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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武康×傑宏．貝爾

隔空編創 回顧舞蹈人生
第 22 屆台北藝術節日前開幕，昨天和今天兩天，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廳上演台灣舞蹈
家陳武康與法國舞蹈大師傑宏．貝爾（Jérôme Bel）合作編創的最新獨舞作品《攏是為
着．陳武康》。新冠疫情持續下，作品採用「隔空合作」的方式推進，貝爾的經典舞段
與陳武康的個人歷史在舞作中交疊比對，展現出兩個有趣靈魂的相遇。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R79 空中閱覽
日前，陳武康在「誠品
室」中分享了自己的舞蹈歷程，以及

與傑宏．貝爾創作《攏是為着．陳武康》的
過程。

獨舞呈現習舞歷程
陳武康是高雄人，眷村子弟。小時候調皮
搗蛋，打架、鬧事，好動得不得了。到了11
歲，家人為了讓他找件事情專注下來，免得
學壞，便聽從老師的建議將他送去學舞蹈。
剛開始時他想學的是爵士舞，老師卻建議學
芭蕾。「當時看到正在跳芭蕾舞的女生穿着
緊身衣，我當然選學芭蕾。」他笑，「可上
了第一堂課後，就不在乎女生了。」當音樂
響起，眼睛跟着手、手跟着音樂把動作做起
來，11歲的陳武康突然覺得內心獲得了前所
未有的安靜。就是它了。陳武康從此走上舞
蹈學習的道路，不斷進階，2001 年他更考
入美國著名編舞家艾略特．費爾德（Eliot
Feld）的舞團，展開 12 年的長期合作，一圓
芭蕾夢。
習舞期間，也經歷很多傷痛，腰椎間盤撕
裂和膝蓋損傷後，陳武康開始逐漸轉向現代
舞的創作。2004 年他回到台灣，與一班小
夥伴一起成立驫舞劇場，霎時成為備受注目
的全男班舞團。之後，同伴們開始各自發
展，他也開始探索自己的創作方式，重新思
考自己的定位。2016 年，陳武康開始和泰
國 當 代 舞 蹈 大 師 皮 歇 ． 克 朗 淳 （Pichet
■陳武康在排練中
陳武康在排練中。
。

圖：蔡耀徵攝影，台北藝術節提供

Klunchun）進行跨文化交流與創作計劃，
創作出了作品《半身相》，同時也展開三年
計劃《打開羅摩延那的身體史詩》。「現在
的生活，比較多的是研究、學習，累積到一
定的階段，就轉化成演出形式。」
對陳武康來說，成立驫舞劇場是人生中的
大事，其間有高低起伏，但一直懷抱着做出
好作品的初心前行，是至今仍在路上的探索
之旅。而結婚與成為父親，則是另一件大
事。「小孩一出現，就把我的人生位置改變
了，我會更加留意，『開始』與『結束』之
間的關係。」
所有的這些個人歷史與人生思考，這次都
以獨舞形式呈現於《攏是為着．陳武康》
（「攏是為着」意即「都是為了」）中，如
同另一種意義的「小結」。

從《非跳不可》開始
陳武康與法國編舞大師傑宏．貝爾的緣
分，始於 2019 年台北藝術節的《非跳不
可》。貝爾可算是激進的環保主義者，他曾
表示，為了降低因作品而產生的碳排放，從
2019 年 2 月起他和舞團成員不再搭機巡演，
於是通過視訊網絡與當地舞者的「隔空創
作」方式就此產生。在《非跳不可》的創作
中，就由貝爾提供舞譜，陳武康及編舞家葉
名樺來擔任導演。「去年見面之前，我收到
了他的舞譜，看譜的時候蠻欣賞的。他的作
品在網絡上不大搜得到，很神秘。於是我看

