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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辭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今天隆重揭幕，谨热烈致贺。
这项盛事由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文化馆主办，北京雷动天下现代
舞团鼎力支持，承办整项活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透过
深化粤港澳合作，充份发挥三地综合优势，促成区內深度融合，推动区域经济
协 同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区内的文化生活自是重要
一环，放眼湾区的大型文化活动不可或缺，而舞蹈周于此时揭幕，正合其时。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节目丰富多采，让出席的舞蹈爱好者参与不同工作坊和
研讨会，加深认识现代舞，也让各位舞蹈爱好者可与各地舞蹈精英交流心得。
另 一亮点，是全国舞者的精选原创作品汇萃于此，顶尖舞团应邀为观众呈献妙
舞翩妍的精彩演出，实在不容错过。
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自 2005 年成立以来，在国内舞坛享负盛名，主办的「北京
舞蹈双周」更为舞坛盛事，相信这次活动必定能为各位「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的
参加者带来难忘的体验。
我谨再次祝愿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成果丰硕，参加者获益良多。

香港特别行政区
民政事务局局长
徐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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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辭

木棉莲紫荆，粤港澳一家亲。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明确建设人文湾区目标任务，为粤港
澳大湾区文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粤港澳大湾区自古同属百越之地，在人文历史延续进程中，大湾区城市群至今仍
保持着较强的文化趋同性。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全方位开展大湾区文化
交流合作，对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现“文化认同、人心
回归”，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的创办，为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打造了一个新平台，有利于发挥粤港澳地区文脉相亲的
特点，深度挖掘三地共通的文化基因和岭南特色文化，涵养同宗同源的文化底蕴，
増强大湾区文化软实力。
最后，再次祝贺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取得圆满成功，也期待每一个节目都
带来独特的视觉盛宴。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长
张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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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是人类最早的艺术语言。现代舞顺应历史

曹诚渊先生：

的发展，理应成为当今时代最生动最丰富的艺术

欣闻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于 12 月 4 日在深圳举行，首先代表香港中联办宣文部

表达。

对舞蹈周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 ！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大湾区城市群将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

衷心祝贺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的举办，期待
为未来大湾区的文化艺术建设，带来更加开放、

文化和创意的聚集地，文化大舞台群星荟萃，也将成为大湾区人创新创业、生活
发展的“共同家园”。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在大湾区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加强
资源共享互通，推动文化共融发展，得到了包括曹先生在内的香港文化界的鼎力
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多元的国际视野。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是一件盛事，将为包括港澳在内舞蹈界青年朋友提供交流机
会，拓展发展空间，更给当地观众带来优美的艺术享受。

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

感谢您的盛情邀请，更感动您多年来对舞蹈艺术所做的突出贡献。因疫情影响，
很遗憾此次未能亲临现场欣赏。但衷心地预祝舞蹈周取得圆满成功，祝福您的事
业不断发展壮大，为大湾区文化大舞台呈现出更多具国际水准的舞蹈演出。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别议员
马逢国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宣传文化部处长
彭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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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粤港澳的舞者们，用最真挚的情感、最优美的

热烈祝贺

舞姿、最精彩的瞬间，舞出大湾区最美的风景。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

预祝 2020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圆满成功 !

圆满成功

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专职副主席
汪洌

雷动 蝉鸣 舞动
行水 坐云 大湾
澳门舞蹈协会主席
邓锦嫦

8

9

賀辭

賀辭

以舞会友，愿粤港澳舞者携手共建 ! 风月同天，
用 最 生 动 的 语 言 抒 写 大 湾 区 情 怀 ! 预 祝 2020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圆满成功 !

集舞蹈大美，发交流先声 ! 建设人文湾区，激活
文艺新动能 ! 由龙岗区文化馆承办的 2020 粤港澳
大湾区舞蹈周精彩可期，深圳市文化馆联盟预祝
活动圆满成功 !

