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9 專題副
刊

■責任編輯：張岳悅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202020年年44月月88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0年4月8日（星期三）

2020年4月8日（星期三）

新冠肺炎影響下，劇院關閉，演

出取消，復演遙遙無期。香港的大

小藝團都同時面臨生存窘境。對於

主流的大型藝團來說，是咬緊牙關

捱下去；對於小藝團而言，則有可

能驟然面對生死危局。表演藝術，

凜冬將至？香港話劇團行政總監梁

子麒無奈說道：「黑暗期現在其實

才剛開始。」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張美婷、陳儀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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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新冠疫情下表演藝術凜冬已至表演藝術凜冬已至（（一一））

今年3月底，香港管弦樂團行政總裁
霍品達（Benedikt Fohr）向樂迷發

出了公開信，信中提到港樂正努力為疫情
減退後隨時恢復音樂會和其他活動以及樂
團2020/21新樂季而作好準備。亦呼籲持
有取消音樂會門票的觀眾將門票捐贈予樂
團的「學生票資助基金」，或樂團的「常
年經費基金」，以支持港樂，共克「疫」
境。

咬緊牙關
據統計，截至4月6日，港樂已有超過
18場演出取消或延期，樂團的日韓巡演
及兩場內地演出同樣受到了影響。霍品達
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因疫情而造成的財
務損失暫時無法估計，「因為還有不少未
知之數，例如為已取消，或已延遲舉行，
或未來數月的音樂會/活動而邀請參與樂
團演出的特約樂手、指揮家及獨奏家所需
作出的補償；有關人員的旅費預付 (機票
及/或酒店住宿)；及因推廣音樂會所預付
的廣告費用等。」當然，已取消的音樂會
中，售票音樂會的相關票房收入損失是無
可避免的。
但其實，除了經濟損失外，樂團最為擔
心的還有因為大部分表演場地關閉而導致
的排練暫停。「作為職業管弦樂團，定期
排練對維持樂團的表現及高藝術水平是非
常重要，所有樂師及指揮家是需要每天一
同綵排數小時。此刻未能進行綵排、亦未
知場館何時才能重開讓排練於安全的條件
下進行，對我們來說，這絕對是一大擔
憂。」霍品達說，面對如此一疫，不論是
樂師、指揮家或獨奏家，甚至廣大觀眾及
市民，心情和士氣難免受影響。非常時
期，樂師只能留在家中自行練習，樂團則
積極做好準備，期待重新登台。
保持創作狀態，以在恢復演出後能整裝
上陣，相信是不少藝團的選擇。香港話劇
團早前就一直堅持排練，直到演出要無奈
取消。其實，在1月底康文署
剛宣佈關閉轄下演出場地時，
香港話劇團受到的衝擊還沒有
那麼大。皆因2月劇團正好沒
有重要演出，首波受到影響而
被迫取消的是「杜國威劇本選
讀暨新書發佈」活動。隨着疫
情的延續，原定於3月演出的
《順風．送水》及讀戲劇場
《大象沉默》陸續取消，而最
新的消息是，劇團與西九自由
空間合作，原定於5月上演的
重頭戲音樂劇《大狀王》將直
接延期至2021年1月。
「新劇季也受到影響，」香
港話劇團行政總監梁子麒說，
「4月頭本來要公佈新劇季的
演出並且開始售票，但是城市
售票網也關了，現在唯有取消，看之後怎
麼辦。」之後疫情會怎麼發展，沒有人能
預料，劇團的策略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我們一直都做好準備，實在不行了再取
消，取消一個賠一個。」梁子麒無奈道，
「但不會覺得自己特別慘，因為現在是大
家都很困難。全香港的人，大家要咬緊牙
關一起捱過去，希望復甦能快點來。」
「捱過去」，也是城市當代舞蹈團
（CCDC）行政總監黃國威的無奈之語。
自3月開始，舞團每取消或延期一個演
出，就有大概30萬的損失；而舞蹈班取消
超過一個月更帶來逾150萬的損失。在政
府資助只佔舞團運營成本一半的情況下，
舞團完全是靠儲備在硬捱。舞團接下來的
重磅演出，是邢亮和又一山人合作的
《》，雖然暫時未宣佈演出的取消或延
期，但照現在看來，情況並不樂觀。

春來何期？
新冠疫情的肆虐，對劇場這種聚集性活
動而言，可謂是當頭重擊。演藝團體所要
面對的首先是演出取消而帶來的票房損
失、前期投入無法收回，以及對相應的聘
用人員所作出的補償等；而在此情況下，
藝團仍要承擔租金以及員工薪酬，所帶來
的財政壓力可想而知。但更甚者是，哪怕
疫情受控恢復演出，藝團仍要面對持續的
「隱痛」：再次投入、重製演出的經濟壓

