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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佈 

舞蹈劇場 ｘ 簡約粵劇《紫玉成煙》 

榮獲香港舞蹈年獎兩項大獎 

載譽重演，重構傳奇經典

 

香港舞蹈團與桃花源粵劇工作舍攜手創作舞蹈劇場ｘ簡約粵劇《紫玉成煙》，於 2018

年首演大獲好評，榮獲香港舞蹈年獎 2019 兩項大獎：傑出中型場地舞蹈製作及傑出

燈光設計。今年 9 月 24 至 26 日將於香港文化中心劇場再度公演，跨越藝術界線，承

傳文化瑰寶的同時，牽引更多想像。 

 

舞蹈跨界粵劇，解構人物故事 

自唐代小說，到明代戲曲，再由香港劇作家唐滌生改編成粵劇經典《紫釵記》，霍小玉

和李益的愛情故事千迴百轉、歷演不衰。《紫玉成煙》以粵劇唱段敘事，配合舞蹈深化

角色情思，結局迥異的霍小玉同台並立：認命尋短？自求多福？還是據理力爭？凝視

多重宇宙的分身，陷入命定與自決的迷思。 

 

破格的舞台設計 

《紫玉成煙》打破傳統的舞台空間，採用環繞立體設計，將觀眾分為「樓座」與「堂

座」兩部分。「堂座」觀眾置身表演區，舞者、演員、樂師在四周穿梭，「沉浸式」感

悟人物的形體神態；「樓座」觀眾位於樓上，俯瞰芸芸眾生。觀衆既是局內人，亦是局

外人。 

下載《紫玉成煙》高像素圖像：

https://bit.ly/3y2Me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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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舞蹈年獎「傑出中型場地舞蹈製作」評審評語 

「楊雲濤糅合中國舞和粵曲，重新演繹經典文學著作《紫釵記》。製作巧妙地利用場地

營造出創新的視覺感觀，引人入勝。各樣令人嘆為觀止的設計，以及楊氏精湛的編舞

和舞者震懾人心的演出，交織成經典中對愛情和委身的激烈情感。」 

 

 

《紫玉成煙》演出資料 

地點 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日期/時間 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26 日（五至日）晚上 7:45 

2021 年 9 月 25 日至 26 日（六至日）下午 3:00 

票價 HK$280 / HK$220 

節目長度 節目長約 1 小時 40 分鐘，不設中場休息 

購票資料 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發售 

票務查詢 3761 6661 | 用卡電話購票 2111 5999 |  

網上購票 www.urbtix.hk | 流動購票應用程式 My URBTIX (Android 及 iPhone 版) 

年齡限制 適合 6 嵗或以上人士觀看 

節目查詢 3103 1806 / www.hkdance.com 

優惠計劃 

(數量有限) 

五折 全日制學生、60 歲或以上高齡人士、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士、殘疾人

士及看護人 

八折 香港舞蹈團「以舞會友」尊尚會員 

九折 香港舞蹈團「以舞會友」精英會員 

尚有其他優惠，詳情請參閲城市售票網網頁 

簡短資訊（約 200 字） 

香港舞蹈團與桃花源粵劇工作舍攜手創作舞蹈劇場 X 簡約粵劇《紫玉成煙》，於 2018

年首演大獲好評，榮獲香港舞蹈年獎 2019 兩項大獎：傑出中型場地舞蹈製作及傑出

燈光設計。今年 9 月，《紫玉成煙》載譽而歸，以粵劇唱段敘事，配合舞蹈深化角色

情思，舞蹈與戲曲交錯融合，重構霍小玉與李益的愛情糾葛。舞台設計打破傳統空

間，觀衆可選擇置身於表演區的「堂座」，或於高處俯瞰芸芸衆生的與「樓座」，觀衆

既是當局者迷，亦是旁觀者清。 

 

《紫玉成煙》 

2021.9.24-26 (五-日) 7:45pm 

2021.9.25-26 (六-日) 3:00pm 

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HK$280 / HK$220  

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發售｜節目查詢 3103 1806｜www.hkd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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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團隊 

導演及編舞：楊雲濤 

聯合導演及文本：吳國亮 

概念策劃及錄像設計：黎宇文 

音樂總監及作曲：李哲藝 

佈景設計：王健偉 

燈光設計：陳焯華 

服裝設計：譚嘉儀 

化妝設計及演員：陳明朗 

音響設計：楊我華 

 