深圳市舞蹈家协会主席
林树森

深圳市文化馆联盟主席
刘兴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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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詞

在 2020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即将开启之际，我代表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对前来深圳龙岗参加活动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演职人员和媒体朋
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舞者荟萃 鹏城生辉
〸ニ月的深圳，舞者荟萃，天地生辉，空气中都流淌着艺术的芬芳。

深圳市龙岗区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腹地、“深莞惠”城市圈几何中心，是一片充满魅
力和活力的热土，是一座山环水润的创新创业之城。作为深圳的第二大行政区，

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 4600 亿元，居深圳市第二，位列全国工业百强区榜首，
集聚电子信息、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等六大产业集群，拥有华为、比亚迪精密等
知名企业及柔宇、光启等行业新秀，吸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等高校进驻深圳国际大学园，宜居宜业宜商环境不断优化。

这是一场跨越大江南北的舞者盛会，这是一座链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桥梁。
来自全国 50 多个城市的顶尖现代舞者，用舞蹈绽放出这个冬天里的最美风景。
作为东道主代表，深圳市龙岗区文化馆大围屋艺术团将在开幕式中，首演中国
青年编舞家李超的最新作品《总有一个宇宙等地球回家》，展示新时代的鹏城风
采。成立〸ニ年来，该团一直致力于原创精品创作，锻造出一部部代表“深圳质量”

当前，龙岗区正加快建设区域“文化高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引办
广东省群众艺术花会、深圳声乐季、聂耳管乐艺术周等品牌文化活动，文博会分

的文艺精品，为深圳原创扛起一面大旗。

会场数量连续〸年领跑全市；先后获得“全国篮球城市”“全国国际象棋之乡”“全

近年来，大围屋艺术团在“中国现代舞之父”曹诚渊的帮助下，邀请了诸多国内外

国啦啦操试验区”“广东省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等殊荣，成为全国高端文体活动最集

著名编舞和舞团合作交流，并创作了多部优秀作品，受邀参加了香港城市当代

中的城区之一。

舞 蹈节、希腊卡瓦拉国际都市文化节、北京舞蹈双周、广东现代舞周等国内外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之际，龙岗区主办 2020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既是

文化艺术交流，产生广泛影响。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具体举措，也是对龙岗
创建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有力促进，我们将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充分整
合相关资源，精心做好属地服务保障工作，携手打造一场组织水平高、专业水准
高、业界关注度高的舞蹈盛宴。

本次盛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外的优秀舞团不能如约而至，我们期待明年
相聚！但却天假其便，铸就了首届国内顶尖现代舞团的一次盛会。
我相信，有大家共同努力和参与，我们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必将流光溢彩，

最后，预祝 2020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取得圆满成功，祝大家在龙岗度过一段
美好的时光！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
刘德平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舞台上，传递温和爱；我们也有信心，把粤港澳大湾区舞
蹈周办成世界性舞蹈艺术的盛会 !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馆馆长
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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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举世触目的成就，其中北京、上海、广州

下大片时段空间，让国内充满个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的现代舞齐聚，成就了中国第一次各大

三 个城市以三头马车的架势，一直引领国家往前发展。不过在过去四〸年间，最让世界

具有国际声誉的现代舞团队的集体亮相。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在 12 月如惊雷乍响，

惊叹的，是深圳的横空出世，从上世纪七〸年代的边陲小镇，蜕变为今天的国际大都会。
自 2018 年开始，深圳城市人口超逾两千万，年度生产总值突破两万亿人民币，其综合实力
足以比肩北、上、广，已然跻身中国的一线城市行列。

然而，在文化发展方面，北京传承的是悠长厚重的京派文化，上海标榜的是时尚洋气的海派
文化，广州则拥有灵活务实的岭南文化，而深圳作为一个新兴大型都市，虽然在历史的深度上
无法和北、上、广相攀比，却也因为没有太多过往的包袱，而能更大胆地推陈出新，成为今天
全国当之无愧的科技创新中心。近年来，深圳出现了不少最能反映创新文化的高端艺术活动，
包括 2005 年的 “深港建筑双年展”、2010 年的 “深圳湾国际艺穗节”、2018 年的“深圳艺术双

年展” 和 2019 年的“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等；此外，以摇滚乐为主的“迷笛音乐节”、以新
音乐为主的“草莓音乐节”、以先锋电影为主的“中国独立影展短片展映”和“举重若轻艺术电

