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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演藝學院將於7月8日舉行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音樂會，演藝
師生精英雲集，一眾獨奏家、作曲家及
指揮家將聯手獻技。音樂會由太古集團
贊助，屆時將於香港演藝學院網頁及港
台電視作實時直播，讓香港市民及內地
觀眾一同欣賞音樂會誌慶。
此次音樂會由香港演藝學院與粵港澳

大灣區內三所協辦機構共同呈現，包括
星海音樂學院、深圳藝術學校及澳門青
年交響樂團協會。音樂會將播放協辦機
構的精彩演出選段，儘管各方在疫情下

未能作實體交流，但慶幸大家仍能以音
樂互相聯繫。
是次音樂會由蔡敏德（香港演藝學院

指揮及文化領袖 (音樂) 系主任）指揮，
演藝交響樂團將演奏三首管弦樂曲目，
包括香港作曲家張珮珊 （香港演藝學
院音樂學院副教授 (作曲) ）的得獎作品
《大排檔》，作品靈感源自香港獨有的
大排檔文化；樂團亦會演奏中國作曲家
王丹紅的古箏協奏曲《如是》，並聯同
演藝合唱團演出貝多芬氣勢磅礡的《C
小調合唱幻想曲》，作品80。

2022年廣州藝術季近日開幕。據
本屆廣州藝術季執行方廣州大劇院
消息，本屆廣州藝術季設置「同聲
．同戲．同心——慶祝香港回歸25
周年藝術展演」板塊，從6月初到
10月底，11台優秀演出將分別以現
場演出、雲端放映、現場放映等形
式上演。
據介紹，現場演出方面，《飲

歌．香港電影金曲視聽交響音樂
會》將於7月10日在廣州大劇院上
演，選取來自《笑傲江湖》《胭脂
扣》《倩女幽魂》等14部經典電影
的14首曲目，屆時珠影樂團現場配
合大銀幕，以視聽交響音樂會的形
式，重溫香港經典電影片段。
9月11日至12日，舞蹈家楊浩將

在廣州大劇院奉上獨具個人特色的
演出《浩浩傳奇》，將舞蹈劇場與
粵語「棟篤笑」、普通話脫口秀共
冶一爐。9月17日，香港鋼琴音樂
協會主席蔡崇力則將帶來《「吾心
吾愛」鋼琴獨奏音樂會》，屆時除
演奏舒曼和蕭邦的作品，更將重現
經典曲目《黃河頌》。
受疫情影響，許多香港藝術家赴

內地演出計劃仍然暫緩，但本屆廣
州藝術季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支持，多場香
港藝術家參與的音樂會、音樂劇，
將以雲端放映和現場放映的形式呈
現。6月8日至10月29日，《美聲
匯：冰上〈冬之旅〉》《香港弦樂
團「雲賞美樂」線上音樂會》《誼

聲音樂室×關之藍音樂薈萃》三部
精彩作品，上線廣州大劇院雲劇
院、視頻號等平台。
此外，7月至8月，《原創沙畫及

音樂演出〈黑鳥石〉》《美聲匯音
樂劇〈第4個智者〉〈快樂王子〉》
以及《香港弦樂團「弦點生命貝多
芬」音樂會》也將以「放映+工作
坊/導賞」的形式呈現，邀請廣州本
地藝術家與香港藝術家「隔空」合
作，將演出從屏幕「延伸」到現
場。 ◆文：中新社

