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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SHEET 

致各大傳媒港聞、專題、教育、副刊、文化版編輯及記者： 

屬於時代的印記  跨世代的回憶 

【2019年 12月 6日至 8日 | 香港】  大型舞劇《倩女．幽魂》在 2015年香港首演時轟動一

時，4年間分別在廣州、華東、北京及臺北演出接近 30場，叫好叫座。以經典文學巨著

《聊齋誌異》為藍本、80年代徐克監製的港產電影《倩女幽魂》為創作靈感，大型舞劇

《倩女．幽魂》將第三度於香港公演，於今年 12月 6至 8日假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聶

小倩和寧采臣可歌可泣的人鬼戀。 

 
 

藝術創作人員介紹 

 
編導、編舞 

藝術總監 楊雲濤  
 

楊雲濤畢業於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舞

蹈系，曾加入廣東現代舞團、北京現代舞團及香

港城市當代舞蹈團。2002年加入香港舞蹈團擔任

首席舞蹈員，2007年出任助理藝術總監，2013年

出任藝術總監。 

楊氏為香港舞蹈團編創多個作品，包括《蘭亭．

祭姪》(獲頒2013香港舞蹈年獎「最值得表揚舞蹈

製作」；2013年於北京和台北巡演) 、《花木蘭》

(獲頒2014香港舞蹈年獎「最值得表揚舞蹈製作」

及「最值得表揚群舞演出」，分別於2015及2017年

於紐約、悉尼及倫敦巡演) 、《梁祝．傳說》(2016

年於首爾演出)、《風雲》(獲頒三項2015香港舞蹈

年獎) 、《倩女．幽魂》(獲頒三項2016香港舞蹈年

獎，2017年於北京及廣州，2018年於台北，2019

年於上海及杭州演出) 及《紫玉成煙》(獲頒2019

香港舞蹈年獎「傑出中型場地舞蹈製作」)。其他

作品包括《三國風流》、《在那遙遠的地方》、《紅

樓‧夢三闋》之〈白〉、《中華英雄》、《觀自在》

之〈初心〉、《白蛇》及《弦舞》等。楊氏於2003

及2006年兩度獲頒香港舞蹈年獎，另獲香港藝術

發展局頒發香港藝術發展獎2009「年度最佳藝術

家獎(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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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編舞 

駐團導師 謝茵 

2002年加入香港舞蹈團並擔任首席舞蹈員。謝氏自

2005年開始參與創作，兩次憑聯合編創作品於2006

年及2008年獲香港舞蹈年獎。2012年憑《破曉》獲

紫荊杯國際舞蹈邀請賽創作銅獎。2008年獲香港演

藝學院邀請創作《踪跡之雨喻》及2012年為香港芭

蕾舞團創作《末日‧重生》之〈蓮花〉。 

 

曾擔任大型舞劇《花木蘭》、《風雲》、《倩女．幽

魂》、《中華英雄》及《白蛇》之聯合編舞等；最近

作品為《三城誌》之《四季》。2012年至2014年獲

邀為香港演藝學院中國舞系客席導師，現為香港舞

蹈團駐團導師。 
 
 

  

角色表 
 6-7/12 7:45pm; 

8/12 3:00pm 7/12 3:00pm 

聶小倩 潘翎娟 黃聞捷 
寧采臣 李涵 米濤 

燕赤霞 陳榮 黃海芸 
 
 

 
首席舞蹈員  潘翎娟 

飾 聶小倩 

 
6-7/12 7:45pm;  8/12 3:00pm 

畢業於北京舞蹈學院中國古典舞系，在學期間連續

3年獲得獎學金，亦曾出訪法國、加拿大、西班

牙、荷蘭、阿曼、韓國、比利時等國家。2009年被

愛爾蘭大使館特邀前往演出。2001年獲全國舞蹈比

賽三等獎，2002年獨舞《關雎》獲CCTV舞蹈大賽優

秀演員獎。於精品工程舞劇《大夢敦煌》中擔任主

角月牙，獲第九屆北京舞蹈比賽三等獎。三人舞

《藍河水長》獲貴州舞蹈比賽三等獎。 

 
2011年加入香港舞蹈團。近期主要演出《藍花花》

飾藍花花、《天蟬地儺》飾嬋、《花木蘭》飾花木

蘭、《風雲》飾孔慈、《梁祝．傳說》飾祝英台、

《倩女．幽魂》飾聶小倩及《中華英雄》飾華文英

/瓊天等。  

 
2017年憑《中華英雄》獲香港舞蹈年獎頒發「傑出

女舞蹈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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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舞蹈員  李涵 
飾 寧采臣 

 

6-7/12 7:45pm;  8/12 3:00pm 

 
 