到舞譜的時候就很
興奮，蠻能欣賞那 ■法國編舞家傑宏
法國編舞家傑宏．
．貝爾在影片中介
一點一絲的巧思， 紹創作由來
紹創作由來。
。
視頻截圖
是很特別的作品。
■陳武康形容
後來見到他，再看
舞作雖是獨舞
，但很繽紛，
他演一次，當時是怎麼編這個舞作的每一個 後 我 自 己 有
如同「大餅包
小餅」。
意圖的時候，我就會晃神——現在這一刻是 一 條 時 間
真的嗎？他的作品中包含很多哲學思維，與 軸，兩條時間軸交疊。」他認為，自己的時
對劇場的探討，而不光是美感。」陳武康形 間軸，某種意義上折射出台灣舞者，特別是
容貝爾情感豐富，有時看排練也會流眼淚； 男舞者的人生歷程。「都是從舞蹈社、舞蹈 候，和美國編舞家Feld 一起工作，就慢慢產
二人合作頗有默契 ，「蠻快就能互相理 班開始，然後進去更專業的學習，之後去當 生這種共識，他將一個概念放在我身上，但
解。」同為父親的兩人也時常分享「爸爸 兵。當兵的兩年不能練舞，舞者會退化，於 到最後那要變成我的 。這對我的影響很
經」，體諒不時需要改變工作行程以遷就家 是很多男舞者最終選擇了轉行。而我們學習 大。」和貝爾的合作亦是如此。陳武康形容
庭與孩子。「我們的溝通還蠻日常的。」陳 舞蹈的體制非常西方，長期觀看的經典也是 舞作雖然是獨舞 ，但是如同「大餅包小
武康笑說，「比如這次合作，他在那邊正在 西方的。看白人跳白人的舞，看到最後你腦 餅」，「一口咬下，兩種滋味。」既有貝爾
度假嘛，有時我還在排練，他就在那邊說， 子會變白人，會想去看看自己能不能和白人 的作品回顧，又有他的個人歷史。兩個波段
站在一起。於是可以出國，去考一個舞團， 的共振，呈現出的，是兩個迥然不同舞蹈生
好了，我要去享受了。」
會成為學生時期的某種遠大志向。我也是如 命的對話。
兩個舞蹈生命的交流
此，但去了以後就會經歷迷惑——自己到底
這次因為新冠疫情的持續，《攏是為着． 是誰？你是什麼族群？是怎麼分的？什麼
以獨舞形
着．陳武康》
陳武康》進一步實踐「隔空創作」。貝爾早 東西才是你的？芭蕾舞嗎？於是我的整個 ■《攏是為
。
康的舞蹈人生
式，呈現陳武
前曾表示，在此特殊時刻，讓當地藝術家來 歷程其實蠻反映台灣的生態。」
主導演出的計劃變得更迫切而必要。他與陳
武康二人通過網絡視訊，展開對《攏是為着
．陳武康》的共同創作。
陳武康形容，舞作如同兩個人的一次回
顧。「貝爾的經典作品，每個作品的推出都
在當時的歐洲藝術界造成轟動。這次抽取他
每一個時期的作品出來作為一個時間軸，然

■陳武康

香港舞台復演迴響

旗艦樂團疫下復演之始與終
香港演藝舞台「復演」僅三周，便因疫
情再度肆虐而再次落幕關門，這段疫情反
覆的日子，香港兩個旗艦樂團接續兩個晚
上（7 月 3 日及 4 日），分別在大會堂音樂
廳，和香港文化中心舉行了停演五個月後
再面對觀眾的首場實體音樂會，但觀眾都
是「邀請」的嘉賓及媒體人士，入場都要
量體溫，全程佩戴口罩，作出「保持社交
距離」的座位安排。這兩場復演開始的音
樂會，卻都是有「終結」意味的演出，但
背景性質和效果卻很不相同。
「心樂集」於 1999 年設立，是鼓舞香港
作曲家為「中樂」創作的平台。今年疫情
影響，一波三折，終能在疫情稍緩之時，
將評審選出的六首優勝作品公開首演。
中大音樂系作曲本科生林俊熹的《幻
蜃》，以笙、中阮、革胡、琵琶、胡琴、
敲擊的六人小組，嘗試以不同音色，去描
畫海市蜃樓如幻如真的意象，呈現的是細
緻的層次變化。同樣在中大音樂系攻讀四
年級的作曲學生黃正彥的《恬靜一隅》，
由周熙杰指揮十七人的小組演奏，情緒起
伏對比幅度較大，十七個聲部，高潮時凝
聚的張力亦較大，全曲的思緒帶點激動，
幸好最後仍有空間能讓思緒找到出路。
隨後四首樂曲，周熙杰指揮近四十人，
幾乎是全編制的樂隊演奏。中大音樂系畢
業的譚逸昇的《月下美人》，以四段旋律
動聽、各有標題的樂段來描寫曇花花開的
情景；在英國攻讀音樂後回港，在香港大
學攻讀作曲的梁騫仁所寫《古語新音》中
的兩首獨奏短曲《幻雨》與《樂舞》，都
是帶有動感及微妙變化的音樂，古塤的震
音效果便很有幻變感，為《幻雨》添上了
很特別色彩，《樂舞》的節奏動感不斷增
強，最後突然煞停便變成高潮。
在香港大學副修音樂的胡君裕的《我夢
見了沉沒的海》，和梁康裕的《夜醒憶
飛》，寫的都是天馬行空的夢境。前者的
兩個簡短樂章都有明確標題，第一段《夜
鶯》，第二段《沉沒的海》，作曲家自言
採用傾向無調性手法描繪海與夜幕的「模
糊及神秘的氣氛」，第二段的快慢速度變
化，和強烈高潮的音樂形象仍不難掌握。

