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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台灣月」將線上呈現台灣新
古典舞團創作的《客風·漂鳥之歌》。
成立於1976年的台灣新古典舞團，
風格奠基於其創始人劉鳳學所提出的
「中國現代舞」理念。劉鳳學生於哈爾
濱，開始時是學習古典芭蕾，到台灣後
開始接觸到現代舞中的瑪莎·葛蘭姆技
巧。經過多年的體悟，她提出「中國現
代舞」理念，嘗試植根於民族文化與精
神來創作現代舞。「依據我國古代樂舞
及國術中的動作，透過寫實與抽象的表
現法，非對稱多於對稱及空間立體化的
現代美學觀念，強調主題動作的變
化……使我國傳統舞蹈藝術和創作相結
合，產生具有傳統精神的中國現代舞
蹈。」
盧怡全自5歲開始習舞，最先開始學
習的是民族舞蹈，直到看了劉鳳學的
《布蘭詩歌》，改變了學習的路向。
「那個時候我是鄉下的小孩，比較不能
接受現代舞。覺得看不懂，很排斥。一

般民眾對現代舞大概都是這樣的觀感。
結果看了《布蘭詩歌》，完全被吸引住
了。當時好驚訝，我竟然也會喜歡現代
舞，而且會想，我以後也要跳裏面的一
個角色。」1995年他加入台灣新古典舞
團，跟隨劉鳳學習舞至今已25年，其
間擔任過舞團多個大型作品中的重要角
色。盧怡全介紹道，舞團有四個發展面
向，一是現代舞創作；二是台灣原住民
舞蹈文化人類學之研究、重建、創作與
出版；三是儒家舞蹈研究、重建及出
版；四是唐燕樂舞蹈文化研究、重建、
演出及古譜之譯解、出版。如今，盧怡
全自老師手上接過現代舞編創領域藝術
總監的職責，說起舞團風格的傳承與發
展，他笑道：「我的創作能量與語彙裏
面，很自然地流淌着劉鳳學老師的創作
理念與肢體美學。但每個人的頭腦和生
活經歷都不同，我一定有自己的生活經
歷可以加進去。老師傳給我的，就如同
一袋袋很珍貴的咖啡豆，我負責來調咖

啡，準備端上桌。這咖啡也一定會有我
的獨特味道。」
盧怡全是客家人，在《客風·漂鳥之

歌》中他嘗試將客家的歷史、生活、故
事、語言、服飾、器具等加入舞作之
中。從這個族群的遷徙與漂流中，訴說
天地人之間的生息與共。「大家一起和
諧地生活在宇宙中。」舞作從客家生活
的日常入手，使用了許多生活用具作為
道具，例如斗笠、扁擔，形狀如同客家
特色小吃麵帕粄的手絹等。再融入風格
獨特的客家平板小調，以及客家傳統的
三腳採茶戲等，種種意象經過舞蹈化的
加工，被呈現成為細節豐富的「客
風」。「舞蹈在模式上比較像電影，有
起承轉合，觀眾很容易理解及進入狀
態，而不是整段舞只是跳一個感覺。」
盧怡全說。
因為疫情的原因，《客風·漂鳥之

歌》的香港演出轉為線上播放。
盧怡全說，今年的疫情的確對演出與

創作帶來極大影響。他認為，看線上演
出，觀眾沒有臨場感，既感受不到音波
衝擊到皮膚，也捕捉不到舞者呼吸的聲
音，是種無奈的遺憾。但他不會因為疫
情而停止創作，「我外號叫小牛，個性
就是比較倔強，不喜歡抱怨，做就好
了。」在他看來，數碼創作本來就是舞
蹈創作的一個趨勢，區別只在於不同藝
術家使用分量的多與寡。然而，在疫情
有可能持續數年的情況下，他認為自己
不會放棄創作的大方向而盲目地投入到
數碼元素使用的大潮中。「舞團所奠定
的創作方向要很明確，要堅持，可以調
整，但不能忘了根本。我編舞一定要文
化的東西，而不是現在時興的潮流元
素。」 文：草草

藝訊

日期：11月14日下午2時30分 地點：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網上登記：https://asiasociety.org/hong-kong/events/xingudianwutuankefengpiaoniaozhige-neo-classical-dance-company-drifting-fate-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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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舞伉儷 楊文韜 張燦

