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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看藝術
另闢蹊徑 or 無奈之舉
無奈之舉？
？
受新冠肺炎影響，自 2 月起康文署轄下演出場地暫時關閉並重開無期，香港近 95%的演出取消或
推遲。在經歷了近半年的修例風波後，本已元氣大傷的本地演出市場沒想到又被突如其來的疫症蒙
上更深陰影。在無法如常排練和演出的情況下，本地舞台藝術團體紛紛將目光投向網絡平台，藉由
雲端將藝術推到觀眾身前。對於依賴觀眾聚集、現場體驗的表演藝術來說，打造雲端看藝術，是另
闢蹊徑開鑿新天地，還是非常時期的無奈之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1 月 30 日至 2 月 29 日，西九文化區已有 70 多場表
自演改期或取消。為了維繫與觀眾的紐帶，2月下旬

一 連 數 個 周 末 ，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嘗 試 將 「 留 白 Livehouse」的現場演出在 facebook 專頁及 Instagram 頻道以
免費直播的方式向觀眾放送。管理局告訴記者，數周的
網上直播錄得逾 4,000 觀看次數，這使得負責此次表演
和直播的團隊感到非常鼓舞，「會繼續積極研究為其他
表演安排網上直播的可行性。」籌備現場直播有其技術
要求和資源配備，節目策劃、場地配合、網絡和技術等
不同方面都需緊密配合，管理局表示準備直播期間，各
團隊相互配合，進行定期檢討，所以每期的直播愈見流
暢。但亦承認，現場演出和直播的確存在一定差別，
「現場演出具其獨特魅力，而直播表演則讓更多人透過
不同渠道接觸藝術。」

■港芭即將推出網上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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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真空期 雲端來補充
直播需要更多的技術支持，亦要面對更多現場的不確
定因素。香港芭蕾舞團則嘗試用錄播形式，藉由 facebook平台推出全新拍攝的「港芭@家」節目，在未來數
周逢周一、三、五下午 3 時，定時播放不同內容。除了
逢周五可以重溫舞團精彩的演出片段外，舞團還專門錄
製了一系列節目，用輕鬆有趣的方式向觀眾推廣芭蕾
舞。其中包括由港芭藝術總監衛承天主持的清談節目
「港芭講芭」，既有譚元元等芭蕾名伶聚首暢聊《天鵝
湖》中的經典角色；又有演員現身說法，剖析「男芭蕾
舞蹈員的生活」。而在「芭蕾廚房」中，港芭的舞蹈員
將分享他們的私家食譜及烹飪秘訣；「芭蕾 101」則分
享小知識，與觀眾破解關於芭蕾舞的迷思。除此之外，
港芭也推出「網上芭蕾課」，讓觀眾只需一張椅子作為
扶把，在家中也能進行簡單練習。港芭的市場推廣總監
陳剛濤表示，這次製作一系列的網絡節目，是舞團針對
現時演出真空期的一個嘗試，但未來哪怕疫情過去，也
希望其可以變成舞團的恒常策劃，「我們很鼓勵大家看
現場演出，但是在網上世界，仍然可以嘗試將芭蕾舞帶
給觀眾。未來，可能不只是『芭蕾@家』，也可以
『@』任何地方。」網絡分享可以與現場觀看體驗互為
補充。
積極使用社交網絡平台來進行推廣，在疫情影響下的
非常時期推出特別節目的，還有香港中樂團。在樂團的
YouTube 頻道上，特別推出「愛與中樂同行 HKCO♥
4U 」抗疫系列和「鼓聲隆隆同抗疫 給自強不息的香
港人」系列視頻，前者讓樂團的各演奏家從二三月無奈
取消的音樂會曲目中挑選喜愛的樂段，在家中以個人或
小組的形式為觀眾演奏及示範；後者則送上澎湃的鼓樂
演出片段，特別收入 2003 年非典後樂團所創辦的「香
港鼓樂節」的珍貴花絮。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敏華對
記者說，當年，樂團與三千多名香港市民在維園齊奏一
曲《雷霆萬鈞》，衝破非典陰霾，用鼓聲帶來振奮力
量，「香港鼓樂節」也創下最多人一起演奏中國鼓的健
力士世界紀錄。在疫症肆虐的當下，數個節目無奈取
消，樂團希望和觀眾一起重溫這些珍貴的歷史片段，
「鼓樂本就有振奮人心、與天對話的能量，現在也希望
將正能量傳遞，讓大家可以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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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自己的歌 奏自己的樂
香港自己的音樂出版，包括 CD 和樂
譜並不多，回顧過去一年雖然仍是很有
限，但香港中文大學合唱團的CD「唱自
己的歌——香港粵語合唱曲選」（編號
CUC0001），和新聲國樂團出版的樂譜
《邱少彬大型民樂合奏作品集（一）》
卻是被人忽略，但深具意義的 2019 香港
音樂「土特產」，而兩者的出版，卻又
各有不同的背景故事。
香港中文大學合唱團的CD「唱自己的
歌——香港粵語合唱曲選」的重要意
義，正是 CD 封面的設計所突出的「粵
語」兩字。 粵語是香港主流語言，然
而，在音樂廳以傳統混聲合唱形式演唱
的粵語曲目卻很少，這與一直以來創作
人多認為以粵語來創作混聲（多聲調
的）合唱曲難以寫得好很有點關係。
香港中文大學合唱團的指揮朱振威在
CD 中透露：「2014 年得台灣作曲家冉
天豪一番鼓勵後，我與中大合唱團機緣
巧合，碰上為『香港樂壇教父』顧嘉輝
博士舉辦致敬音樂會的機會，正式展開
粵語混聲合唱的探索。之後又與香港旗
艦音樂劇團演戲家族合作，改編一系列
來自該劇團戲寶的粵語音樂劇名曲；又

