬一生
中唯一的歌劇《費德里奧》，波恩歌劇院包
括樂團、合唱團、演員共200多人前來，力
圖為觀眾獻上原汁原味的貝多芬歌劇，這也
是廣州首次上演貝多芬的歌劇。
據介紹，星海音樂廳安排了總共16場的貝

多芬「大全集」演出計劃，包括亞洲首個獲
《留聲機》頒發「世界年度樂團」大獎的香
港管弦樂團（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
chestra，簡稱「港樂」），以及老中青三代

國際大牌音樂家——世界著名指
揮、紐約愛樂樂團音樂總監梵志登
（Jaap van Zweden）、當今炙手
可熱的小提琴巨星萊昂尼達斯·卡
瓦科斯（Leonidas Kavakos）、貝
多芬鋼琴曲的權威演繹者、鋼琴大
師魯道夫·布赫賓德（Rudolf Buch-
binder）、第十四屆柴科夫斯基國
際音樂比賽大提琴金獎得主奈瑞
克·哈克納扎萊恩（Narek Hakh-
nazaryan）都將參與其中。
此外，廣州大劇院邀請到巴黎室
內樂團與俄羅斯著名鋼琴家別列佐
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演繹貝
多芬鋼琴協奏曲全集，以及上海四
重奏、維也納阿蒂斯弦樂四重奏、
英國布羅德斯基四重奏三支當今世
界樂壇廣受讚譽的四重奏團，演繹
貫穿貝多芬創作生涯的弦樂四重奏
全集。
本次貝多芬作品大全集演出活動也是廣州

兩家專業劇場首度聯手合作。廣州大劇院總
經理何鷹非常憧憬和期待2020年演出界音樂
界的盛事，表示「在不久的將來，無論是廣
州大劇院和星海音樂廳，還是其他省市院團

之間，都會不斷建立起新的合作關係，拓展
新的合作領域。」星海音樂廳主任劉瑩也表
示，「貝多芬的作品是全世界共同的藝術財
富」，兩家劇院合作打造龐大的藝術陣容，
為廣州乃至粵港澳大灣區的觀眾呈現持續一
年的音樂盛宴，向藝術致敬。

「一路走來」是傳奇女強人徐霞
剛面世的首張CD+MD的專輯名
字，專輯中收錄的十首歌曲，每首
聽來都讓人有驚艷之感。記得十二
年前深圳旗艦場館開幕請來蘇賓梅
達和以色列受樂團演出，我得以和
她首次接觸，只知道她是音樂廳負
責藝術節目策劃管理的藝管高層人
員，後來才知道她的傳奇故事。只
是她自己亦意料不到的是，在她以
為闊別舞台、不再唱歌之時，偶然
機會下再度上台擔任嘉賓演唱卻是
越唱越多，現時已出任上海音樂學
院院長的同門師弟、著名男高音廖
昌永，更一再邀請她助陣演出，由
此逐漸孕育出這張專輯。
徐霞選擇了深圳來發展她的事
業，從藝管到今日成為活躍深圳多
個層面的女強人「瓣瓣」都幹出成
績，可以說是得道者多助的結果。
近幾年來，她與香港管弦樂團第一
副首席梁建楓攜手分別擔任行政及
藝術總監辦起深圳、香港、澳門、
台灣四地的青少年音樂文化交流活
動越見成效，如非有過人之能，豈
能成事？
徐霞做事作風，圈中朋友皆知，
爽朗認真，這次「一路走來」的發
佈音樂分享會，除了「認真對待」

更坦言頗為緊張，這因採用音樂分
享會形式，選取了投資高達二億，
位於深圳南山區的雅昌藝術中心五
樓的世界藝術書區的龐大空間舉
行，藝術中心以「卯劇」概念來設
計，有展覽廳、餐廳，更有大量各
種藝術文化的精裝善本藏書，更有
一幅高度跨越三層樓的世界最大藝
術書牆，藏書多達五萬多冊，在
此—充滿書香的空間聽徐霞唱《天
使的翅膀》，及京腔的《家住安
源》，便讓她飽滿的感情發揮得更
完美，最後她與專程自廣州趕來的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馮國棟合唱的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莫斯
科郊外的晚上》、《一路走來》更
掀起全晚的高潮，全場數百「粉
絲」齊齊高聲喝彩。
分享會還播放了徐霞近年音樂會