疫情期間，要上演一台戲可
能要面對一波三折。香港話劇
團的《大象陰謀》原定2020
年5月上演，因疫情改為網上
演讀。今年3月本定在壽臣劇
院上演也因疫情極度嚴峻而取
消。在各方面努力下5月終在
劇團的黑盒劇場上演，我看了
29號的日場。這個來自韓國
劇作家李美慶根據一則大象逃
出園子的新聞而啟發的作品，由岑偉宗根據咸瓔
恩的中文翻譯再譯為粵語演出版，並由方俊傑導
演。個半小時的節目一氣呵成，緊湊又沒冷場，
重塑小型劇場可發揮的威力，亦再次看到諷刺與
悲情通過黑色喜劇手法冶煉出合乎本土和地道的
口味。
全劇設置在一所問話房，靠着4個演員的出出
入入、問與答的談話或盤問交代了故事的來龍去
脈，而從中發掘出各人的真實面目，從事件浮現
出各人背後的荒誕行為與社會的無形壓迫力，彷
彿所有涉事者都陷入瘋狂狀態。大象訓練員 (陳
嬌飾) 被疑蓄意放走大象，令其大肆搗毀市鎮，
並破壞政客的競選活動。心理醫生(周志輝飾) 不
斷引導，認為訓練員的行為是對大象的畸戀，甚
至與動物有性接觸，而訓練員的供詞指大象受了
鴿子的驚嚇而開始逃走全是幻想。有暴力傾向的
刑警(吳家良飾) 則認定這是一場政治陰謀，是反
對派策劃破壞競選，訓練員是受人指使而有意放
走大象。他不斷恐嚇訓練員，而對醫生企圖以精
神錯亂為由欲帶走訓練員感到非常不滿。
二人的立場在引導或盤問疑犯的過程中增多一
份矛盾，揭開二人自私的一面，導演處理清晰且
有力度。訓練員的自我世界在其母(文瑞興飾)來
訪後更被激化，同時解釋了訓練員性格形成的主
因，而眾人的各執己見進一步白熱化。但這個絕
非是玩羅生門的手法，而是更嚴峻地帶出每個人
的思維傾向並不單單是為利己出發，而是他們都
被周圍的人和無形的壓力逼得無法呼吸，他們都
在掩飾和逃避。其中一場醫生、刑警與母親各執
一詞，爭論為何訓練員會犯此案，愈講愈興奮；
訓練員無從申辯，痛哭抽搐更要借枱底躲藏，讓

三人圍着枱面繼續放聲爭
辯，極度諷刺，又十分悲
情。這場甚為瘋狂荒謬，令
人窒息，可能真正有問題的
不是或者不只是訓練員，其
他人的問題其實更為嚴重可
怕，再延伸下去，這也許是
世界的現狀？
明顯這個劇不是旨在呈獻

一則新聞的奇趣和價值，而
是借題發揮。現代人壓力大沒有太多喘息空間，
家庭的影響更一直是大問題，如何去逃避、如何
在處身的環境中生存是本劇想提出來的問題。劇
中的大象不願被困，選擇了逃走，要找牠們的樹
林去。戲中的角色亦一樣，在塑造自己的專業
外，思想變得異常扭曲，行為精神都趨極端，他
們不單是在掩飾躲藏，也要做操控者，因只有這
樣才有自存的空間。
彷彿沒有出現的大象卻成為眾人的解脫藥方：

透過和大象相處，訓練員建立一種愛和被愛的關
係，他找到自我的世界；刑警亦企圖透過證實大
象陰謀去表現鐵警的非一般能力；醫生不斷解剖
訓練員的性傾向則望發表他的人類行為轉移精神
學論；而訓練員母親亦可以此事繼續保護(其實
是傷害)兒子，做他的操控者。《大象陰謀》在
狹窄的舞台空間、單一場景講出荒謬的人和
事——所有人都在極度壓力下希望逃走，尋找自
己的出路。抑壓加恐懼，令精神極度困窘，相對
有抑鬱問題的訓練員，其他人可能更不正常。因
其他人逃避的方法是要操控別人，是要把別人塞
進他們自己設定的框框內，來肯定他們的想法。
幾位演員入肉貼皮的演繹令人感到痛楚和悲

傷，而岑偉宗的翻譯充滿地道色彩，功不可沒。
對白有力兼釘中死穴，悲劇不時散發黑色喜劇的
特色，讓觀眾在面對荒謬的事件和人物的同時不
禁發笑。
結尾部分，導演安排訓練員重新見到逃家的父

親，二人化身大象，模仿象的形體動作，像在一
逍遙自在的世界。是幻想、是解脫，還是再次諷
刺人類世界「無氣唞」？都是這世紀的悲劇。

◆文：鄧蘭

《大象陰謀》到皮入肉

◆《大象陰謀》 香港話劇團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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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演藝學院音樂會
網上直播與公眾慶回歸25周年

