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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禮由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藝發局
主席王英偉先生及副主席殷巧兒女士擔任主禮嘉賓，出席人數接近千
人。

頒獎禮上，藝發局主席王英偉先生讚揚各得獎者的努力和傑出成
就： 「今晚頒發的獎項，除了表揚對本地文化藝術有長遠貢獻的殿堂級
人士，亦是嘉許有傑出表現的藝術家及藝術新秀，在追求藝術卓越的同
時，對推動藝術發展、扶育後進，為藝術界承傳作出的貢獻。」

「香港藝術發展獎」設有七個獎項類別，包括 「終身成就獎」、
「傑出藝術貢獻獎」、 「年度最佳藝術家獎」、 「藝術新秀獎」、 「藝

術教育獎」、 「藝術推廣獎」和 「藝術贊助獎」。

今年， 「終身成就獎」得主為資深舞台劇工作者及戲劇教育家鍾景
輝博士；而粵劇名伶任冰兒女士及資深藝術行政人員盧景文教授則獲頒
「傑出藝術貢獻獎」。

頒獎禮上，更有多項演出展現香港藝術的多元化。演出項目包括：
由資深戲劇藝術工作者鄧偉傑執導的 「向鍾景輝致敬」、尹飛燕及藝發
局校園藝術大使梁心怡演出粵劇折子戲、伍卓賢及 SIU 2 演出的《A
cappella X 中西fushion》樂隊表演及男高音柯大衛導演的《西洋歌劇組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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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許傑出藝術家及團體
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主辦、香港電台

電視部聯合製作的 「2011香港藝術發展獎」 頒獎
禮，已經假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圓滿舉行，共頒發
了29個獎項予本地藝術工作者、團體、學校及商業
機構，以表揚他們在藝術方面的成就，以及在推動
香港藝術發展方面的貢獻。

任冰兒女士及盧景文教授獲頒 「傑出藝術貢獻獎」

頒獎禮電視特輯將於6月10日（星期日）下午3時35分

於無綫電視翡翠台播放；

港台網站tv.rthk.hk視像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

獎項計劃網頁：http://artawar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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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香港藝術發展獎得獎名單

尹飛燕在舞台上有數十年經驗，是當今活躍於舞台
的正印花旦及粵劇行業的佼佼者。她多年來持之以恆的
努力，在唱腔、扮相、做手、基本功架與身段等方面均
有深厚的根基。正由於此，她在舞台上的可塑性極高，
既能演活端莊的青衣花旦，亦擅演刀馬旦。

回顧迄今的演藝生涯，尹飛燕對自己在《英雄叛
國》與《花木蘭》中的演出最為滿意： 「《英雄叛國》
中皇后 『藍英玲』一角是由我首演的。藍是一個反派人

物，脫離了我平日慣演的範疇，於我而言非常特別。至
於《花木蘭》，則是1988年我擔當正印花旦後的首個劇
作，在某程度上脫離了花旦行當的演繹法，是一次頗大
的挑戰。」

自小受母親薰陶而投身戲曲藝術的尹飛燕，對於是
次獲頒年度最佳藝術家獎，她在感謝一眾戲班手足之
餘，特別表明要多謝其母親： 「能夠有今天的成就，我
最希望、最需要感謝的就是母親。若不是她喜歡欣賞粵
劇，就不會准許我入行，是媽媽帶給我日後一條謀生之
路。」而今日已在業界備受敬重的尹飛燕，坦言自己也
是過來人，明白新人出道時的難處，因此她希望盡自己
力量去幫助年輕一輩認識及參與戲曲藝術： 「未來，我
希望每年參與一至兩個新的製作，給予觀眾一種欣賞戲
曲的新角度。同時，我非常盼望能帶着一班新的青少年
演員一起演出。」去年，尹飛燕便收納了藝發局 「校園
藝術大使」梁心怡為徒，又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
公開大學舉辦的戲曲座談會，身體力行將戲曲藝術承傳
給年輕一代。

唐婭現為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蹈員，於本
地及海內外舞蹈界都有不少經驗。對於舞
蹈，她有自己獨特的感受： 「在每一次演出
過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遺憾的地方。也許
這正是舞蹈藝術的魅力吧：沒有最好，只有
更好！對於我來說，每一次演出都是重要
的，每一趟的感受總會有所不同，那是一種
體會、投入、收穫的過程。」也許正是這種
不經意流露出的熱愛，讓舞者更富有感染
力，被讚為具備優雅的舞蹈身韻，身體語言
豐富細膩。