與伍卓賢合作排演其原
創粵語曲目。五年下
來，累積了一些精緻作
品與及演繹心得，特此
灌錄這張專輯作一階段
總結……」。
專輯中共收入十四首
粵語合唱曲，計有《摘
星》、《狂潮》，韋然
的童謠《何家小雞何家猜》、演戲家族
的粵語音樂劇選曲則有鍾志榮《遇上
1941 的女孩》中的《聖誕夜》、高世章
《一屋寶貝》中的民謠風格的歌曲《柳
美里》、黃旨穎為喜劇《愛情漫曼谷》
的《出發》，歌唱家及合唱指揮譚天樂
為劇團社區巡演而作，鼓勵大家勇敢地
追尋真愛的音樂劇《隱形客蝸居》中的
《豉油撈飯》。伍卓賢為當代無伴奏合
唱劇場《維多利雅講》所寫的《獅子山
下留》。蘇梓安作曲作詞的《戀之
花》、伍卓賢與作詞人游思行合作的四
首短曲，《聲聲停》、《演咒聽》、
《吾賞聽》和《耳在天堂》。
專輯特別收錄以國語演唱的《尋夢
者》，是冉天豪 2014 年為中大合唱團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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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團的《唱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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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歌詞取自南來詩人戴望舒在赴法前
表達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同名詩作，很明
顯這是向冉天豪當初的啟發致意。
朱振威在 CD 文字中特別指出：「今
天我們的夢想，已經由當初希望擁有能
代表香港的粵語合唱曲，演變成希望創
作及演唱合唱曲成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
的尋常事。希望有一天，大家不會因為
『全粵語曲目』而感到特別；希望有一
天，歌者不用為演唱粵語特別技巧感到
煩惱。」這亦當是這張 CD 出版的重要
意義和作用。
2019 年香港作曲家的作品出版，最讓
人高興的是見到的盒式包裝，共有四冊
的樂譜《邱少彬大型民樂合奏作品集
（一）》。邱少彬（岩生）一生從事教

線上始終只是
「替代模式」
線上節目可以推陳出新，在劇場外拉
近與觀眾的距離。但對於依賴 live 體驗的
表演藝術來說，最精良的拍攝似乎都無
法替代身處劇場之中的真切感受。
「打擊很大。」城市當代舞蹈團
（CCDC）行政總監黃國威說，疫情加上
過去近半年的社會運動，給舞團帶來巨
大壓力，這壓力不只來源於財政上，還
來源於與觀眾接觸的減少。「比如平時
我們做閤家歡的演出，通常都爆滿，但
早前的《小龍三次方》入座率只有四五
成，很失望。」黃國威表示，舞團的政
府資助只佔運營成本的一半，非常依賴
票房及市場操作。從去年到現在，收入
時常陷入困難，「現在是用儲備來
捱。」
這次疫情來得突然，場館停開，演出
取消，舞團已算是反應迅速，馬上推出
了網上點播和網上課堂 。在網上平台
vimeo.com 上，觀眾可以以付費點播形
式，花費約 4 美元，就可以觀看一套
CCDC 歷年經典作品，節目包括黎海寧
的《Plaza X 與異變街道》、桑吉加的
《Re-Mark》、黃狄文的《小龍三次方》
等，以及一系列舞蹈影像，上載的節目
則保持持續更新中。
黃國威表示，舞團首先選擇了演出受到
影響的作品上載，用收費觀看的模式，是
希望藉此為製作補貼收入。「很多作品觀
眾來不了浪費了，又或者暫時沒有重演機
會，不如大家重溫片子。」至於收費標
準，也是一直摸索嘗試來訂出。據他觀

