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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報 [共 6 頁] 

大型原創舞蹈詩《山水》 

載譽重演 

文人精神之鄉在山水 舞者之山水在舞臺 
 

 

看遍千山，穿過萬水，香港舞蹈團將於 2022 年 10 月 14 至 16 日假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再次演出大型

原創舞蹈詩《山水》。舞作首演於 2021 年，為香港舞蹈團 40 週年舞季開篇之作，廣受好評，更入選為國

際演藝協會會議 2022 (ISPA)“Pitch New Works”推介項目之一。 

山水畫乃中國傳統文化，藝術與哲學的重要載體。藝術家通過對自然環境的刻劃與呈現，體現了人內在的

精神世界，表達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大型原創舞蹈詩《山水》的舞者將外放的感官收回，審視自我，回

歸本源，身體為畫筆，舞臺為畫布，傾訴如山情愫。 

有別於舞劇的故事性，《山水》更似一篇散文詩，由三個章節組成，探討天地、自身和萬象，深入傳統文化

的根本，傳達最純粹的東方美學。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兼編導楊雲濤把「中國舞蹈與中國武術之交互研究

與成果呈現計劃」的精粹溶入作品。由站樁開始，舞者一招一式之間除了體悟武術精神，為固有的舞蹈動

作帶來新的思考與突破，呈現東方獨有的氣韻與質感。陳劍梅博士，電影及文化研究學者:「《山水》在靜

態上展現不一樣的氣質和氣韻；此作亦在動態中盡顯舞蹈的氣勢，與中國武術扣連。」 (摘錄自：灼見名

家) 

 

《山水》冀望與觀衆一同展開著墨於傳統與内心的對話，以舞蹈藝術搭建一方跨越時空的精神世界，賞萬

物之美態，靜思生命之本源。 

 

 

 

瀏覽《山水》網頁 最新宣傳片 高像素圖片

https://bit.ly/3

dT4jul圖片 

http://www.hkdance.com/
https://www.hkdance.com/zh-hant/performance/%E3%80%8A%E5%B1%B1%E6%B0%B4%E3%80%8B2022
https://www.hkdance.com/zh-hant/performance/%E3%80%8A%E5%B1%B1%E6%B0%B4%E3%80%8B2022
https://www.hkdance.com/zh-hant/performance/%E3%80%8A%E5%B1%B1%E6%B0%B4%E3%80%8B2022
https://www.hkdance.com/performances/shanshuianodetonature
https://www.hkdance.com/zh-hant/performance/%E3%80%8A%E5%B1%B1%E6%B0%B4%E3%80%8B20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H9O_cG7KYE
https://www.hkdance.com/zh-hant/performance/%E3%80%8A%E5%B1%B1%E6%B0%B4%E3%80%8B2022
http://gofile.me/5eMFL/yLLXlQBiM
http://gofile.me/5eMFL/yLLXlQBiM
https://bit.ly/3dT4jul
https://bit.ly/3dT4j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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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 料 活 動 

遊歷《山水》之靜觀   

「城中山水」- 水墨畫創作比賽  

徵件日期：26.8 - 23.9.2022  

 

「扇中山水」- 水墨畫體驗工作坊 

導師：徐沛之博士(書法及水墨藝術家) 

18.9.2022（六）3 - 5pm｜HART Haus｜$400 起｜  

套票包含活動費用 及《山水》日場演出門票乙張 

遊歷《山水》之靜聽   

「頌缽‧山水」 

導師 : 曾文通先生(頌缽藝術家)  

1.9.2022 (四) 及 8.9.2022 (四) | 8 – 09:30pm | HKDC｜$450 起 

套票包含活動費用 及《山水》晚場演出門票乙張 

遊歷《山水》@中環街市  

「縱橫．山水」專題展覽 

1 - 17.9.2022｜2 樓 24 小時行人通道  

 

《山水》舞蹈選段現場演出 

2.10.2022（日）｜地下中庭 

 

談《山水》  

主持：米哈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博士 / 作家)  

嘉賓講者：卓 翔先生（電影導演）、楊雲濤先生（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山水》導演及編舞） 

8.10.2022（六）2 - 4pm｜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活動廳 the HU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演 後 藝 人 談 

2022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下午場演出完畢後舉行，只供該入場觀眾參與。  

 

 
 

  