力，以及如何恢復觀眾的入場信心。
「因為戲劇，它需要一段時間的醞釀和

排練才能成形，說恢復也不是立刻可以恢
復，它的成本也相對高很多。例如目前我
們很多工序，比如佈景搭建都在內地做，
什麼時候（貨運、製造）才能恢復正常？
不知道。還有我們的內地巡演安排，也要
提前很多時間來策劃，一般來說要提前一
年，現在敢不敢做這種計劃呢？現在大家
覺得年尾有希望能恢復，但是實際情況如
何呢？不知道。」梁子麒說，現在內地疫
情控制得比較好，他聽說上海有演出單位
已經開始售賣7月的演出票，「但我們是
否去得了呢？如果香港的疫情到時還是嚴
重，去到就要面臨14天的隔離，那什麼都
做不了。7、8月我們本來也有合作的項
目，現在大家都還在觀望。」梁子麒說，
這次的疫情是全球化的，這意味着只要全
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疫情仍未受控，封國封
城，那表演藝術所要求的人的交流和流動
便無法達成。如同今年話劇團本來要辦國
際黑盒劇場節，現在看來，外國的藝術家
是否能來都還是未知數。
未知，未知，未知。有人形容這是表演
藝術的至暗時刻，「現在我希望是已經到
最底了。」梁子麒無奈地說，「香港話劇
團40多年都沒有遇過這樣的時候」。他回
憶沙士時期，演出仍然照做，觀眾戴上口
罩來劇場，「演員一出來，整個觀眾席是

白色的。」但是沙士的傳染性沒有新冠肺
炎那麼高，無症狀的隱形病人也沒有這次
這麼厲害。「沙士後，都花了一年時間觀
眾才有信心恢復到正常（入劇場），那時
原本我們可以賣出9成的演出都只能售出
大概6、7成。而這次時間更長，影響可能
更大。可能到恢復演出的時候，我們要只
賣一半的票，隔行或者隔位子售票，來讓

觀眾沒有那麼擔心。市況的逐
步恢復，需要整個社會、所有
人所有團體一起來做，一步步
地恢復。」

抱薪取暖
在無法演出的日子裡，梁子

麒說劇團要時刻準備，最重要
的是要「保持希望」。例如在
「禁聚令」解除後，如果可以
恢復排練，某些戲就可以用比
較不那麼緊密的形式來排練；
又例如照常做好未來演出的前
期工作，比如10月的演出，
現在就要開會討論細節，「到
時候不做再取消」，最重要的
是保持創作。「我們不想停
頓，因為沒有演出已經很辛

苦，如果所有創作都停下，影響會更加
大。」
藝團也紛紛轉向網上平台，與觀眾保持

聯繫，也為業界尋求出路。港樂的樂師透
過「Phil Your Live With Music」與樂迷
網上見。香港話劇團則在facebook上舉辦
戲寶重溫，之後也計劃用live的形式，請
業界的戲劇演員分享自己在疫情中的故
事，並由話劇團來支付一定的費用，「當
是支持業界，在艱難時刻也可以有收
入。」至於CCDC，除了推出網上演出付
費點播及網絡舞蹈課外，又舉辦了一系列
針對業界的網絡研討會，現在更推出了為
期十四天的網絡駐留計劃，邀請舞蹈藝術
家、媒體藝術家、音樂人、藝術教育工作
者及製作人參與，集思廣益，為業界開拓
新路向。獲選參與的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
的自由身工作者更可申請港幣4,000元的
津貼，並可按需求使用CCDC的場地、網
絡及器材作個人研究之用。這種種舉措，
除了是為自己藝團開拓新路渡過難關，亦
是與業界守望相助，為眾人抱薪取暖。
正如梁子麒所說，疫情之下，人人受

困，面對這個不知道盡頭在何處的困境，
全社會都要共同出一分力，「讓社會保持
互相溝通、交流，保持推進的感覺。雖然
大家現在都只能在家，但是那個希望很重
要——很多人都在做着一些很積極的事
情。」

疫情取消聚集疫情取消聚集，，對於中小型劇團而對於中小型劇團而
言言，，除了要面對演出取消造成的損失除了要面對演出取消造成的損失
外外，，還要面對另一大收入缺口還要面對另一大收入缺口－－學學
校教學計劃及巡演的取消校教學計劃及巡演的取消。。例如本地例如本地
劇團劇團iStageiStage，，本年度的演出正以學校本年度的演出正以學校
巡演為主巡演為主。。疫情影響下疫情影響下，，這方面的損這方面的損
失成為劇團現階段損失最慘重部分失成為劇團現階段損失最慘重部分。。
學校巡演即指學校巡演即指，，劇團與部分機構簽劇團與部分機構簽
下合約下合約，，以戲劇的形式到學校宣揚某以戲劇的形式到學校宣揚某
訊息訊息，，而而 iStageiStage 藝術總監劉浩翔坦藝術總監劉浩翔坦
言言，，疫情停課令劇團本年度接獲的疫情停課令劇團本年度接獲的44
個學校巡演全暫停個學校巡演全暫停，，現時取消了的學現時取消了的學
校巡演場數更超過校巡演場數更超過120120場場。。因教育局因教育局
早前宣佈復課的安排需延期早前宣佈復課的安排需延期，，這更令這更令
劉浩翔擔憂復課後巡演的安排劉浩翔擔憂復課後巡演的安排。。
雪上加霜的是雪上加霜的是，「，「學校巡演更是要學校巡演更是要