2007年畢業於北京舞蹈學院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系，

主修表演及教育，期間曾參加第八屆桃李杯民族民

間舞青年A組獨舞比賽，以傣族舞《雨林中》及朝

鮮族風格技巧組合獲得個人優秀表演獎，以藏族舞

《離太陽最近的人》獲得群舞組表演一等獎;其後更

入讀香港演藝學院研究生院，並於2009年獲頒碩士

學位主修編舞，期間考獲由花旗銀行贊助的亞洲文

化協會獎學金，赴美國紐約著名的艾文艾莉舞蹈學

校深造。 

 
2010年加入香港舞蹈團，近期主要演出包括《竹林

七賢》飾王戎、《天蟬地儺》飾倉、《風雲》飾聶

風、《花木蘭》(2015)飾父親、《倩女．幽魂》飾寧

采臣、《中華英雄》飾無敵及《白蛇》飾許仙。 

 
2015年憑《倩女．幽魂》獲香港舞蹈年獎頒發「傑

出男舞蹈員」獎。現為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蹈員。 

 

 
高級舞蹈員 陳榮 

飾 燕赤霞 

 
6-7/12 7:45pm;  8/12 3:00pm 
 
 
 
 

 

畢業於北京舞蹈學院附中，以全額獎學金入讀香港

演藝學院。2002年加入香港舞蹈團。2005年獲發花

旗集團/亞洲文化協會之艾利舞蹈學校獎學金，赴

美國紐約進修舞蹈。主要演出包括在《自梳女》

（香港演出及廣東省巡演）、《夢傳說》飾胡樂、

《木蘭》、《清明上河圖》、《雪山飛狐》、《雙燕–吳

冠中名畫隨想》中〈百納衣–重生〉任領舞、《藍花

花》飾歌者、《風水行》中〈傘〉任獨舞、《舞韻天

地》中〈牛背搖籃〉三人舞及《塵埃落定》飾傻

子、《倩女．幽魂》飾燕赤霞等。並為八樓平台

《舞留情》及《舞飛揚》編舞。 

 
2008年憑《夢傳說》飾演胡樂及《笑傲江湖》飾演

東方不敗之演繹，奪得香港舞蹈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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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舞蹈員 黃聞捷  

飾 聶小倩 

 
7/12 3:00pm 
 
 

 

黃聞捷畢業於北京舞蹈學院中國民族民間舞系。在

學期間曾多次獲頒獎學金。2012年憑獨舞《你是我

的心》榮獲第十屆桃李杯舞蹈比賽中國民族民間舞

表演二等獎。  

 

2013年憑作品《二泉隨想》榮獲第十屆全國舞蹈大

賽創作三等獎。2015年以舞蹈《花棍瑤情》獲第十

二屆韓國首爾國際舞蹈比賽銅獎及第十四屆北京舞

蹈大賽表演二等獎。2016年獲中國民族民間舞技術

技巧大獎銀獎。2017年加入香港舞蹈團，演出《三

城誌》之《四季》、《踏歌行》三人舞《小破陣

樂》、八樓平台《Next》、《劉三姐》及《絲路如

詩》中《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獨舞。2019年5月晉

升為高級舞蹈員。   

 

 

 
舞蹈員 米濤  

飾 寧采臣 
 
7/12 3:00pm 

 
 

回族，畢業於北京舞蹈學院附中、獲香港演藝學院

獎學金來港就讀。畢業後隨即加入香港舞蹈團，參

演多個大型舞劇、八樓平台之演出及擔任編舞工

作。 

 
曾參與八樓平台創作演出包括《民間傳奇》、《絲襪

奶茶》、《舞留情》及《舞飛揚》。編創舞蹈《竺水

招》獲2016香港紫荊盃舞蹈大賽作品賽銅獎、國際

作品賽優異獎。 

 
主要演出有《笑傲江湖》飾林平之、《雪山飛狐》

飾田歸農、《神雕俠侶》飾陸展元、《竹林七賢》飾

山濤、《風雲》飾步驚雲、《白蛇》飾許仙及《倩

女‧幽魂》飾寧采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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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員 黃海芸  

飾 燕赤霞 

 
7/12 3:00pm 
 

畢業於廣西藝術學院舞蹈系表演與教育專業，於第

四屆廣西青年舞蹈演員比賽，憑獨舞《老爸》榮獲

表演一等獎。 

 
舞劇《京島人家》扮演海生，舞劇《劉三姐》扮演

陶秀才以及螞拐。2014年演出慶祝建國65周年文藝

晚會， 2016及2019年演出中國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

晚會，2016年赴雅加達演出慶祝中國―東盟建立對

話關係25周年文藝晚會友誼之約。2019年加入香港

舞蹈團，演出《塵埃落定》及《倩女‧幽魂》。 

 

 

 

歡迎各大傳媒安排專訪 

是次訪問暫定於11-12月舉行，日期、時間和地點安排可與 貴機構靈活協調，歡迎各

大傳媒聯絡公關查詢並持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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