簡短資訊（約 250 字） 

大型原創舞蹈詩《山水》首演於 2021 年，為香港舞蹈團 40 週年舞季開篇之作，廣受好評。演出融

會了「中國舞蹈與中國武術之交互研究與成果呈現」計劃的三年訓練成果，一眾舞者結合舞蹈與武

術，進一步把舞蹈提昇至另一層次。《山水》更入選為國際演藝協會會議 2022 (ISPA)“Pitch New 

Works”推介項目之一。  

 

香港舞蹈團取中國山水畫為素材，以舞蹈藝術搭建一方跨越時空的精神世界。舞者的身體是點、是

線、是筆尖的一抹蒼潤；是韻、是律、是心靈美感的關照。奇幻靈巧，且元氣淋漓；心有萬象，而物

我兩忘。讓我們穿山引水，以肢體重新感知大自然的力量，賞萬物之美態，靜思生命本源。  

 

14 - 16.10.2022（五至日） 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星期五、六 晚上 7:45  $480、$380、$280、$180、$80 

星期六、日 下午 3:00  $440、$340、$240、$140、$80 

門票現於快達票售票網公開發售｜網上購票 www.hkticketing.com 

購票熱線 31 288 288｜節目查詢 31 031 807｜www.hkdance.com 

http://www.hkd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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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出 資 料 

 

大型原創舞蹈詩《山水》 

日期及時間 2022 年 10 月 14 至 15 日（五–六）晚上 7:45 

2022 年 10 月 15 至 16 日（六–日）下午 3:00 

地點 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票價 星期五、六 夜場      $480、$380、$280、$180、$80 

星期六、日 日場      $440、$340、$240、$140、$80 

門票現於快達票售票網公開發售  

全日制學生、殘疾人士及看護人、60 歲或以上長者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 (半價優惠） 
 

網上購票 www.hkticketing.com 

票務查詢 31 288 288 

節目查詢 31 031 807｜hkdance@hkdance.com 

網址 www.hkdance.com 

適合 6 歲或以上人士觀看｜香港舞蹈團保留更改節目及表演者之權利 

 
 
 

創 作 團 隊 

 

導演及編舞：楊雲濤  

作曲及音樂總監：葉破  

佈景及服裝設計：曾文通  

燈光設計：馮國基  

錄像設計：成博民  

音響設計：楊我華  

現場音樂演奏：萬幸  

  

http://www.hkdance.com/
mailto:hkdance@hkdance.com
http://www.hkd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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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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雲濤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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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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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悉尼、倫敦及明斯克巡演)、《梁祝．傳說》(首爾巡演)、

《風雲》(獲頒三項2015香港舞蹈年獎)及《倩女．幽魂》(獲頒三項2016香港舞蹈年獎，北京、

廣州、台北、上海及杭州巡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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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玉成煙》、《弦舞》及《一水南天》 等，並主導

一個歷時三年的「中國舞蹈與中國武術之交互研究與成果呈現計劃」，包括展演研究成果的舞x武劇場《凝》。 

 

楊雲濤於2003及2006年兩度獲頒香港舞蹈年獎「傑出男舞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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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音樂總監及作曲 – 葉破 

聲音藝術家及靜觀音療師，超過 10 年劇場、舞蹈、電影錄像等聲音設計及配樂及現場演出經

驗。2008 年從加拿大蒙特利爾回流，曾獲邀參與挪威北歐藝術節、日本 TPAM 表演藝術節、

韓國 BIDAM 舞蹈節、HK Clockenflap 音樂節、西班牙 Boom Festival、匈牙利 Samsara 

Festival 等，並為倫敦奧林匹克場館健力士世界紀錄銅鑼演奏家，韓國辛恩珠舞蹈團及上海同

濟大學朱哲琴聲音實驗室駐留藝術家。 

 

曾任 VIDEOTAGE 技術總監、連卡佛音樂專家、Stattus 及 Cuetone 音樂顧問。曾合作項目

和藝術家包括 MBFW 澳洲奔馳時裝週、心性治療作家素黑、香港藝術節、香港舞蹈團《凝》、

韓國 SEOP 舞蹈團、電影《怒火》、邢亮、又一山人，越過界@國際跨媒體藝術節。 

 

於日本熊野古道，跟隨音靈奈良裕之大師修行後，踏上靈性音樂及聲頻療癒之道。於印度瑜珈聖地 Rishikesh 獲取聲

音瑜珈 Nada Yoga TTC 導師證書及國際聲頻療愈師資格。於倫敦跟隨銅鑼大師 Don Conreaux 學習銅鑼療癒演奏

技巧，獲邀為仁波切、茶館、K11、瑜珈藝術節演奏頌缽、銅鑼、天鼓、丁夏、呼麥唱頌、印度風琴等樂器。 

 

