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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藝術藝術 疫情影響下，各種演出陸續取消。宅在家中如何享受藝術？小編請來各路藝術
發燒友，和大家一起「宅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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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訊

■■「「美樂共賞美樂共賞」」社區音樂會系列改為網上直播社區音樂會系列改為網上直播。。

■■姚珏姚珏 攝影攝影：：尉瑋尉瑋

■■老師通過網絡授課老師通過網絡授課。。

■■國家大劇院策劃出品國家大劇院策劃出品「「致敬最美逆行者致敬最美逆行者，，
為你歌唱為你歌唱——20202020 國際護士節主題音樂國際護士節主題音樂
會會」。」。

■■賈維指揮柏林愛樂樂團演出賈維指揮柏林愛樂樂團演出。。

積極求變 網上求新

演出停擺下，藝術家如何迅速調整自己、改變策略，保持與

觀眾的聯繫，並回饋社會？在香港弦樂團創辦人及藝術總監姚珏看來，現在

的困境是危機，是挑戰，也是機遇。積極探索網上平台，藝術家與樂團可以突破

另創一條道路，而其中最關鍵的，始終是態度——目標清晰，積極求變。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受訪者提供

姚珏姚珏：：疫情之下疫情之下 音樂不止音樂不止
今年1月份，姚珏帶着樂團在外巡演，

去了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當時
疫情才剛剛露出苗頭，同行的年輕演奏家有
人開始戴上口罩，但恐怕沒有人想到，不久
之後疫情會迅速惡化，讓社會陷入半停擺的
狀態。音樂廳關閉、表演取消、限聚令頒
佈，樂團的排練與創作也被迫陷入停滯。
「這真是一大挑戰。」姚珏說，「以前我們
從沒有遇上過這樣的危機，總是習慣性地做
事情嘛，現在這樣一個疫情出來，讓我們回
看很多東西，我們的生活、教學都將有所改
變。而在其中我學會最多的是，一個人在世
界上一定要學懂應變。我們飄在大環境中，
飄在我們的宇宙中，而現在要怎樣去應對發
生的事情呢？我學到很多。」
「想辦法啦。」這是姚珏在訪問中提到最
多的一個詞。她說自己從來不是一個被動的
人，「你的目標非常重要，有了目標，剩下
就是想各種辦法去做。」疫情使表演藝術陷
入無奈境地，但如果藝術家因此停下，與觀
眾失去聯繫，用她的話來說，就「太可惜
了」。「困難中，你不主動去想辦法，而是
等着疫情過去，那是不行的。」
不能演出，那就發揮自己的專業與創意，

用另一種方式保持與觀眾和社會的聯結。
例如2月底，姚珏就將學生們集合起來，
製作了「弦」繫連心齊抗疫短片，在《獅子
山下》的音樂中，為前線醫護打氣。「當時
武漢的疫情很嚴重，我們這個專業可以做點
什麼呢？我們是做青少年工作的，我希望我
們的孩子一定要能參與進去，當時很多學生
在內地也回不來，我們就自己在家錄，可以
拉琴的拉琴，不能拉的就畫畫，或者舉卡

片，一起做了這個短片，給醫護
打氣，給武漢的市民打氣，為中
國加油。」短片發佈後，反響熱
烈，也受到了文化部的關注。

音樂教育停課不停學
疫情讓學校停課，原有的校園

音樂教育項目也因此停擺；姚珏
卻視此為機遇，讓她有機會探索
網絡技術，尋思着是否能夠利用
網上平台，盡量讓學生停課不停
學。團隊首先將原有課程重整，
迅速推出了網上課程與演出——
《古典音樂齊齊學》課程，以及
《點止古典音樂@校園巡演》音樂會欣賞。
「平時我們每個月要進學校去講talk，不光
是拉小提琴，還有樂理和音樂家的介紹等
等，現在全部停掉了。我研究下，乾脆整理
出四個不同階段的講演，涵蓋巴洛克、古
典、浪漫、現代和中國等主題，用有趣的方
式來講音樂欣賞理論，然後再把樂團的相關
演奏放進去。」這將講座與表演等元素拼接
在一起的新課程，收到了來自學校的熱烈反
應，本來參與的學校有十幾間，到現在為
止，卻收到了超過80間中小學的踴躍報
名。
姚珏天才音樂學院的教學也轉為網上授