今次獲得藝術新秀獎，唐婭表現得十分
激動： 「這個獎是對我在舞蹈事業上努力的
肯定！」她特別希望感謝恩師——香港舞蹈
團藝術總監梁國城： 「2005年加入香港舞蹈
團至今，我參演了多部舞蹈作品，由群舞演
員晉升為首席演員，在專業上梁老師給予了
我很多的指點、教導和提拔。私下裡，梁老

師常常提醒我要注意提升自身的文學修養和
藝術修養，鼓勵我多看書、多學習。」

對於本港舞蹈界未來的發展，她期盼能
夠更具國際視野。 「要有富新意、討觀眾喜
愛，同時具香港特色的舞蹈作品面世。經過
多年的努力，在我們中國舞的領域裡頭，目
前已形成了一種具有香港特色的舞蹈模式，
好像已重演四次的舞蹈詩《清明上河圖》、
金庸武俠舞劇三部曲《笑傲江湖》、《雪山
飛狐》，與及吳冠中名畫隨想《雙燕》等，
這些作品在中國及國際上都得到很多的關
注。我們希望能把這些作品帶到國際舞台，
將它們發揚光大。」

藝術新秀獎藝術新秀獎（舞蹈）（舞蹈）
唐婭

終身成就獎終身成就獎──鍾景輝鍾景輝
香港劇壇先鋒香港劇壇先鋒

回顧香港劇壇，如果不提鍾景輝(King
Sir)，很多頁也會變成空白。由當西方戲劇的開
荒牛，至成為今天的戲劇大師，他的戲劇人生
就是香港舞台變遷的縮影。這位獲獎無數的戲
劇大師，終身與戲劇談戀愛，為推動本地戲劇
發展永不言休。

推動戲劇 不遺餘力
六十年來，King Sir 在劇壇身兼演員、導

演、藝術顧問和戲劇教育家，參與的舞台製作
超過一百部；在影視界的工作崗位也不遺餘
力，把西方的經典戲劇文學介紹給普羅大眾，
令今天香港劇壇百花齊放。

被譽為 「喜劇聖手」的King Sir於60年代
遠赴美國學習戲劇後，對當地的百老匯音樂
劇、荒誕劇和喜劇情有獨鍾。在1966年，他為
本地引入首個荒誕劇《動物園故事》，打破當
時觀眾對戲劇既有嚴肅、沉悶的印象，成為本
地劇壇 「先鋒」。

創新專業 雅俗共賞
現在為廣大觀眾喜愛的音樂劇，也是

King Sir 於八十年代初介紹給香港觀眾的。
1980 年，由 King Sir 導演的《夢斷城西》邀請
了樂壇才子黃霑填詞，著名音樂人黎小田當音
樂監製，成為香港首個以粵語演出的百老匯音
樂劇，深受觀眾歡迎。

對於未來的香港劇壇，King Sir 認為音樂
劇是大勢所趨： 「音樂劇藝術與娛樂並重，容
易為觀眾受落。雖然要找歌、演、舞皆精的演
員在目前仍是一大考驗，但現在才是廿一世紀
之初，我們還有很多時間為香港培訓這方面的
人才呢！」

作育英才 永不言休
King Sir 鼎力支持香港戲劇協會承辦 「戲

劇匯演」，並於1983年任香港演藝學院創院院
長，任期長達18年，他亦是首個劇團香港話劇

團的幕後推手，對本地劇團發展的貢獻功不可
沒。

多年孜孜不倦的 King Sir 桃李滿天下，劉
雅麗、蘇玉華、黃秋生等等，當年由 King Sir
發掘的新星或受他啟發而投身戲劇的新人，今
天已是獨當一面的著名演員。

這位戲劇大師曾八度獲得香港舞台劇獎 「最
佳男主角」及四度獲得 「最佳導演」。他喜歡把
困難視為挑戰，以樂觀的態度克服。對於這次獲
得終身成就獎，King Sir謙稱： 「我是個幸運兒，
有幸這六十年來都在做自己喜歡的事，只要身體
仍然能夠支持，我會一直做下去。」

年度最佳藝術家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戲曲）（戲曲）
尹飛燕尹飛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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