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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呈獻《蛻
變或對抗》展覽，本展覽是簡鳴
謙迄今舉辦過最全面的數碼工藝
主題個展。簡鳴謙是一名建築
師，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巴特雷
建築環境學院。在2014年定居
香港前，他曾在舉世聞名的倫敦
建築聯盟學院和皇家藝術學院授課長達十多年。簡鳴謙
在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
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
《蛻變或對抗》展覽以骨頭、面具、變異和力量四個

獨特的領域，探索簡鳴謙過往十年的創作。每個展區的
主題既揭示一眾作品之間的關係和演化，同時邀請觀眾
投入其中，作出協商、演變或對抗。第一展區「 骨
頭」是本展覽的序篇，展場幻化成一所珍奇屋（Wun-
derkammer），布滿那賦予藝術家創作靈感和啟發的參
考資料和模型。第二展區「 面具」精選展示一件互動
式藝術裝置，其創作靈感源自粵劇面具上複雜精緻的圖
案和文化隱喻。這件裝置讓觀眾置身於一個充滿探索發
現和意外驚喜的場景，搖身一變成為積極踴躍的玩家。
第三展區「變異」，以時間和空間的轉移為主題，在星
羅棋布、充滿啟發性的空間內展出三組不同的作品——
〈隱形人〉、〈熔融比例〉與〈見證人〉。在最後的
「力量」展區，簡鳴謙建立起一種中國木雕的傳統造
型、實驗玻璃吹製和數碼轉型的裝飾之間的對話。整個
展覽反映數碼工藝多元豐富的內涵，可被視為一所擴建
的珍奇屋——整體藝術作品。
日期：即日起至10月25日
地點：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徐展堂樓1樓

9月19日，上海音樂廳建成90周年開幕音樂會順利
舉行，譚盾攜上海歌劇院交響樂團，女中音歌唱家朱慧
玲，青年琵琶演奏家韓妍，古箏演奏家蘇暢為上海音樂
廳重修開業奏響最強音，呈現上海音樂廳90年與城
市、音樂與欣賞者的理念聯結。
音樂會上，譚盾為聽眾們帶來了《武漢十二鑼》交響

樂版中國首演，這首樂曲是譚盾在疫情初為祝福武漢而
創作的。回憶起創作過程，譚盾說道：「那時我正在紐
約飛往比利時的飛機上準備歐洲的巡演。當我在飛機上
看到疫情的相關新聞、又聽見飛機引擎『嗡嗡嗡』的聲
音時，我恍若聽見了武漢的鑼聲在耳邊低吟、狂嘯、轟
鳴……」最終，他在飛機上不眠不休創作出了這首《武
漢十二鑼》。
武漢作為楚文化中心，也是中國最優質的鑼、鼓、

的製造地。「漢鑼」因其直徑大、質地純的特點在世界
範圍內有口皆碑。選擇用「鑼」作為整部作品的核心、
表達武漢與世界的緊密關聯，也體現了譚盾作為一位音
樂家的獨特視角。
此次演出首次以交響樂隊編制呈現作品，高音歌手的

精彩演唱及十二面大鑼和交響樂隊的協同演奏，現場十
二面鑼圍繞着聽眾擺放，傳達出有愛無疆、和諧共生的
美好願望。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演出所使用的十二面鑼
都是由武漢運來。
上海音樂廳是全國第一座專業音樂廳，是上海第一座

由中國建築設計師設計的西方古典風格建築。作為上海
文化地標之一，上海音樂廳對於觀眾和市民朋友們都有
着特殊的意義，被親切的稱為上海的「城市音樂客
廳」。提起與上海的緣分，譚盾說：「我是『嫁』到上
海來的，上海對我來說，是家鄉。……我和上海音樂廳
的緣分，更是由來已久。」
1973年，少年譚盾坐了二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從湖

南來到上海，找到他的「湖南老鄉」——著名音樂家賀
綠汀，請他指點音樂。賀綠汀指點過後，不忘叮囑他：
「離開上海前，要去上海音樂廳看一看。」
「在此之前，我對音樂廳沒有任何概念。聽了賀綠汀

的話，我找到了上海音樂廳。門關着，我進不去，就在
外面看了一眼。」一直到20年後的1993年，譚盾第一
次走進了上海音樂廳。1993年12月18日，譚盾交響音
樂會於上海音樂廳上演，「那是我去美國學習音樂後第
一次回國，在上海音樂廳演出。我記得現場1,000多名
觀眾一起和聲，聲音傳到天花板，都能感覺到美妙的顫
抖。那時，上海音樂廳就像一瓶古老、醇厚的葡萄酒，
讓人回味不已。……現在的上海音樂廳，給我的第一印
象是華麗，但走上舞台時，又覺得非常樸素。更重要的
是，舞台上的聲音依然清晰、溫暖，而且相比以前，顯
得更透亮了。」
演出前，譚盾在上海音樂廳做了很多聲音方面的測