課。她形容網上教學對老師來說有更高的要
求，授課方式也要轉變。「教小提琴的話，
鏡頭的位置最重要，有時候要看手，有時要
看弓，所以鏡頭的角度很重要。其次，小孩
子的話讓他們把曲子拉會最重要，隔着鏡頭
你很難讓他只是從頭拉到尾，而要一句一句

地教，這樣才可以。一句一句拉好，再往下
走，肯定比面對面教要慢一點。現場可以直
接指導，現在也不行。所以老師要花更多的
心思，仔細地把每個點抓出來。」
她將網上教學看作是未來的某種可能的選

擇，就算疫情過後，也值得繼續探索。「我
希望疫情好了以後，會有更多這樣的軟件，
或者公司可以來和我們藝術家合作，有更多
的東西可以探索。這次疫情讓我覺得，和不
同機構的合作很重要。一個人的力量和一個
機構的力量真的有限，只有將更多範疇的力
量凝聚起來，才可以創造更多的東西，為社
會服務。萬一以後又再遭遇這樣的事情，才
能去應對。在每次困難中都要去學點東西，
每個人都要有這樣的精神，如果每次都只顧
着抱怨的話，是不行的。」
現在她極度希望解決的困難，則是團隊原

本教育計劃中300個基層孩子的學習問題。
他們對於網上課程，未必有相匹配的設備和
條件，「比如沒有電腦，沒有網絡，怎麼讓

他們可以上課，這是我現在努力想去
解決的。」

向年輕藝術家提供網上平台
演出暫停下，許多藝團都將演出片

段搬到網上播放，但業界始終有擔
憂，網上觀演的盛行是否會影響觀眾
未來踏入劇場的意慾，這似乎是把雙

刃劍。
「音樂廳是不會被任何

方式代替的。」姚珏說，
在她看來，線上音樂廳是
提供一種新選擇，而不是
打造新障礙。「live 和不

live是完全不同，我們在有觀眾時和沒有觀
眾時的演出肯定是不一樣的感覺。疫情讓我
們去考慮，很多事情有另外的角度可思索，
讓我們看到更多選擇。它讓我們去想，在沒
有觀眾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用自己所長來
為市民和社會做事情，而不是說只依靠一種
方式。」
早前，姚珏將《香港弦樂團賽馬會音樂能
量計劃》「美樂共賞」社區音樂會系列改為
網上直播進行，截止5月10日，四場音樂會
最高錄得單場9,800次點擊人次。由5月15
日開始，樂團又將與亞洲協會合作，推出
「弦動抗疫」免費網上直播音樂會系列，連
續三周進行七場網上直播音樂會。
「對我們中小型藝團來說，我們最需要的
是擴大我們的觀眾群。我們的目標非常清
晰，就是希望為年輕藝術家提供更大的平
台，讓更多觀眾欣賞到香港年輕藝術家的才
華。」姚珏說，在這樣的目標下，網上音樂
會直播是極好的突破點。「我們不像大團有
那麼多的考慮和限制，我們可以完全打開這
扇門。」室內樂的小編制，完美符合了「限
聚令」的安全指引，在這特殊時期，網上音
樂會可以讓年輕藝術家不停止排練、不停止
演出，是無奈時期可以做出的最主動選擇。
面對疫情，音樂學校也面臨很大的壓力，

「最大影響的是自由職業者，像我們的老師
們，不上課，有些就完全沒收入了。」但姚

珏似乎總能從危機中看出機遇來，帶着樂觀
的情緒鍥而不捨地分析困境，找到解決之法
對她來說似乎只是時間問題。「一個人生活
在世界上，思考問題的習慣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小時候我爸總和我說：你不能不為這個
世界去做點事情。他一直這麼說，其實我小
時候聽不懂的，會覺得琴拉好不就行了嗎。
但是現在更成熟了，會慢慢發覺小時候爸爸
種下的種子在慢慢開花。種子種下去是非常
重要的。如果習慣從positive的方向去想事
情，就會從這個方向去找出路。我們搞藝術
的和搞教育的，所能做的就是給孩子樹立一
個好的榜樣和理念。」