的視頻，和她合作過的朋友（包括
梁建楓）的發言，特別是「老
顧」、「小顧」（徐霞的丈夫兒
子）的真情剖白，為分享會增添了
一番動人的溫情。專輯CD與MD各
收錄了十四首歌曲（幾乎相同）她
當晚臨場表現狀態之好，較她的錄
音和視頻更為出色，兩年前她在深
圳大劇院舉行了「我愛你中國」的
獨唱會，看來她雖然已將不少時間

投放在港深兩地，特
別是青少年的文化藝
術交流活動，仍應邀
再辦獨唱會，要知優
秀出色的歌唱家，除
了天賦，還有名師培
植的心血，繼續高歌
仍應是徐霞延續她的
傳奇人生，繼續「一
路走來」毋忘初心，
得道多助的必由之道
呢！

文、圖：周凡夫

得道多助 徐霞傳奇 紀念貝多芬誕辰250周年
「貝多芬作品大全集」登陸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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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不通」展覽

原創歌劇《蕭紅》
展才女不屈靈魂

中央歌劇院的原創歌劇中央歌劇院的原創歌劇《《蕭紅蕭紅》》在京首演大獲成功在京首演大獲成功

後後，，又回到了蕭紅的家鄉哈爾濱精彩上演又回到了蕭紅的家鄉哈爾濱精彩上演！！從松花江從松花江

到香江到香江；；從從《《生死場生死場》》到到《《商市街商市街》；》；從東北寒土地從東北寒土地

到洋場上海灘到洋場上海灘；；從從《《呼蘭河傳呼蘭河傳》》到到《《曠野的呼喊曠野的呼喊》，》，

蕭軍蕭軍、、端木蕻良端木蕻良、、魯迅和許廣平魯迅和許廣平，，一位位豐碑的人物一位位豐碑的人物

以歌劇的形式走進今天以歌劇的形式走進今天，，現代的舞台效果現代的舞台效果，，閃回的劇閃回的劇

情設計情設計，，完美的結尾昇華完美的結尾昇華，，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被譽為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被譽為

「「3030年代文學洛神年代文學洛神」」的一代才女的一代才女，，一生與命運搏擊的一生與命運搏擊的

不屈靈魂不屈靈魂。。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欣欣王欣欣 哈爾濱報道哈爾濱報道

把黑土地的作家蕭紅搬上
歌劇的舞台，在她曾經成長於斯

的故土再現蕭紅的成長足跡和她的精
神，這也正是中央歌劇院和黑龍江省委宣
傳部等此次合作的初衷。劇中蕭紅由女高音
尤泓斐飾演，而尤泓斐也出生在黑龍江省呼
蘭縣，與蕭紅的家鄉僅距30公里。她對記者
說，「我從小是聽她的名字長大的，內心的崇拜
一直都在，我離開家鄉這麼多年，在看她的文字
的時候，對於家鄉的那種熱愛、眷戀更加有共鳴，
就覺得跟她的心特別的近。蕭紅的靈魂在外面漂泊
了這麼多年，現在呼蘭縣只有她的青絲塚。我希望用
歌聲接她回家，用歌劇的形式讓她的靈魂有所安放。因
為還有那麼多的人還在愛她，沒有忘記她。」
黑龍江書法家協會的錢曉慧女士對舞台的感觸特別深，

「舞台第一感覺是耳目一新！大氣、新穎，整體背景高度
概括抽像，設計感很強。大雪紛飛的夜晚，色調滄桑，整
個戲顏色簡直絕了，很棒！很感謝中央歌劇院帶來這樣的
視覺盛宴。」對於觀眾的好評如潮，中央歌劇院院長劉雲
志表示，沒有精英就沒有精品，歌劇蕭紅投入很大，集合
了強大的主創團隊和劇院全院之力。這是我們為時代和人
民創作的一部歌劇，我們希望也有信心滿足時代和人民的
需求，為中國原創歌劇打磨出一部高峰作品。