 

導演及編舞 —— 楊雲濤（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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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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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舞》、《一水南天》、「中國舞武研究計劃」三年探索成果的舞 x 武劇場《凝》以及

《山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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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導演及文本 —— 吳國亮（桃花源粵劇工作舍營運及創作總監） 

吳國亮為桃花源粵劇工作舍創辦人之一、香港演藝學院演藝深造文憑（粵劇）畢業、香港亞洲

電視訓練學院助理編導班畢業、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2006-2008）、現為桃花源營運及

創作總監。 

 

導演作品：粵劇《三界‧人鬼神》、《西施》、《蝶影紅梨記》、《殉情記》、《三女性》、《三面譜》、

《拜將臺》；劇場演唱會《香夭•生死相許蝴蝶夢》；白雪仙女士九十大壽晚會《莫失莫忘、仙

壽恆昌》。影片導演作品：《香港演藝學院科藝學院》、《香夭‧夢遊仙蹤鳴留別》、《關錦鵬眼中

的女性群像》、《香夭‧一任魂夢飄渺間》、香港電影金像《終身成就獎‧白雪仙》（意念及製作）、

製作特輯《黎明‧FISHING》、西九大戲棚 2013 等。劇本作品：聯同張群顯合編全本粵劇《拜

將臺》、《殉情記》；粵劇折子戲《白羅衫》、《冥判》、《盜仙草》、《武松復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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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策劃及錄像設計 —— 黎宇文 

香港出生及成長，游走於影像、舞蹈、戲曲及飲食文化之間的斜槓人生。1996 年香港演藝學院

科藝學院電視電影文憑畢業，2019 年獲香港演藝學院電影製作藝術碩士。為電視電影及舞台演

出製作宣傳片、錄像設計及影像紀錄。2015 年，Maurice 獲香港舞蹈聯盟，頒發香港舞蹈年獎

——「最值得表揚舞蹈錄像及攝影」，是第一位憑舞蹈影像獲獎。2017 年獲城市當代舞蹈團頒

發「城市當代舞蹈達人」，表揚他在過去一年在舞蹈界的成績和貢獻。2018 年憑舞台演出製作

《觀‧影—香港舞者》聯同澳洲編舞家及影像導演Sue Healey獲香港舞蹈年獎「傑出視覺設計」。 

 

Maurice 現為桃花源粵劇工作舍董事會副主席及舞台技術統籌、不加鎖舞踊館董事會主席、香

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節目與發展委員會戲劇小組委員、香港舞蹈年獎評審委員。 

 

 

佈景設計 —— 王健偉 

主修舞台及服裝設計。近年戲劇設計作品有：《空凳上的書簡 2：繼續書寫》、《最後一次西遊》、

《大汗推拿》、《親愛的，胡雪巖》丶《德齡與慈禧》丶《原則》、《解憂雜貨店》、《大偽術爸》、

《科學怪人．重生》丶《言說之外》、《兒欺》、《陪著你走》、《病房》、《色相》、《最好的時光》

等。音樂劇及歌劇設計作品有：《我們的音樂劇》、《息在零地》丶《肖像曲》、《聖馬可受難曲》

丶《分岔路上·大力神》丶女聲合唱音樂會 2021《人來人往》丶《自由爵士音樂節 2020: 爵視

丶 Angelita Li sings Billie Holiday-feat. Patrick Lui Jazz Orchestra 及 Ted Lo & Eugene Pao》

等。舞蹈設計作品包括，《咏嘆調》丶《最後一夜》、《紫玉成煙》、《弦舞》、《紅樓夢·三闕》、《活

著》、《戰鬥圖騰》丶《Re-mark II》等等。近年憑藉《咏嘆調》、《紅樓．夢三闋》及《親愛的．

胡雪巖》分別獲得舞台設計獎項。 

 

 

陳焯華 —— 燈光設計 

陳焯華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科藝學院，主修劇場燈光設計。早期作品有《硬銷》、《萬世歌王》、

《賈寶玉》等。從1997年《愛的教育》開始了與非常林奕華的長期合作關係，作品包括《聊斎》、

《紅樓夢》、《恨嫁家族》及《梁祝的繼承者們》等。 

 

2008年憑香港話劇團《梨花夢》獲第17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燈光設計。2017年憑非常林