今年是貝多芬誕生
250周年，香港弦樂團
也計劃在7月推出「弦
點生命貝多芬」音樂
會。姚珏說，貝多芬最
打動她的，除了作品
外，還有他對人生目標
的執着，以及其深厚的
人道主義情懷。「他的
音樂總能在黑暗中透出
希望的光芒。在疫情
中，希望其人其作讓我
們了解，如何樂觀地去
對待困境。」
日期：7月19日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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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弦」」繫繫
連心齊抗疫短連心齊抗疫短
片片，，各地的學各地的學
生一起為前線生一起為前線
醫護打氣醫護打氣。。

最近，我身邊的樂迷朋友大多
日子過得艱難：倒不只是因為疫
情期間收入少了壓力大了，更是
因為在音樂演出紛紛暫停的當
下，愛樂人聞不到音樂廳或劇院
內座椅的松木香，聽不見貝多芬
或布拉姆斯澎湃樂音在台上台下
的撞擊迴蕩，又無法與同道好友
在散場後相聚讚美或吐槽當晚獨
奏家與樂團的發揮，總歸是失落
鬱悶的事情。
還好，慷慨如柏林愛樂樂團（Berliner Philhar-
moniker），雖說關閉線下音樂廳，卻將線上音樂
廳（digitalconcerthall.com）大門敞開。全世界樂
迷不論地域國籍，不論文化背景，只需網上填寫姓
名與電郵，便能獲派一張為期30日的音樂禮券。
一券在手，樂團過往數十年的音樂資源任你暢遊。
從卡拉揚執棒的1980年代，到阿巴多與歷圖，再
到數天前樂團一眾明星樂手為身陷疫情的鄰國民眾
打氣而舉辦的法國主題音樂會，盡數免費開放，對
於疫情中無法見面賞樂兼吹水暢聊的樂迷來說，不
啻為難得的慰藉。
我向來是現場音樂會的忠實擁躉，對於此前一眾
樂團與音樂機構因應互聯網傳播趨向而嘗試的眾多
線上演出興趣缺缺，倒不是因為泥古不化，而是因
為相較於線上音樂資源的隨時隨地共享，我還是更
喜歡線下音樂會的儀式感：周末傍晚，相約親友，
先在維港邊享用晚餐，再步入音樂廳欣賞美樂，散
場後在溫煦晚風中步行，回想場內樂音蕩漾，實是
再浪漫不過的時日。沒想到，過去兩個多月在家中
聆聽柏林愛樂眾多線上音樂會，儘管既無美景也無
美食相伴，仍覺浪漫繾綣，而且覬覦許久的「天鵝
臂」，也在不知不覺間練成了。所以，我逢人便誇
柏林愛樂疫情期間的新嘗試，還真不是因為收了人
家的廣告費。
柏林愛樂作為世界頂尖樂團，音樂演出的質素自

不必多言。對於樂團
的江湖地位，我自是
仰慕許久，但看過眾
多音樂會（不論在柏
林音樂廳中，抑或因
應時節和紀念日的戶
外演出）之後，我仍
忍不住為樂手的穩定
發揮而驚訝不已。與
樂團合作的指揮家與

獨奏家眾多，彼此性情與演奏風格各異，樂團一眾
樂手居然次次呼應良好，往來合宜，着實令人歎
服。不單旋律出眾，現場音樂會的畫面剪輯與切換
亦流暢自如，高清鏡頭捕捉到鋼琴家撫摸或重擊琴
鍵，捕捉到指揮家的陶醉與興奮，以及樂手弓弦之
間的張力，不僅悅耳，亦悅目，可謂視覺與聽覺的
雙重獎賞。
我不止一次重溫2013年愛沙尼亞指揮家賈維
（Paavo Järvi）與樂團合作芬蘭知名作曲家西貝流
士（Jean Sibelius）創作的《第五交響曲》，由第
一樂章至第三樂章層層鋪排疊進，最終達至恢弘明
亮的尾聲。西貝流士的旋律線條舒展，賈維指揮時
身體雙臂動作亦舒展，聽至高潮樂段，我忍不住起
身模仿指揮舉動，想像自己站在音樂廳中，與台上
及台下眾人一道將那音樂從無形中塑造建構起來，
該是多麼暢爽且振奮的事情。溫馨提示：若你每天
聽一遍西貝流士第五交響曲，邊聽邊模仿指揮，三
個月後手臂贅肉絕對消失不見。親測有效。
舒展身心，減肥成功，這些都是宅家日子裡因音