《攏是為着．陳武康》中，陳武康以 8
段舞段呈現自己的習舞歷程，亦要演繹多
段貝爾的經典舞作。二人的兩條時間軸顯
示出來的比對更多的是一種對話。「我在詮
釋他的經典作品片段的時候，很重要的是，
要從第二人稱變成第一人稱。到最後他就不
在了，而變成我自己。我當年剛出國的時

至於解說文字有如「新詩」般的《夜 ■「港樂
港樂」
」2020
2020-21 樂季節目預演音樂會
樂季節目預演音樂會，
，鋼
醒憶飛》，約七分鐘長的音樂所描寫 琴家張李嘉齡和樂團合作演出
琴家張李嘉齡和樂團合作演出。
。
的夢境，寧靜的空間很短，大多數都
攝影：
攝影
： Ka Lam_HK
處於興奮、強烈的情緒中。
這六首新作或許仍存在有好些未成
熟的地方，但相同的是都可聽出豐富
的想像力，和勇於探索的精神，讓人
期待各人日後的新作，那亦正是香港
音樂發展的希望所在。
翌晚香港管弦樂團的演出，正如音
樂會標題，是樂團九月開始的新樂季
節目預演，為新樂季造勢的演出，亦
■香港中樂團
香港中樂團「
「心樂集
心樂集」
」5G 網上直播音樂會
網上直播音樂會。
。
是「港樂」本樂季的最後演出。同
香港中樂團提供
時，這亦是1980年代加入「港樂」的
小提琴家潘廷亮，和首席豎琴家史基
道（C. Sidenius）退休前的告別演出
呢。
音樂會由王耀祖以主持人角色，在
演出期間訪問獨奏家及指揮家，全都
是宅港的香港人，唯擔任指揮的「台灣姑 疫情下的聽眾打氣。
「心樂集」演出長約一小時多些，隨即
爺」廖國敏自台灣返港，已先行自我隔離
接上演後座談，閻總與周指帶領三位評審
十四天。
音樂會選奏的八首樂曲，前四首是新樂 員（許翔威、梅廣釧、黃學揚），與六位
季貝多芬 250 周年主題的樂聖作品，先奏 作曲家及現場觀眾、樂師和網絡觀眾交
第三《英雄》交響曲首樂章，再奏《費黛 流，長約半小時多些。「港樂」的演出則
里奧》序曲，廖國敏從音樂的處理到指揮 長達一小時四十分鐘，有點過長了。兩場
的肢體動作，都力求展現樂聖富有英雄形 演出都通過 5G 網絡進行 4K 現場直播，現
象氣質，帶有戲劇性色彩的效果；接着的 場「效果」卻有差別，「心樂集」在觀眾
迴旋曲，與第二小提琴浪漫曲，則分別讓 席的右側設有兩部固定的錄像機拍攝閻總
鋼琴家張緯晴和樂團首席王敬主導，發揮 的開場白，和各位作曲家簡介自己作品，
錄像機後側沒有觀眾，影響不大；但「港
獨奏家的丰采。
隨着登場的第三位獨奏家李嘉齡則與樂 樂」的演出，兩部錄像機亦置於觀眾席右
團演奏了莫扎特第二十六《加冕》鋼琴協 側，但後面有觀眾，同時，兩位鋼琴家演
奏曲的首樂章，以稍慢速度，突顯了莫扎 奏時，兩部錄像機卻移到中間偏左來拍攝
特靈巧音樂中的莊嚴感。最後三首樂曲， 鋼琴家演奏鍵盤的畫面，於是不少觀眾的
可視為一組樂曲，廖國敏將舒曼第三《萊 視線都被阻擋了，可見雲上音樂會製作有
茵》交響曲首樂章輝煌的開始，帶到強奏 待改善之處仍不少。
疫情反覆下，中樂團原定 7 月 25 日在沙
結束，是一片動人的風光，接上拉威爾
田大會堂的兩場有現場觀眾的「樂．融．
《鵝媽媽》組曲以輕柔開始的首樂章，和
以強奏和弦結束的第五樂章，以及用作壓 榮」音樂會亦取消了，這場「心樂集」便
軸的史特拉汶斯基《火鳥》組曲優美的 成為今個樂季的終結音樂會。同時，廖國
《搖籃曲》開始，然後再接上輝煌的終 敏原定 9 月 19 日再次指揮香港管弦樂團的
曲，便成為一組都以充滿正能量的樂音完 演出，到時能否舉行呢？那又可會是「港
結的樂曲，是對新樂季的祝福，亦是對在 樂」新樂季開始的音樂會呢？ 文：周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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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龍一 feat.高谷史郎：dis．play