主演尤泓斐主演尤泓斐：：
我與蕭紅的心特別近我與蕭紅的心特別近

與香港的不解緣與香港的不解緣
《《蕭紅蕭紅》》的主創陣容強大的主創陣容強大。。中中

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郝維亞擔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郝維亞擔
任作曲任作曲，，中央戲劇學院教授黃維中央戲劇學院教授黃維
若和國家一級編劇董妮共同擔任若和國家一級編劇董妮共同擔任
編劇編劇，，中央戲劇學院教授廖向紅中央戲劇學院教授廖向紅
擔任導演擔任導演，，國家一級舞美設計師國家一級舞美設計師
馬連慶擔任舞美設計馬連慶擔任舞美設計。。女高音歌女高音歌
唱家尤泓斐飾演蕭紅唱家尤泓斐飾演蕭紅，，男高音歌男高音歌
唱家劉怡然飾演蕭軍唱家劉怡然飾演蕭軍。。
舞台上舞台上，，隨着中央歌劇院音樂總隨着中央歌劇院音樂總

監監、、首席指揮楊洋的指揮棒揮動首席指揮楊洋的指揮棒揮動，，音音
樂如流水般在美麗的呼蘭河流淌樂如流水般在美麗的呼蘭河流淌，，音音
樂漸近悲涼樂漸近悲涼，，蒼白憔悴的蕭紅就這樣蒼白憔悴的蕭紅就這樣
躺在病床上躺在病床上，，緩緩地靠近觀眾的心緩緩地靠近觀眾的心。。
蕭紅蕭紅，，其生命如劃過天際的流星其生命如劃過天際的流星，，僅僅
只短短三十一年只短短三十一年：：二十四年在哈爾二十四年在哈爾
濱濱，，三年半在上海三年半在上海（（包括在青島包括在青島、、去去
日本一年多日本一年多），），兩年在漢口兩年在漢口、、臨汾臨汾、、
西安與重慶西安與重慶，，兩年在香港兩年在香港。。但就其視但就其視
如生命的文學活動而言如生命的文學活動而言，，她無疑屬於她無疑屬於
香港香港。。
歌劇還原展示了蕭紅在香港實現自歌劇還原展示了蕭紅在香港實現自
由創作的藝術巔峰期由創作的藝術巔峰期。。以東北人的率以東北人的率
真真、、豪爽豪爽，，迅速融入當地的文藝圈迅速融入當地的文藝圈
子子；；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
分會會員聚餐會上分會會員聚餐會上，，洋洋灑灑洋洋灑灑、、慷慨慷慨
激昂的發言激昂的發言，，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
局面局面，，寫出更好的作品來寫出更好的作品來。。蕭紅滿意蕭紅滿意
於香港的一切於香港的一切，，她給好友白朗寫信她給好友白朗寫信
說說：「：「這裡的一切景物都是那麼恬靜這裡的一切景物都是那麼恬靜
和幽美和幽美，，有山有山，，有樹有樹，，有漫山遍野的有漫山遍野的

鮮花和婉轉的鳥語鮮花和婉轉的鳥語，，更有澎湃泛白的更有澎湃泛白的
海潮海潮。。面對着碧澄的海水面對着碧澄的海水，，常會使人常會使人
神醉的神醉的，，這一切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不都正是我往日所
夢想的寫作佳境嗎夢想的寫作佳境嗎？」？」而她也長眠於而她也長眠於
這個令她滿意的這個令她滿意的「「寫作佳境寫作佳境」。」。

「「視寫作如生命視寫作如生命」」
導演廖向紅是中央戲劇學院副院導演廖向紅是中央戲劇學院副院

長長，，她對記者說她對記者說，，與蕭紅的隔世緣分與蕭紅的隔世緣分
早早就注定早早就注定。「。「大概是五年前大概是五年前，，我去我去
哈爾濱的時候到呼蘭區的蕭紅故居紀哈爾濱的時候到呼蘭區的蕭紅故居紀
念館走訪念館走訪，，當時看到了她的事跡當時看到了她的事跡，，我我
就想就想，，如果有一天能為蕭紅寫一部歌如果有一天能為蕭紅寫一部歌
劇就好了劇就好了。」。」沒想到沒想到，，願望在五年後願望在五年後
實現了實現了。。
「「蕭紅短暫的生命顛沛流離蕭紅短暫的生命顛沛流離，，從哈從哈