試。「無論是東西方音樂、獨奏或者合奏，全新修復的
舞台空間，讓音樂之間的對話更自然。」由於音響效果
出乎意料地完美，譚盾決定「不用任何麥克風來進行演
出」。他強調：「是這場演出的所有聲音，包括聲樂、
交響合奏、獨奏，都不用麥克風。」
在演出最後一曲《天地再生：生日快樂》時，譚盾對

現場聽眾表示，「上海音樂廳邀請我創作一首樂曲為其
慶生，我認為這同時也是全人類的生日，慶祝我們都還
活着。感謝大自然的包容，給了我們仍然能在一起的
機會。」 文：中新社

近日閱讀意大利文豪卡維諾 Italo
Calvino 的經典之作《為何看經典》，
並思考他對經典文學作品的十四個定
義—包括任何時候重讀，都讓人有新
的體會；永遠對讀者有話說；其精神
會在讀者的潛意識留下印記；通過親
自接觸體驗來認識，遠比通過第三方
去認識要有好多了；即使跟當代潮流
和口味相違背，其價值亦不變等—有
多少適用於西洋古典音樂。（不禁又
感歎，西洋「古典音樂」這稱謂實為
謬誤；更合適的翻譯應為「經典音
樂」。）
今年是貝多芬誕辰二百五十周年，
世界各地排滿的慶祝活動—當然包括
不用周年紀念也經常舉行的交響曲和
鋼琴、小提琴協奏曲全集演出—取消
了不少。音樂欣賞跟閱讀經典文學不
一樣，前者更受商業壓力所影響。大
部分的經典文學都有免費電子檔，即
使沒有，閱讀一部書只要花一兩百元
的代價。所以讀者可隨心所欲、按照
自己的節奏去欣賞作品。現場音樂演
出則受制於演出成本和票房考慮，作
為「傳話者」的音樂家，很大程度必
須跟着大眾潮流走；當然網上也有海
量的免費錄音，讓我們去探索𣎴 能常
演的經典，但誰都能感覺到現場賞樂
和聽錄音的區別。
我相信泉下的貝多芬，大概會覺得

自己因疫得福。本來今年大眾要消

費，或者應該是說「大眾要求
音樂家要求我們消費」的一大
堆英雄交響曲「例行演出」，
輕佻的一句「標誌着作曲家反
拿破崙帝制復辟的精神」便能
包裝推銷過了，現在卻不能正
常上演，讓人渴望和珍惜現場
賞樂機會。像睡得夠、能集中
精神才應去閱讀經典文學作品
一樣，希望音樂家和聽眾從此
都不再薄待每一場經典作品的
演出。
疫情拿掉了音樂表演的商業枷

鎖——即使在最寬鬆的社交距離和聚
集政策下，演出亦無法不虧本——反
倒讓我們更好好重溫經典。漸漸地，
我們聽錄音竟然也用神了許多。
在可以演出音樂的地方，音樂家亦

可更大膽上演覺得有價值，但在「正
常情況下」有票房壓力的曲目：現在
任何作品都會有市場！繼在上海夏季
音樂節欣賞過貝多芬罕聞的室內樂和
歌曲作品之後，我有幸在同市欣賞了
上海愛樂樂團的貝多芬二百五十周年
紀念音樂會。音樂會曲目異常有趣：
以活躍於上世紀上半葉的丹麥指揮兼
作曲家格隆達爾（Launy Grøndahl）
的長號協奏曲作開首（格隆達爾跟貝
多芬有何關聯，讓作品得以於紀念音
樂會上演，倒耐人尋味），以「壽
星」貝多芬的三重協奏曲和《艾格蒙

特》劇樂為亮點。
格隆達爾的長號協奏曲新奇有趣，

讓獨奏者朱瑋充分表現出長號有限但
獨特的色彩。於三重協奏曲的演出，
技巧穩健但並無獨特個人色彩的小提
琴獨奏，和不夠聲音、音準也有瑕疵
的業餘大提琴獨奏（由樂團的大提琴
首席擔任），都被同時擔任鋼琴獨奏
和指揮的樂團副團長和常任指揮張亮
比下去了。
我卻是衝着《艾格蒙特》劇樂這套