奕華《紅樓夢》獲2017上海靜安現代戲劇⾕壹戲劇大賞年度最佳舞台美術類（燈光設計）。

2019年憑中英劇團《羅生門》獲第28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燈光設計及憑香港舞蹈團《紫玉

成煙》獲香港舞蹈年獎2019傑出燈光設計。 

 

近期作品包括神戲劇場《呃》、三角關係《過路人》、達摩工作室《聖荷西謀殺案》、

同窗⽂化《囍雙⾶》、綠葉劇團《小⾶ 俠》、香港芭蕾舞團巴蘭欽《珠寶》、《羅密

歐+茱麗葉》、非常林奕華《一個人的一一》及上海染空間音樂劇《白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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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舞蹈團 

「融匯中西 舞動香港」 

 

使命宣言 

我們從優秀的中國文化傳統汲取養份，結合當代藝術創意，以具香港特色的中國舞蹈感動世界。 

 

香港舞蹈團於 1981 年成立，2001 年註冊成為慈善及非牟利機構，由香港特別⾏政區政府資

助。舞團今年慶祝成立 40 週年，至今已排演超過二百齣深受觀眾歡迎和評論界讚賞的作品。

近期作品包括《花木蘭》、《塵埃落定》、《蘭亭．祭姪》、《梁祝．傳說》、《風雲》、《倩女．幽魂》、

《踏歌⾏》、《紅樓．夢三闋》、《中華英雄》、《觀自在》、《白蛇》、《三城誌》、《紫玉成煙》、《劉

三姐》、《絲路如詩》、《弦舞》、《一水南天》、《媽祖》、《青衣》，「中國舞武研究計劃」三年探索

成果的舞 x 武劇場《凝》以及《山水》。 

 

舞團經常到海外及內地演出，以促進文化交流，曾涉足十多個國家及地區。近年曾赴美國華盛

頓甘迺迪藝術中心、美國紐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英國倫敦南岸中心、加拿大多倫多索尼演藝

中心、澳洲悉尼卓士活中央廣場劇院、白俄羅斯明斯克國立模範音樂劇院、「韓國舞蹈祭典」、

首爾「國際佛教舞蹈節」、北京國家大劇院、北京天橋藝術中心、上海大劇院、上海國際舞蹈

中心、杭州大劇院、廣州大劇院、臺北新舞臺、臺灣戲曲中心等，演出舞團的得獎原創舞劇《花

木蘭》、《倩女．幽魂》、《梁祝．傳說》、《蘭亭．祭姪》等饒具香港特色的作品，為海內外的觀

眾帶來文化藝術新體驗。 

 

 

桃花源粵劇工作舍 

1999 成立，為 S88 非牟利機構。傳統藝術必須年輕接班人，築一條路，路的兩端是伯樂與千

里馬，桃花源只是清道夫；築一個臺，臺上是傳統與現代。開闊自身藝術：粵劇、粵曲；啟迪

族群：藝術點亮美盲丶審美擴闊眼界；眼界決定境界丶境界決定成就。 

 

一直向唐滌生先生（1917-1959）取經，重塑經典唐劇如《三界‧人鬼神》、《西施》、《蝶

影紅梨記》，2011 意識到向唐氏最深的致敬是繼續創作，完成第一個原創劇《拜將臺》獲得

觀眾支持作數度重演及到南韓首爾演出；2014 紀念唐氏逝世 55 周年，開創新形式劇場演唱

會《香夭・生死相許蝴蝶夢》（為高山劇場新翼開幕節目之一、2016 西九文化區委約重演重

塑為「捌拾大版」）。 

 

明年 2022 是唐劇經典《帝女花》65 周年，舉辦一系列創意節目，與跨界藝術家合作，展現

粵劇、粵曲 21 世紀型格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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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及安排訪問，請與香港舞蹈團市場及節目部聯絡： 

 

關珮茵小姐 Ms Ruby Kwan  ── 市場及節目經理 

電話：(852) 3103 1858 傳真：(852) 2851 3607 電郵：ruby@hkdance.com  

 

廖文慧小姐 Ms Rain Liao ── 市場及節目主任 

電話：(852) 3103 1809 傳真：(852) 2851 3607 電郵：rainliao@hkdance.com  

mailto:ruby@hkdance.com
mailto:rainliao@hkdan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