學、演藝、創作、指揮與音樂評論
等工作四十多年，於香港中樂團任
職近二十年，離團後全身投入發展
業餘的新聲國樂團，深知音樂創作
是推動中國音樂發展的首要元
素。 為此，數十年來亦創作不
輟，編寫、創作的樂曲逾四百多
首，其中不少筆者都聽過，都見出
他對中國各類樂器演奏技巧掌握深
入，配器更是很有獨特見解和心得，不
僅能將樂器性能發揮得很有效果，且往
往不拘一格，別具創意，可說譜上每一
個音符都有巧思。
出版總譜是邱少彬生前心願，當 2015
年他發現身體健康出問題後，更加想盡
快完成，並希望演奏古箏的妻子張美玲
能替他每首作品繪畫插畫，唯 2016 年上
旬健康每下愈況，計劃便只得擱置。
現在出版的第一輯作品包括四首合奏
曲：《紫荊頌》、《月夜幻想》、《速
寫四幅》及《面譜》幻想曲，期待下一
輯能於不久的將來日子中得以面世。有
需要演奏第一輯樂曲的院校及樂團如要
索 取 電 子 版 分 譜 ， 可 電 郵 聯 絡 ： ntco_contact@newtune.org
文：周凡夫

察，觀眾更偏向租看影片，經典作品如黎
海寧的過往創作點擊率會高些，短片則
鮮有人購買。舞團也推出線上舞蹈班，
讓學員可以在家中學習瑜伽、芭蕾，或者
帶小孩上親子舞蹈課。
在疫情期間，這些雲端藝術雖然可以
填補某些演出取消的空白，與觀眾保持
一定的聯繫，但黃國威對此並不樂觀。
「始終和觀眾隔一層，藉由點播平
台，我們有嘗試摸索觀眾的喜好，也尋
找有效的運營模式；加上平時也通過社
交網絡平台與觀眾保持接觸，但其實仍
然和大家親身來參加活動、面對面的交
流差很多。」他苦笑，「線上真的是無
可奈何的選擇，取代不了一班人一起去
享受現場演出的感覺。」點播觀看怎麼
也沒有現場體驗的自由與鮮活，線上課
程也難以實現老師與學員在課堂親身交
流的細緻流程，對於建基於肢體交流的
舞蹈學習更是如此。
黃國威認為，線上計劃是很好的試
驗，但始終只能是「替代模式」。「出
來聚集就是藝術想要做的事情。線上模
式嘗試過後，其實我寧願它失敗的。」
他無奈道，「不好意思，我真的有點
灰。」
2003 年非典散去，大家齊聚維園，震
天鼓樂直擊雲空，如將陰霾劈開。今年
各表演場地重開仍未有定數，演藝市場
持續寒冬，什麼時候大家才能再聚首？
只能暫時品嚐雲端藝術，當是望梅止渴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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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MeToo 藝術展覽

今次展覽連結各個關注性暴議題的藝術家，
她/他們以自發的藝術手法，去回應各自關心
議題的面向。展覽重交流和參與，更會展出
相關書籍和研究報告，希望能引起公眾對有關
議題的持續關注，探討自由、公義、同理心和
互相尊重的重要性。
因為疫情關係，後#MeToo 藝術的工作坊、
講座及導賞團活動已取消，只保留展覽，並加
強了網上互動部分。觀眾可以在展覽的網站
（postmetooart.wixsite.com/2020） 欣 賞 多 位
藝術家的創作，並互動參與。觀眾亦可掃描二
維碼，傾聽「幸存者」的經歷和反思；或下載
填色紙，並把作品電郵去專頁分享等等。
日期：即日起至3月18日
上午11時至晚上8時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