日期：7月8日 晚上7時30分
地點：演藝學院香港賽馬會

演藝劇院
網上直播：
www.hkapa.edu
電視直播：港台電視

簡訊廣州藝術季
11台演出慶香港回歸25周年

吳秀卿說，自己從高中時就開始對中
國文學產生興趣，「上大學後，我

本來學的是法文，但學習了漢語，讀了
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太有意思了！就選
擇了中國文學專業，加上我喜歡戲劇，
參加過大學戲劇社，所以格外關心中國
戲劇這門課，最後，畢業論文也是選擇
了關漢卿的《竇娥冤》研究，從此我開
始選擇中國戲劇作為我的專業。」進入
中國戲劇的世界之後，吳秀卿發現其遠
比自己想像的更為寬廣和有趣，在她看
來，中國戲劇從人民的生活昇華到文學
層次，再到舞台上的藝術層次，形成了
既能互動，又能夠深化發展的有趣現
象。「到底中國如何形成如此複雜而豐
富的戲劇世界呢？我就想鑽進去，這讓
我一直有動力去中國考察，去看看當地
人如何創作和表演中國戲劇。」
1991年，吳秀卿第一次來到中國，從
首爾出發，坐船到威海，經過北京飛到
福州，再坐大巴到泉州，花了幾天時間
去開南戲暨目連戲會議。「從那時開
始，我跟中國戲劇界的老師們保持聯
繫，他們很慷慨地幫助我，我也盡我最
大的努力做出些成果。他們中不少老師
已經離世，但他們給予了我現在活動的
基礎與無言的支持力量。」
比較中韓兩國的戲劇發展，吳秀卿認
為，在韓國傳統社會裏戲劇並不很發
達，「雖然在民間，人們生活中也有音
樂、舞蹈和假面戲等活動，有《春香
傳》《沈清傳》《興夫傳》等盤索里
（又稱「板索利」），但作為一種文學
藝術形式發展成單獨的戲曲文類及舞台

表演體系，韓國確實是缺少的。近代以
來接受西方戲劇，才有戲劇的概念。」
但中國很不同。研究了數十年中國戲劇
的她，感受到中國戲劇世界的豐富，也
觀察到韓國人對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
戲劇的缺乏了解，這正成為了她專注在
韓國推介中國戲劇的動力之一。「另
外，韓國在近代化過程中，有一段時間
一直關心西方、接受西方，與中國建交
後，兩國交流也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
文化領域的交流還不夠深入。所以有一
些互相不理解的地方，甚至有矛盾衝突
的事情。這恰恰是因為對彼此文化的理
解不夠。中國戲劇是中國人長期以來精
神世界和感受世界的積累和濃縮，是最
能理解中國人的一條路子。所以我想把
中國戲劇介紹到韓國，希望通過這條通
道，讓兩國的人民從精神層面互增理
解。」

朗讀演出 低成本大效果
在韓國推廣中國戲劇，為什麼選擇戲

劇朗讀演出而非完整劇目演出的形式來
進行？吳秀卿表示，自己之前一直通過
翻譯劇作介紹中國戲劇，但是讀劇本的
讀者群體很有限，她很想找到更加直
接、能夠觸及一般觀眾的方式。「而且
這是能用低資本獲得大效果的好辦法。
因為朗讀演出更能轉達劇本味道和價
值，韓國也正流行，所以我就選擇了這
樣的方式。」
2015年，韓國國內最有分量的國立劇
團根據元代紀君祥的雜劇《趙氏孤兒》
製作了話劇《趙氏孤兒，復仇的種

子》，讓韓國戲劇界注意到中國古典戲
劇的力量。這部劇不但首演後獲得那年
所有的戲劇獎項，2016年在北京中國國
家話劇院交流演出時，也大獲好評。之
後該劇幾乎每年都在韓國演出一個多
月，每次都是剛開票就售罄，甚至在薩
德反導系統部署給韓中關係帶來負面影
響的情況下亦是如此。吳秀卿認為，這
表明韓國觀眾不但關心中國戲劇，並且
無論政治氣候如何變化，對中國戲劇作
品的熱情都不存在偏見。這給了她很大
信心。
於是自2018年開始，吳秀卿每年推動
舉辦中國戲劇朗讀演出活動。到今年，
活動雖然只是第五屆，但已成為韓國國
內口碑最好的戲劇活動之一。