「西洋折子戲配樂」而來的。德國最
有名的大文豪歌德的劇作《艾格蒙
特》（也應算是部經典吧）敘述的是
荷蘭公爵艾格蒙特為自由理想對抗專
制的西班牙皇權統治，愛人營救他不
逮而自殺，他亦從容就義的故事。歌
德跟貝多芬見面後，前者覺得後者是
老粗，後者則覺得前者是老油條。但
無可否認，歌德的劇作的確成為了貝

多芬表達反封建革命思想的平台。貝
多芬的奮鬥精神，並沒有局限於命運
交響曲。
演奏如何？於維也納修業的指揮張

亮，是我目前為止最欣賞的華裔指
揮；領導上海愛樂樂團這隊上海「第
二樂團」（「第一」是上海交響樂
團）把作品奏得整齊、乾淨、爽朗、
典雅。我也喜歡女高音宋元明以德文
原文歌唱、演播家宋懷強以中文朗誦
劇詞這種不教條式的安排。只是我和
兩位一起躲在最後排聆聽的朋友都覺
得朗誦不需亦不應用上擴音器，因為
迴音太強，而宋懷強的聲量本已足
夠。
我是否有點太貪心，希望《艾格蒙

特》下次在中國上演時，不只是貝多
芬的劇樂，而是半演戲半演唱的創新
嘗試？最好數年後才出現。

文、攝：路德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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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賀上海音樂廳90周年

譚盾攜樂團
奏響《武漢十二鑼》

展覽展覽：：「「蛻變或對抗蛻變或對抗」」

在中國細聽貝多芬經典

十年後的蛻變與重生
香港第三波疫情稍為緩和，表演
場地再次開放以後，中英劇團馬上
為觀眾呈獻由盧智燊執導、改編自
經典科幻小說《科學怪人》的話劇
《科學怪人．重生》。該劇描述主
角維特·法蘭肯士坦作為一個科學
家，經歷喪親之痛以後，決心征服
科學的不可能，用理論與知識，拼
湊出一個怪人，可是怪人卻因此成
了維特的副產品。作為怪人創造者
的維特，不但沒有好好善待怪人，
卻令他遭世人唾棄，變得面目猙
獰。怪人從求生存到開始擁有心靈
上的需求，渴望被關愛和理解的慾
望始終無法被滿足，只好對維特進
行反抗與報復。劇目經過多次重
演，一再與觀眾探討人性之中的

慾望與貪婪怎樣毫無徵兆
地破壞人類的生活秩序，
窺探繁華盛世背後人們內
心黑暗的世界。
早於2010年，中英劇團就

曾與香港演藝學院合作上演
《科學怪人》，該作亦是盧智燊
當時導演碩士的畢業作。十年過
後，他坦言《科學怪人．重生》仍
然是同一個故事脈絡、為大眾所熟
悉的經典，但這次卻順帶記下了他
十年之間，無論是自身還是社會，
所經歷的改變與成長，因
此在傳遞故事信息的方向
和呈現的手法上，與《科
學怪人》存在了一定的差
異。「我們重新編寫故
事，台詞、人物關係會變
得更精練；布景和表演風
格更是截然不同。」除此
以外，同樣是聚焦在人的

傲慢造成對大自然的禍害，過去盧
智燊更多去討論人類挑戰神或者整
個大環境的結果，而這次他就集中
去探討人性，探討自大、貪婪如何
對其他人造成傷害。「『重生』不
單單是重演，而是在這個世代再次
呈現經典，要令觀眾有新的體
會。」盧智燊說。

切勿讓貪婪牽引前路
提到慾望與貪婪，盧智燊舉例故

事裏面的維特跟現實生活中大部分
人一樣，開始的時候都有自己宏大
的理想與夢想，希望讓世界變得更
加美好，並沒有想到要做任何壞事
或者傷害別人的事情。然而，他認
為潛藏於人內心的野獸和怪物就是
貪婪，當一個人得到越多、離目標
越來越近的時候，更多的慾望就會
同時出現，蠶食一個人的良知，讓
人忘記了自己的初衷。就好像維特
因為得到了權力和知識，於是得寸
進尺，最終希望操控人的生死大
權。「故事中提到的是權力，生活
中的人所追求的可能是錢、勢力或
者其他東西，但終究都是在鞏固自
己的利益。」盧智燊先從故事中維
特正面、積極的態度開始，逐漸呈
現他步向摧毀的方向。
盧智燊從故事中觀察到，慾望總