曾策劃的全方位藝術協作計劃“Project. OA - Orbital Aritual”於挪威、香港、深圳及柏林進行巡迴演出。 

 

佈景及服裝設計 – 曾文通 

跨領域當代藝術家，範疇包括劇場、視覺藝術、音樂及藝術教育等。舞台設計作品逾 200 台，

曾獲多個本地及海外獎項，包括香港舞台劇獎最佳舞台設計、最佳服裝設計、最佳化妝造型

獎。2008 年獲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2009 年獲亞洲文化協會獎助金，到

美國耶魯大學戲劇學院任研究員。三度獲得香港舞蹈年獎最傑出舞台設計。2015 年獲民政

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頒發嘉許狀及獎章，表揚他在推動文化藝術發展的貢獻。2017 年憑舞

劇《風雲》獲世界劇場設計展「佈景設計專業組銀獎」，作品備受國際業界肯定。他以「一念

間一場空」為美學理念，用禪意介入劇場，導演作品包括《心寂無聲》(2017)、《觀自在─山

海行深》(2017)、《入靜山林》(2019)及《黑天幻日》(2021)。 

 

2002 年應邀為香港大會堂成立四十周年舉行《舞台空間消解構成》展覽，其後到東京、台灣、北京及澳門等地展出。 

 

http://www.hkd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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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出版舞台美術專書《舞台空間：一念間一場空》。他策劃及主持的現代心靈工作坊《一紙如鏡》及《一境四

心》，分別在 2011 及 2015 年應國際劇場設計四年展邀請到布拉格舉行。 

 

曾文通亦為喜馬拉雅頌缽演奏家，曾於香港、中國、台灣及馬來西亞多次公開演出，連續多年參與「無極樂團」音樂

會演出，分別與知名琵琶演奏家王梓靜、南管音樂家王心心及昆劇表演藝術家孔愛萍同台合演。2018 年出版首張頌

缽音樂專輯《聲音原本》，收錄 39 首頌缽原聲音樂，2020 年出版頌缽專書《聽聞頌缽》。2020 年 6 月應香港藝術

中心邀請參與《藝術 X 靜觀：靜聽藝術裡的大千世界》，舉辦《三千大千》藝術裝置展。 

 

燈光設計 – 馮國基  

馮國基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繼而從事舞台工作至今。作品超過二百多個，領域包括舞蹈、

戲劇、歌劇、戲曲及多媒體表演等。自 1998 年開始，馮國基與臺灣優劇場參加法國的 Festival 

d’Avignon，足跡遍及歐美各大藝術節。並替香港本地各個團體，香港藝術節、及海外機構

擔任設計工作。作品獲多次提名，於 2003 年同時獲香港舞蹈聯盟「舞蹈年獎」及香港舞台劇

協會頒發「最佳燈光設計」獎項。 

 

近年，活躍於各地舞台及文化創作工作，於 2012 年替楊麗萍大型舞劇「孔雀」任燈光設計。

多次與廣州現代舞團，廣東省芭蕾舞團，澳門藝術節及藝團合作舞台劇、環境劇場、工作坊

及教學。曾獲邀為加拿大多倫多 Canadian Stage 及 Music Picnic 的“I swallowed a Moon 

made of iron”，及《墓所事事》擔任舞台，燈光及投影設計。 

 

馮國基於 2009 年修畢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電影藝術碩士課程，主修電影導演。亦於學校内被頒發優異學術成績奬學

金。其作品【無風. . .詠】被挑選為亞洲獨立電影節中放映及於 2010 年澳門國際電影錄像節獲「評審特别推介奬」。

應香港聲蜚合唱節邀請參與「觀影察聲」微電影計劃,創作「合唱微電影」《兩。生》計劃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藝

能發展資助計劃」的資助。 

 

  

http://www.hkd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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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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團致力推廣具當代藝術創意及香港特色的中國舞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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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九歌》、《一個人的哪吒》，以及呈現「中國舞武研究

計劃」三年探索成果的舞 x 武劇場《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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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新舞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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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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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美儀小姐 Ms Idy Yeung ── 高級市場及節目部主任 

電話：(852) 3103 1806 傳真：(852) 2851 3607 電郵：idy@hkd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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