疫情過後，內地的網絡綜藝節目迎來爆發期，不

少專業藝術家也由此獲得新的展示舞台，人氣驟

升。上海的舞蹈家伉儷楊文韜（Taotao）和

張燦（Cici）就是其中之一。在早前熱烈收

官的《這！就是街舞》第三季中，他們無疑

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一齣配合天衣無縫

的《囍》讓無數人落淚。「台上一分

鐘，台下十年功」，實際上，這兩位執

着於街舞的專業舞者從「街頭」走向

「大雅之堂」，用了不止十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倪夢璟 上海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不同的街舞專題綜藝節目中，楊文韜和張燦和不同的香港
藝人有過愉快合作。如在此前的《熱血街舞團》中，楊文韜是陳
偉霆戰隊成員，從此與陳偉霆結下了不解之緣，楊文韜的工作室
還曾經接待過不少慕名前來學習的香港藝人。
兩人不約而同表示，很多香港藝人的精湛舞技都讓他們印象深

刻，如早年的「四大天王」是內地的全民偶像，也是他們在舞蹈
領域的「啟蒙」導師之一，特別是郭富城，「很喜歡他的『櫻花
之舞』」。在他們看來，香港的藝人都非常勤奮好學，在專業
上則十分謙虛。
而現在與楊文韜緣分最深的莫過於陳偉霆。多

年的交流接觸，感覺彼此有很多共同
語言。「可以說是互相欣賞吧。」他
還透露，已經應邀擔任陳偉霆巡迴演
唱會的舞蹈總負責，只是因為疫情打
亂了演唱會的計劃，但相關的準備工
作一直沒有間斷。
「可能他也看到了我們的成長，希望

能夠展現出不一樣的東西，所以他後來
找我們希望負責演唱會後，我們也希望
能夠嘗試，展現更多的舞台魅力。」

《《客風客風··漂鳥之歌漂鳥之歌》》
舞蹈呈現客家文化舞蹈呈現客家文化

因為「帥」所以「愛」
沒有節目邀約時，楊文韜和張燦在上

海主持着一個舞蹈工作室。傳統觀念裏，
街舞門檻低，但他二人都是專業舞蹈家出
身，張燦更是民族舞專業學子。自小練就的
「童子功」用來跳看似「非主流」的街舞，兩
人卻異口同聲說並不後悔，且樂此不疲。
楊文韜說，年少時第一次在影視資料裏看到街

舞就一見鍾情。「很帥，很酷。」那正是本世紀
初，海外的影音資料和海報已經大量進入內地，
為了搜集有街舞的碟片，他費盡心思。當時看過
的作品，有歐美的，也有韓國和香港的。看完
之後，他還會扛着錄音機在街上開始模仿，
「現在回想起來很傻，但可能因為當時年

輕，想要做街舞的開拓者吧，後來就
一直堅持下來了。」

無獨有偶，張燦的「不務正
業」也始於感覺「跳街舞的男生
都好帥！」張燦自小體弱，因家
人希望她學跳舞強身健體，由此
也走上了專業道路。張燦中學開始
學民族舞，大學又主修古典舞，一
路走來，她直言內心深處最想跳的
還是街舞，這也是推動她報考上海高
校的最大動力：「這裏是街舞發展最
好的城市。」當然，古典舞的基本功
也賦予她獨特的優勢，讓動感的街舞增
添了更多柔韌之美。

古典與現代走向融合
儘管各自都能獨當一面，但自出道以

來，楊文韜和張燦始終堅持發展「雙人
舞」，這逐漸成為他們舞蹈的簽名式。回

顧二人的多個作品，每個都帶出
不同感受，時而如芭蕾般典雅又
更具動感；時而如踢踏舞奔放又
更富柔美；時而有體操的高難度，
又更帶藝術性。但無論是哪種風
格，最令人讚歎的莫過於「二人
合一」的默契。
憶起兩人的緣分，他們大方坦

言是「師生戀」。最初，好學的
張燦是慕名前往楊文韜主講的舞蹈
班學習。彼時，「楊老師」已經開
始編舞工作，也會經常邀請學生參
與自己作品的排演。久而久之，
因為共同的理念和愛好，兩人成
最為默契的搭檔。今年大熱的
《囍》就是他們的代表作品之
一，無數觀眾會為了劇情中的兩
人沒有走到一起扼腕痛哭，但回
到現實，又會為了發現男女主
角在生活中是一對而抒懷。
最終成為人生伴侶，為二人
的藝術創作帶來意想不到的化
學作用，但是楊文韜和張燦坦

言，無論是藝術還是生活，一路走來並非全
程和諧，創作編排中更是衝突不斷。來自不同
專業的兩人會有各自的堅持，有時甚至會「決
裂」。但冷靜下來，又會發現對方對的地方，然
後重新回到一起磨合，直至完成一部兩人都滿意
的作品。
「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互相妥協？」當記者