是慢慢侵蝕一個人，甚至讓人無法

意識到自己已經「過了界」。
而這次煥然一新的《科學怪人．
重生》對於盧智燊而言，最大的困
難是如何將一個宏大的經典故事搬
到舞台上，精闢地體現一個人從正
面到邪惡的旅途，並且給觀眾剖析
與展現。盧智燊憶述其中一幕怪人
出現，他與其他角色擁有同樣的視
點，一路尋找自己的意願與方向。
可是，盧智燊形容當時的怪人實際
上只是一個嬰兒，需要學習走路，
也不懂說話，但是到了結局他卻殺
了維特的妻子。從嬰兒一般單純的
怪人，最後成了一個邪惡且狠心的
生物，盧智燊認為這個過程無疑給
了他一個較大的挑戰。「整本小說
有多個章節，而在舞台上的時間
不多，每個角色大概只能用一個
小時交代。」儘管有不同的限
制，盧智燊還是期望觀眾能夠
感受到角色之間的張力。另
外，他亦提到故事中維特與
教授同是科學家，在生死
面前，維特需要面對道德
的兩難局面：是要將藥給教
授，還是取去他新鮮的腦袋
呢？「挑戰道德底線，就是要面對
人性的邪惡。」盧智燊盼觀眾能夠
反思在面對同樣的心理關口的時
候，切忌被貪婪與慾望說服自己繼
續走歪路。

十年後再改編十年後再改編《《科學怪人科學怪人》》

慾望，與生俱來，根植在我們體內。隨着我們成長，它亦日

益膨脹。要是任由慾望展開，它不但會慢慢塑造我們生命的軌

跡，甚至會支配生活的步伐，最終吞噬一個人的良知。

科幻小說《科學怪人》故事透過科學家與怪人之間的種種聯

繫，揭開人類由慾望與貪婪延伸出的陰暗面。中英劇團再次將

這經典搬上舞台，在《科學怪人．重生》中，導演盧智燊提醒

觀眾，即使世界在變，但人性從未變化。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科學怪人．重生》
時間：10月10、16、17、23、24日
晚上8時間
10月11、17、18、24、25日 下午3時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有別於過去現實主義手法上演的
《科學怪人》，《科學怪人．重
生》利用超現實、虛幻的一種表
達，帶來了迥然不同的視覺、聽覺
以及觀感體驗。舞台設計上，其中
一條代表生命源泉的隧道，猶如主
人翁生命的路途，從台口延伸到最
後，為舞台設計帶來挑戰。另外，
其中一幕展示有沙的布景，不但給
觀眾帶來視覺震撼，最重要的是傳

遞出死亡與侵蝕的象徵意義。至於多
媒體設計，一般的影像投射，會直接將
影像、物件打到屏幕上，而這次則加入
了更多的元素。
盧智燊舉例，其中一場提到船長要到北
極探險，遇上了暴風，呈現給觀眾的並
不是普通的海浪，而是團隊利用菲林呈
現出海浪負面的色彩，然後海浪會幻化
成煙。「這種表現手法的優點是，我們
既是在講冒險和衝浪，也在展露追夢的
人面對的恐懼與挫折。」盧智燊認
為戲劇有趣的地方，是它不是單單
在敘述一個故事，而是能通過表達
的手法，擴闊觀眾的想像。他同
時提到團隊對音響效果的執着，
其中一幕的雷聲實際上經過處
理，讓它更陰沉、暗淡，聲音不
但表達了天氣，也在描述一個人
心裏的沉鬱與撞擊。「超現實主
義就是希望給觀眾有多一點的空間
感受、體驗與想像。」盧智燊說。

盧智燊籲觀眾：
警惕慾望 勿忘初衷

超現實的布景設計

■■張亮執棒上海愛樂樂團張亮執棒上海愛樂樂團，，日前奏響日前奏響《《不朽的樂聖不朽的樂聖——紀念貝紀念貝
多芬誕辰多芬誕辰250250周年周年》。》。

■■中英劇團將上演中英劇團將上演《《科學怪人科學怪人 ‧‧ 重重
生生》，》，將瑪麗將瑪麗．．雪萊雪萊 (Mary Shelley)(Mary Shelley)的的
經典作品經典作品《《科學怪人科學怪人》》再次搬上舞台再次搬上舞台。。

中英劇團提供中英劇團提供

■■盧智燊盧智燊（（中中））指導演員排練中指導演員排練中。。

■■《《科學怪人科學怪人‧‧重生重生》》
導演盧智燊導演盧智燊。。

■■劇目探討慾望劇目探討慾望
與貪婪的課題與貪婪的課題。。 ■■譚盾創作的交響樂譚盾創作的交響樂《《武漢十二鑼武漢十二鑼》》於於99月月1919日在上日在上

海音樂廳舉行了中國首演海音樂廳舉行了中國首演。。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