劇團單方面承擔損失的部分劇團單方面承擔損失的部分。」。」劉強劉強
調說調說。。
大部分學校巡演均有主辦機構大部分學校巡演均有主辦機構，，劇劇
團要參與機構的遴選團要參與機構的遴選，，機構挑選後再機構挑選後再
邀請劇團製作劇目和演出邀請劇團製作劇目和演出，，以以iStageiStage
為例為例，，每個學校巡演的項目每個學校巡演的項目，，均有均有8080
至至100100場表演場表演。。當演出暫停當演出暫停，，主辦機主辦機
構並不會支付餘下場數的演出費用構並不會支付餘下場數的演出費用，，
而劇團最初在召募演員和後台工作人而劇團最初在召募演員和後台工作人
員時員時，，都與演員和工作人員談好演出都與演員和工作人員談好演出
場數場數，「，「我們本來已和所有人員就場我們本來已和所有人員就場
數達成了共識數達成了共識，，但因疫情來襲但因疫情來襲，，學校學校
停課停課，，即使我們在最初承諾給予所有即使我們在最初承諾給予所有
人員人員100100場的學校表演場的學校表演，，但最終也因但最終也因
停課而只作了停課而只作了2020場的演出場的演出，，變相所有變相所有
演出人員只能收取演出人員只能收取 2020 場演出的費場演出的費
用用。」。」
惟劇團在學校巡演的運作模式上惟劇團在學校巡演的運作模式上，，

在前期的製作如準備道具及排劇時在前期的製作如準備道具及排劇時，，
演員並沒有工資演員並沒有工資，，機構雖然會在演出機構雖然會在演出
前支付部分費用前支付部分費用，，但這些費用通常用但這些費用通常用
作製作道具作製作道具、、戲服等戲服等，，並不足以作支並不足以作支
付演員排練時間的工資付演員排練時間的工資，「，「我們在前我們在前
期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準備演出期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準備演出，，這也這也
是演員已經付出的工作時間是演員已經付出的工作時間，，演員也演員也
期望用往後演出的期望用往後演出的8080至至100100場表演賺場表演賺
取收入取收入，，並從中賺取前期準備時間的並從中賺取前期準備時間的
支出支出，，但現在一個月的時間已付出但現在一個月的時間已付出
了了，，卻不能收回卻不能收回8080至至100100場的表演收場的表演收
入入，，這也是我們只能單方面承擔的損這也是我們只能單方面承擔的損
失失。」。」

望改變學校巡演方式
iStageiStage的的44個學校巡演均在去年個學校巡演均在去年1010

月月11日起開始日起開始，，各巡演的結束期均不各巡演的結束期均不
同同，，但因疫情停課下但因疫情停課下，，學校巡演無法學校巡演無法
如期完成如期完成，，因此劉浩翔亦與各機構商因此劉浩翔亦與各機構商
討討，，最終各機構均同意延長演出日最終各機構均同意延長演出日
期期，「，「各機構答應延長演出日期至下各機構答應延長演出日期至下

學年學年，，但下學但下學
年能否又可以滿足年能否又可以滿足
到這麼多場演出場到這麼多場演出場
次呢次呢？？這也是未知這也是未知
之數之數。」。」
劉浩翔指劉浩翔指，，學校巡演無法完成令劇學校巡演無法完成令劇
團承受極大的損失團承受極大的損失，，因此他亦和巡演因此他亦和巡演
的機構商討改變表演的方式的機構商討改變表演的方式，，望以替望以替
代現場表演代現場表演，，如網上直播或拍攝影片如網上直播或拍攝影片
讓學校播放讓學校播放，，但此方案仍有機構拒但此方案仍有機構拒
絕絕，「，「雖然我們明白播放影片作演出雖然我們明白播放影片作演出
的方法比不上現場觀看的感覺的方法比不上現場觀看的感覺，，但這但這
也是減少我們損失也是減少我們損失、、確保現階段有一確保現階段有一
定演出量的方法定演出量的方法，，但其實我覺得網上但其實我覺得網上
直播也有好處直播也有好處，，學生可以在直播上留學生可以在直播上留
言或作選擇言或作選擇，，以改變劇情發展以改變劇情發展，，這也這也
可增加互動感可增加互動感。」。」劉說劉說。。