這樣問起他們，張燦卻糾正說，更確切說應該是
她的「古典」與楊文韜的「現代」的融合。

感謝「最好的時代」
多年來，楊文韜和張燦一直在街舞的創排和

教學領域耕耘。疫情之前，經常到國外參與比
賽，不斷從海外同行身上汲取養分。參與綜藝選
秀節目，他們也是抱着推廣和學習的目的而
去。楊文韜說，早在《這！就是街舞》之
前，他們就參與過其他節目。今年決定參
賽，開始是因為原定有海外高水平選手參
加，有機會PK兼學習。同時，節目賽制難得
支持雙人舞項目，也讓立志「扛起雙人舞發展
大旗」的他們動心，所以對於最終的名次並不
太在意。節目的大熱和他們二人的人氣驟升，
也讓他們深感多年來的堅持是值得的。對於楊
文韜和張燦來說，如今所懷抱的新的使命感，
是不斷化解傳統觀念中對街舞的誤解，使其在
中國也發展成為一門專業的藝術，進而在世界舞
台上，舞出中國人自己的風采。
楊文韜和張燦直言，當下，是街舞舞者「最

好的時代」。楊文韜說，回顧街舞在中國的發
展，到現在才進入第三代。他們作為承上啟下的
「第二代」是幸運的。早年，街舞剛剛傳入國
內，公眾普遍視之為不入流，把跳街舞作為事業
更是不可想像。楊文韜說，親眼目睹不少比他們
有天賦、有才華，更比他們能吃苦的前輩，最終
還是放棄了。即便他們二人，要把這份事業堅持
下來，也經歷了無數的「鬥爭」，與家人鬥、與
世俗鬥、與自己鬥……而現在的下一代
已經不需要這麼痛苦。
放眼現在內地整個大環境，對於街舞

的發展也越來越支持。舞蹈家協會已經
設有街舞理事會，高校裏也有了相關專
業，楊文韜自己就受聘擔任上海視覺藝
術學院、上海戲劇學院等多個學校的授
課導師。似乎也是一夜之間，各類專業
街舞培訓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家長們
看待孩子學習街舞也不再是「沒出息」，
而是一種新的成才之路。面對這樣的新環
境，二人都充滿感恩。因此，在繼續藝術
領域的精益求精之餘，未來也將繼續加強
創作，特別是在雙人舞領域。
楊文韜和張燦介紹說，街舞還有一個特

點就是沒有年齡和專業限制，隨時隨地，
想跳就跳。這種開放和親民的特質，是
《這！就是街舞》這樣的綜藝節目大受歡
迎的基礎，也讓他們對未來更有信心：
「接下來的時代，將會迎來更加光明的未
來。」

與香港藝人有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寧寧）攝影家李秀恒每年都有
一個展示其作品的活動，前兩年都是與國家地理雜誌合
作，用不同的主題出版攝影畫冊。今年他更多了新構
思，適逢音樂家貝多芬誕辰250周年，李秀恒決定將作
品與音樂演奏結合一起呈現，以攝影家李秀恒的非洲攝
影作品《天空交響曲——不同角度之下的肯亞及坦桑尼
亞》攝影集延伸而成的「紀念貝多芬誕辰250 周年——
天空交響曲」音樂會，將貝多芬樂曲、交響樂合唱與攝
影藝術結合，以跨媒體呈現，觀眾一邊聽音樂一邊在10
乘5米的大屏幕上欣賞其攝影作品。音樂會將於11月16
至18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連辦三場，17日晚的音
樂會門票收入將捐予傑出青年協會以回饋社會。他的主
題攝影展亦在文化中心舉行，展出逾30幅攝影師李秀
恒《天空交響曲》攝影集內的精美攝影作品一一展出。
音樂會將演奏貝多芬的「命運」、「田園」、「英

雄」、「歡樂」交響曲樂章等，畫面與音樂交織。正如
李秀恒形容「鏡頭下的雀鳥、牛羊、獅豹，就像天地間
五線譜上的生動音符。」
同時表演者還包括音樂家梁建楓領銜的香港樂團；香

港作曲家及指揮家陳永華
領銜的由香港歌劇院合唱
團、香港新青年合唱團、
香港聖樂團、Ponte Sing-
ers、明儀合唱團組成的
合唱團，以及著名歌唱家
莫華倫、鄺勵齡、黃日
珩、連皓忻則將亮相詠唱
《歡樂頌》。香港樂團音
樂總監梁建楓告訴記者：
「70多人的樂團和逾百
人的合唱團，加起來有近
200位演奏者，這是疫情
以來在香港首次較大規模
的演出。」疫情下尋找排
練場地不易，最終得以借
到一間中學禮堂進行排
練。