爾濱一路到香港爾濱一路到香港，，走了十餘個城市走了十餘個城市。。
很多人關注的是她的情感命運很多人關注的是她的情感命運，，但是但是
最讓我思考的是蕭紅一生中創作出了最讓我思考的是蕭紅一生中創作出了
100100萬字的作品萬字的作品，，那是在病痛那是在病痛、、生活艱生活艱
難難，，情感受挫的情況下情感受挫的情況下，，用血淚寫出用血淚寫出
的的100100萬字萬字。」。」廖向紅哽咽地說到廖向紅哽咽地說到，，
「「那是視寫作如生命的精神那是視寫作如生命的精神！」！」

說到底說到底，，蕭紅的文字有一種與命運蕭紅的文字有一種與命運
抗衡的生命力抗衡的生命力，，潑辣地在原野裡盛潑辣地在原野裡盛
放放，，擁有獨屬於自己的春天擁有獨屬於自己的春天，，比如比如
《《呼蘭河傳呼蘭河傳》》中書寫過那美好景象中書寫過那美好景象
的的：「：「這些花從來不澆水這些花從來不澆水，，任着風任着風
吹吹，，任着太陽曬任着太陽曬，，可是卻越開越紅可是卻越開越紅，，
越開越旺盛越開越旺盛，，把園子煊耀得閃眼把園子煊耀得閃眼，，把把
六月誇獎得和水滾着那麼熱六月誇獎得和水滾着那麼熱。」。」歌劇歌劇
當中當中，，就用原創歌曲描繪了呼蘭河就用原創歌曲描繪了呼蘭河。。
廖向紅以一個廖向紅以一個「「忠實讀者忠實讀者」」的視角進的視角進
行創作行創作，「《，「《蕭紅蕭紅》》以全新的視角以全新的視角，，
首創的歌劇表演形式走上舞台首創的歌劇表演形式走上舞台，，讓更讓更
多的觀眾在看過歌劇後多的觀眾在看過歌劇後，，再回頭讀一再回頭讀一
讀蕭紅的作品讀蕭紅的作品，，成為蕭紅的讀者成為蕭紅的讀者，，將將
『『視寫作如生命視寫作如生命』』的精神有效傳的精神有效傳
遞遞。」。」
這一視角也真這一視角也真

正引起了觀眾的正引起了觀眾的
共鳴共鳴。「。「我不大我不大
懂歌劇懂歌劇，，但很喜但很喜
歡這部歌劇歡這部歌劇。。它從它從
文學角度來說還原文學角度來說還原
了蕭紅的狀態了蕭紅的狀態，，比比
如劇中唱到如劇中唱到，『，『桌桌
子可以吃嗎草褥子子可以吃嗎草褥子

可以吃嗎可以吃嗎』，』，這些都是蕭紅作品中的這些都是蕭紅作品中的
原話原話，，文學意味很濃文學意味很濃。」。」一位愛好文一位愛好文
學的觀眾感慨道學的觀眾感慨道。。而一位專門從外地而一位專門從外地
趕回來的蕭紅迷說趕回來的蕭紅迷說，「，「特別高興歌劇特別高興歌劇
《《蕭紅蕭紅》》搬上舞台搬上舞台。。劇中蕭紅從抗婚劇中蕭紅從抗婚
出走到最後成長為一名作家出走到最後成長為一名作家，，她抗爭她抗爭
命運命運，，不向舊時代舊思想屈服不向舊時代舊思想屈服，，勇敢勇敢
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的精神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的精神，，對我們對我們
啟發特別大啟發特別大。」。」

■■加藤翼加藤翼，《，《言語不言語不
通通》，》，20142014 || 國立國國立國
際美術館際美術館（（大阪大阪））館館
藏藏 || 攝影攝影：：坂倉圭一坂倉圭一

■■「「一路走來一路走來」」發佈會上發佈會上，，徐霞與專程自廣州徐霞與專程自廣州
到來的男中音歌唱家馮國棟合唱到來的男中音歌唱家馮國棟合唱。。

■■指揮大師梵志登與香港管弦樂團指揮大師梵志登與香港管弦樂團

■■歌劇歌劇《《費德里奧費德里奧》》

■■原創歌劇原創歌劇《《蕭紅蕭紅》》劇照劇照

■■《《蕭紅蕭紅》》的一生與大時代緊緊相連
的一生與大時代緊緊相連。。

■■歌劇歌劇《《蕭紅蕭紅》》用現代舞台展現蕭紅的一生
用現代舞台展現蕭紅的一生。。

■■歌劇歌劇《《蕭紅蕭紅》》

■■歌劇歌劇《《蕭紅蕭紅》》劇照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