樂而生的晴天能量。最後，稍稍補充一句，樂團小
提琴首席Noah Bendix-Balgley和大提琴首席Bru-
no Delepelaire（後者成為樂團首席時年僅 24
歲），不單技藝上佳，顏值亦出眾，因此，若你並
非古典樂迷，不妨將這些現場音樂會當作音樂天才
的直播節目。靚仔有才華，不帶貨又不賣萌，多難
得，不是嗎？ 文：李夢

音樂廳關門三個月
我練出了「天鵝臂」 「5·12國際護士節」到來之際，

國家大劇院策劃出品的「致敬最美
逆行者，為你歌唱——2020國際護
士節主題音樂會」，作為特別策劃
亮相國家大劇院「聲如夏花」系列
線上演出。觀眾可通過國家大劇院
古典音樂頻道欣賞到音樂家們為
「最美逆行者」唱響的生命禮讚。
本場線上主題音樂會分為「最美

逆行」和「春暖花開」兩個篇章，
集中呈現國家大劇院在疫情期間創
作的優秀文藝作品，並邀請曾奔赴
武漢的北京醫護人員現場分享抗疫
故事。音樂會最閃亮的主角莫過於
疫情期間馳援武漢的北京一線醫護
人員。在音樂會中的「天使告訴
你」採訪環節，多位在武漢連續奮
鬥70餘天的醫護人員和記者，一起
分享了抗疫中的難忘瞬間。
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的邢正濤

及妻子白鈺，二人一個在
武漢、一個在北京，各自
在一線抗疫，用行動書寫
「戰地情書」，他們帶來
了一個關於「承諾」的故
事。北京朝陽醫院主管護
師秦立寧與被他救治的91
歲退伍老兵孫爺爺，詮釋
了一個關於「牽掛」的故
事。曾經歷過「非典」、參與過玉
樹抗震救災、這次又馳援武漢的北
京大學人民醫院護理部主任王泠則
帶來了一個關於「責任」的故事。
音樂會中，國家大劇院精選了5

部作品致敬醫護人員。其中，合唱
《天使的身影》首發於2月2日，首
發視頻中，歌唱家們曾戴着口罩面
向空無一人的劇場歌唱，令人動
容，而在此次音樂會中，他們摘下
口罩、露出笑臉，與觀眾一道用歌

聲致敬「凱旋英雄」，致敬「白衣
天使」。另一首合唱作品《天使告
訴我》首發於3月18日，由國家大
劇院院長王寧作詞、中國音樂學院
院長王黎光作曲，採用交響合唱的
形式，通過音樂色彩的變化，表達
了醫護人員堅定的意志，歌頌了醫
護工作者與民眾之間的信任與守
護。五部作品均由國家大劇院歌劇
院演員隊、國家大劇院合唱團和管
弦樂團的68位藝術家傾情演繹。

文：新華社

國家大劇院策劃「線上音樂會」
為「最美逆行者」而歌

共想實驗：
土瓜灣社區客廳成果展
由聖雅各福群會及土瓜灣社區客廳主辦、1a空間
擔任策展夥伴，本展覽回溯「土瓜灣社區客廳」計
劃3年來與區內街坊互動的歷程，由觀察社區需
要、介入空間想像、共享生活可能到建構設計意
念，嘗試由街坊自己設計公共空間。展覽將呈現宛
如河流一般曲折卻生機勃然的參與過程， 街坊、建築
師、區議員等不同思想的支流，與各式活動、工作坊、
居民小組等養份的滋育，並夾雜着衝突及調和，匯聚成

一套容讓所有人都能參與其中，互相理解的社區設計方
法論。
日期：即日起至5月22日
地點：牛棚藝術村14號1a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