演出改期至 2021 年 12 月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西九文化區宣
布，由於疫情持續，原定於自由空間上
演的《坂本龍一 feat.高谷史郎：dis．
play》，將改期至 2021 年 12 月，有關詳
情將於2021年9月公布。
坂本龍一表示：「非常遺憾不得不將
香港的演出再次延期，不過我們承諾會
重新安排演出日期，讓大家欣賞。衷心
祝願各位一切安好，再會有期！」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管理局）表演藝
術行政總監譚兆民表示：「我們一直與
坂本先生的團隊緊密溝通，按音樂大師
的行程作出安排，務求在環境許可下盡
快為香港樂迷帶來期待已久的演出。衷
心感謝一眾樂迷的耐心等待與支持。」
為確保坂本龍一的樂迷於最新票務安
排中享有更大的靈活性，管理局表示將
向所有持票人安排全票退款。由即日
起，所有持票人將收到有關安排的電郵
或電話通知。全額票款將於 2020 年 10
月 15 日前，自動退回用作購票交易之信
用卡賬戶內，而票款一律不以現金或支

■
「坂本龍一
坂本龍一feat.
feat.高谷史郎
高谷史郎：dis．play
play」
」
相片來源：
相片來源
：Park Avenue Armory

票形式退回。「亞洲萬里通」亦已於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以電郵通知所有以
里數兌換門票的會員有關安排。
持票人亦將享有優先購票，於 2021 年
12 月的演出，按首次訂票時的相同票價
購買相應日期、相同數量及相同座位的
門票。管理局將於 2021 年 9 月與持票人
聯絡，屆時將會公布相關演出及門票發
售詳情。
原訂於 2020 年 9 月 9 日至 10 日舉行
的，台灣導演蔡明亮作品、由坂本龍一
包辦配樂的得獎電影《你的臉》電影放
映會亦將有所改動。已登記的觀眾將由
即日起收到電郵通知相關安排。

  
「山水與其他自然意象」
翟宗浩展
翟宗浩以山水畫見稱，他以抽象和富
有詩意的方式描繪大自然的輪廓。繼在
世界各地參展後 ──他曾居於日本和美
國數十載──《 山水與其他自然意象》
展覽是翟宗浩在港舉辦最重要的首個個
展之一。是次展覽精選展示他的大型雙
屏布本作品和尺寸較小的紙本作品，以
呈現其思緒的演變。
翟宗浩的繪畫哲學扎根於傳統技法，
他的油彩、塑膠彩和水墨作品處處流露
着這種哲學思想。每件作品的構圖布
局，皆體現這位畫家堅持其作品需與自
然對話的信念。通過一己之精湛且成熟

的繪畫技法來重塑自然，是翟宗浩的理
想化抱負。這項使命於他對植物、河川
和山坡的研究影響深遠。
日期：即日起至8月30日
地點：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馮平山樓二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