學校巡演之劇團欠資助
一般而言一般而言，，大多數機構也是透過政大多數機構也是透過政
府的撥款作宣傳費用府的撥款作宣傳費用，，再用這些費用再用這些費用
請劇團以戲劇方式宣播訊息請劇團以戲劇方式宣播訊息，，劉浩翔劉浩翔
認為這些撥款已是政府在去年的財政認為這些撥款已是政府在去年的財政
預算案中已撥出的款項預算案中已撥出的款項，「，「這些款項這些款項
為政府的已出之物為政府的已出之物，，所以我們在早前所以我們在早前
也和馬逢國議員商討也和馬逢國議員商討，，是否可以像藝是否可以像藝
術發展局的學校巡演般術發展局的學校巡演般，，在疫情下仍在疫情下仍
支出八成的巡演費用給予製作單位支出八成的巡演費用給予製作單位，，
這也可令這些款項做到真正的這也可令這些款項做到真正的『『抗抗
疫疫』，』，確實幫助藝術工作者度過疫情確實幫助藝術工作者度過疫情
的艱難時期的艱難時期，，我也希望政府能夠牽頭我也希望政府能夠牽頭
帶領並向機構作出呼籲帶領並向機構作出呼籲，，放寬條放寬條
文文。」。」
此外此外，，香港話劇團行政總監梁子麒香港話劇團行政總監梁子麒
亦提到亦提到，，在政府早前提出的藝術界抗在政府早前提出的藝術界抗
疫基金中存在疫基金中存在「「支援覆蓋面的問支援覆蓋面的問
題題」，「」，「一些不屬於團體演出的人一些不屬於團體演出的人，，
比如導師比如導師，，他們的身份界定不了他們的身份界定不了，，我我
認為這些是需要包含在支援計劃中認為這些是需要包含在支援計劃中
的的，，但學校導師的身份現在則難以證但學校導師的身份現在則難以證
明明，，會不會由學校那邊給一個證明會不會由學校那邊給一個證明
呢呢？？或者藝發局裡面去統籌或者藝發局裡面去統籌，，但是學但是學
校可否證明呢校可否證明呢？」？」
在早前藝發局推出的在早前藝發局推出的「「藝文界支援藝文界支援
計劃計劃」」中中，，並未包括對學校巡演計劃並未包括對學校巡演計劃
中的劇團資助中的劇團資助。。劉浩翔指劉浩翔指，，希望政府希望政府
若有第二輪支援計劃若有第二輪支援計劃，，可包括資助學可包括資助學
校巡演計劃中的劇團校巡演計劃中的劇團，「，「有很多劇團有很多劇團
因學校巡演的暫停而顆粒無收因學校巡演的暫停而顆粒無收，，這讓這讓
這些劇團叫苦連天這些劇團叫苦連天，，甚至因此面臨倒甚至因此面臨倒
閉的危機閉的危機，，我認為這個情況要受到重我認為這個情況要受到重
視視，，因為劇團倒閉可能令學校巡演在因為劇團倒閉可能令學校巡演在
日後大大減少日後大大減少，，這會影響到學生接觸這會影響到學生接觸
戲劇藝術的機會戲劇藝術的機會，，直接影響未來戲劇直接影響未來戲劇
界的發展和從業人數界的發展和從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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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劇團中小劇團：：
學校巡演收入驟減學校巡演收入驟減

■■iStageiStage藝術藝術
總監劉浩翔總監劉浩翔

■■iStageiStage的的《《正是這樣的生活正是這樣的生活》（》（重演重演））
的演出受疫情影響而延後至今年年尾的演出受疫情影響而延後至今年年尾。。

■■港樂行政總裁港樂行政總裁
霍品達霍品達(Benedikt Fohr)(Benedikt Fohr)
攝影攝影::：：Cheung Wai-lokCheung Wai-lok 港樂供圖港樂供圖

■■受疫情影響受疫情影響，，香港話劇香港話劇
團團 33 月演出月演出《《順風順風．．送送
水水》》亦告吹亦告吹。。

■■香港話劇團行政總監梁子麒香港話劇團行政總監梁子麒
攝影攝影：：Man Ching PhotographyMan Ching Photography

■■由西九自由空間委約由西九自由空間委約、、香港話劇團及香港話劇團及
自由空間聯合主辦及製作的音樂劇自由空間聯合主辦及製作的音樂劇《《大大
狀王狀王》，》，將延期至將延期至20212021年年11月上演月上演。。

■■原定於原定於33月月1414日舉行的讀戲劇場日舉行的讀戲劇場
《《大象沉默大象沉默》》無法舉行無法舉行。。

■■iStageiStage學校巡演劇學校巡演劇《《低碳奇俠低碳奇俠》》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辦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辦））的演出照的演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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