當李秀恒《天空交響曲》
遇上貝多芬交響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由文化和旅遊
部、中國作協、川渝政府共同主辦的第六屆中國詩歌節
已圓滿結束，中國詩歌節是經國務院批准的國家級大型
文化活動，是內地最高規格的詩歌盛會。自2005年10
月首屆中國詩歌節在安徽省馬鞍山舉辦以來，迄今已分
別在陝西西安、福建廈門、四川綿陽、湖北宜昌舉辦，
本屆由川渝兩省市共辦尚屬首次。
本屆詩歌節秉承「詩歌藝術的盛會、人民群眾的節日」
宗旨，由川渝兩地聯合舉辦了詩歌論壇、詩歌采風交流創
作、詩歌大講堂、詩歌沙龍等三大類十餘項主題活動。著
名詩人、詩評家、學者行走在巴蜀大地，重溫歷代文人墨
客的名篇佳作，謳歌「抗疫」「脫貧」等時代新華章。
當天的開幕式上，《命運與共》、《在抗疫戰場入

黨》、《抗疫英雄讚》、《堅信愛會贏》等作品透過詩
朗誦、京劇等形式演繹了今年偉大的「抗疫」鬥爭。
「中國詩歌網流量暴增，每天上百萬人次瀏覽，最高

每天數千乃至上萬首詩歌發表，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
的。」中國作協《詩刊》社主編李少君說，抗疫詩歌的
創作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疫情發生初期，詩歌
主要反映的是恐懼、抑鬱和疾病引發的痛感；第二階
段，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詩歌主要是熱情的歌頌，也有
了更多深刻的反思。

詩是對時代精神的高揚
「詩人總是走在時代前沿，以其特有的敏銳感知，密

切關注抗疫戰場，以飽滿的激情謳歌抗疫前線的英
雄。」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詩探索》主編吳思敬表
示，這不是廉價的讚揚，而是對高貴靈魂的仰望，是對
這個時代精神的高揚。
詩人們同樣用文字記錄「脫貧」新篇章。「站在家鄉

的懸崖邊/繁華的集鎮就在腳下面/可是要走到繁華中
去/卻要用去半天的時間/半天時間，貧困就與這阿土列
爾村世代糾纏。」在大涼山懸崖村村民攀爬藤梯畫面的
背景下，一群來自大涼山的百姓身着彝族服飾，聲淚俱
下地講述着阿土列爾村的過去，讓人為之動容。
「2,556級鋼梯在懸崖上堅挺地凸顯/貧困的根源正被我
們斬斷/84戶村民集體搬遷/開啟了幸福生活新篇/讓貧
窮從此滾蛋！」來自大涼山的彝族同胞用質樸的詩語，
向世界講述懸崖村脫貧奔康的故事。
詩人們感歎，懸崖村的變遷，已經成為中國向貧困宣

戰的時代經典，成了一個國家力量的象徵和人民至上的
歷史鑒證。
詩歌節期間，詩人們行走巴蜀大地，在山城重慶感受

人文之美；在成都戰旗村、七里詩鄉，感受西南農村的
鄉土氣息。「並不是我來戰旗村，村口的噴泉才唱得這
麼歡；那些天竺、葵樹、紫藤、青竹站在林蔭道旁，笑
容都很好看……沿着稻穗的穀芒一路參觀，我越走越明
白，原來蜀地幾千年的稻子與農業真是由一面旗幟引着
的。」浙江省作協名譽主席黃亞洲忍不住現場賦詩《成
都，戰旗村》。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楊克則表示，成都
市民的生活美學浸入到每個人骨子裏，詩情畫意是這裏
的生活日常。

川渝共辦中國詩歌節
謳歌時代新華章

■■懸崖村村民演繹過去的艱難生活懸崖村村民演繹過去的艱難生活。。 李兵李兵攝攝

慶幸趕上
「最好的時代」

■■一齣配合天衣無縫的
一齣配合天衣無縫的

《《囍囍》》讓無數人落淚讓無數人落淚

■■張燦張燦（（CiciCici））

■■楊文韜楊文韜（（TaotaoTaotao））

■■楊文韜和張燦在舞蹈教室中楊文韜和張燦在舞蹈教室中。。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
基金將於本月內推出結合基金將於本月內推出結合
攝影藝術攝影藝術、、交響樂演奏交響樂演奏、、
合唱團的跨媒體表演合唱團的跨媒體表演，，以以
紀念貝多芬誕辰紀念貝多芬誕辰 250250 周周
年年。。圖為香港知名音樂家圖為香港知名音樂家
梁建楓梁建楓（（左二左二）、）、攝影家攝影家
李秀恒李秀恒（（右二右二））出席活出席活
動動。。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