經典與當代劇目共呈現
籌辦戲劇朗讀演出活動，吳秀卿坦

言，選擇劇目是最難的。「一部分是我
們協會的中國戲劇專家們多年關注的經
典劇目，另一部分是中國戲劇界的朋友
們推薦的當代劇目，我們經過一番討論
選定劇目，才開始翻譯。之後再一同輪
讀修改，才會做出比較完整的、令人滿

意的翻譯劇本。今年的朗讀演出活動，
我們推出獨幕劇合集《紅馬&擁擠》、新
編京劇劇本《曹操與楊修》和老舍大作
《茶館》三部作品。老舍先生是我非常
尊敬的一位作家，今年是韓中建交30周
年，在這個特別的年份，我通過老舍先
生的作品，向他表達敬意；選擇獨幕劇
則是新的嘗試，更能展示中國戲劇的豐
富性。至於京劇《曹操與楊修》，雖然
是京劇劇本，但它有非常完整的敘事結
構，而且很多韓國人都讀過《三國演
義》，了解基本故事，所以用朗讀的方
式向觀眾傳達也沒有任何問題。」
和戲劇朗讀演出活動配套的，還有
《中國戲劇叢書》翻譯出版活動。這套
叢書現已出版到33冊，吳秀卿希望至少
做到50冊，把中國最好的、最值得、最
想介紹的劇目都囊括進來。
「另外，我們還會參與到朗讀演出活

動的製作中去。因為韓國和中國存在文
化差異，韓國國內戲劇家不一定完全理
解其中的文化層次。這可能需要我們說
明作品的時代背景及文化內容，即需文
化翻譯。我們（譯者）的介入會讓他們
更好理解劇本和作家的意圖以及字裏行

間的意思。如此製作出來的戲劇更能符
合原作的意圖和意象，也更容易轉達給
韓國的觀眾。所以，我們做的是選劇、
翻譯、製作三個層次、三個階段的工
作。」

期待人文交流的美好未來
今年是中韓建交30周年，吳秀卿透過
戲劇，看到中韓人文交流美好的未來。
「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戲劇演出的力
量超出想像。韓國觀眾在中國戲劇中能
看到人類普遍困境，會覺得中國人也經
受過和我們類似的境遇，進而產生共
鳴。之後再碰到與中國相關的問題時，
基於這樣的共同理解，他們做出來的判
斷或行動會不一樣。」她說，「作為韓
國人，我將中國的精品劇作分享到韓
國，讓觀眾認可這些作品，是我舉辦活
動的意義。我希望越來越多觀眾看到中
國戲劇的好，也希望韓國的戲劇可以介
紹到中國，這也是中國觀眾理解韓國人
的一個很好的方式。畢竟戲劇能完全將
演出者與觀眾實現共鳴一體，這種經驗
非常難得。」
吳秀卿說自己在疫情前經常造訪中

國，「我在中國享受和喜歡的東西太多
了，也有很多中國年輕朋友喜歡韓國當
代文化。」在她看來，韓國和中國距離
那麼近，又有着悠久的友好歷史，「如
今，我們站在建交30周年的新起點上，
我希望未來兩國人民能夠有更多情感上
的溝通，這對於推動韓中關係走上新的
台階將更有效果、更有力量。」

透過戲劇感受共鳴

藝術舞台成為中韓交流之橋
早前，「第五屆中國戲劇朗

讀演出」在韓國首爾舉行，其

間共推出獨幕劇合集《紅馬&擁擠》《曹操與楊修》

《茶館》等中國優秀戲劇作品，由韓國漢學家和藝術家將中國戲劇重

新演繹，以「朗讀」的形式搬上舞台。

作為中國戲劇朗讀演出項目發起人和《茶館》韓文版譯者，韓國漢

學家、韓中戲劇交流協會名譽會長、韓國漢陽大學中文系教授吳秀卿

近日接受訪問時表示，戲劇交流有助於中韓文化產業交流互鑒，促進

搭建中韓民眾相互了解的橋樑。

◆文：綜合中新社報道
◆「第五屆中國戲劇朗讀演出」

活動海報
網上圖片

◀「第五屆中國戲劇朗讀演
出」：《茶館》 網上圖片

▲老舍的《茶館》是北京人藝戲寶之
一。不久前的「第五屆中國戲劇朗讀
演出」中，韓國版《茶館》也成為了
中韓藝術交流的橋樑。圖為6月9日
北京人藝70周年院慶，《茶館》恢復
線下首演。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