以更瑰丽的一番面目展现人前，而主题可以重新被定位为：中国现代舞实力大检阅。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至 9 日在深圳市龙岗区文化中心举行，为
期六天，活动分成四个环节：「伶俐学坊」、「铿锵论坛」、「缤纷展厅」和「璀璨舞台」。

「伶俐学坊」：于每天早上九点和〸一点举行，由〸位国内知名现代舞蹈家包括马波、侯莹、
许一鸣、李翩翩、阿迪亚、金晓霖、樊小芸、余锦鹰、潘宇和我本人轮流授课。“粤港澳
大湾区舞蹈周”的参加者可以选修单节课，也可以选择报名全部〸节课程，成为“硬核舞周粉”。
成功注册为“硬核舞周粉”的朋友，除了全程参与早上的课程之外，更可以免费观赏下午和
晚上的所有演出。
「铿锵论坛」：于每天下午三点举行，共举行五场讨论会，主题分别为：
《中国社会的创新

影展”等，都分别落地深圳，使深圳的文化气息，焕然一新。

与发展》、《独立现代舞团的营运》、《中国现代舞的国际视野》、《中国现代舞的形式和

从 2020 年开始，深圳更将迎来一个以现代舞为主的艺术节：“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把这个

前一天“璀璨舞台”和“缤纷展厅”的演出嘉宾，进行演后艺人谈，让观众和艺术家们有更深入

都市的高端创新文化推向巅峰。现代舞是二〸世纪以来，于西方欧美地区首先出现的舞蹈
艺术，经过一百多年来发展，已经传播到世界各个文明先进社会，更先后在亚洲地区的以色
列、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印度落地生根。在中国，现代舞也有

内容》、《中国现代舞的未来走向》。论坛中除了让与会者就相关主题畅所欲言外，更邀请
的交流机会。
「缤纷展厅」：于每天下午五点举行，一共五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最新原创小型现代舞汇演。

让人惊艳的发展：首先于 1972 年台湾成立“云门舞集”、于 1979 年香港成立“城市当代舞蹈

首届「缤纷展厅」一共呈献 45 个作品，共 200 余位来自 33 个城市包括北京、长春、长沙、

水平的现代舞团队和独立现代舞蹈家。

青岛、三亚、沈阳、深圳、石家庄、太原、厦门、忻州、徐州、榆林、银川、湛江、中山、郑州、

团”、于 1992 年广州成立“广东实验现代舞团”，然后北京、上海以至全国各地都陆续涌现高

为什么现代舞最能代表今天的创新文化？是因为现代舞没有固定的程式，也不是简单视觉的
美观或纯粹情感的宣泄，现代舞的本质强调个性、原创性和时代性，作品风格多元而包容。
一般观众看不懂现代舞是正常的，因为只有心胸开放、心灵敏锐的人群，才能通过作品感受
艺术家对个性的坚持、对创新的追求和对时代的关注。这样的艺术品质，其实和国际性科技
创新中心，互相匹配，息息相关；而经过多年来的投资建设，深圳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

大连、福州、赣州、广州、邯郸、杭州、呼和浩特、江门、济南、昆明、南昌、南京、南宁、
张家界、淄博、和法国巴黎的青年舞者轮番登台，展示中国现代舞的最新力量。
「璀璨舞台」：于每天晚上 8 点举行，献上六台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现代舞节目，包括香港
拓艺朝阳舞蹈团、澳门一个玩子、深圳大围屋艺术团联合演出的开幕式：
《距 · 名字 · 回家地
球》、上海谢欣舞蹈剧场演出的《九重奏》、北京侯莹舞蹈剧场演出的《涂图》、广东现代
舞团演出的《宿》、长沙半山舞人、北京鹰剧场、杭州浙江音乐学院舞蹈系联合演出的《新

包容，深圳的居民也更愿意了解和接受多元化的信息，因此充满个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的

生代：耘 · 神曲 · 阶梯爱情》、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演出的《弧》。

现代舞，正是深圳作为中国一线城市和科技创新中心的最佳文化艺术载体。

现在，请各位朋友和我一起，以无比期待的心情，掀开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的帷幕。

作为最新出炉的国际性文化盛事，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原定于今年 7 月中面世，却因
为新冠病毒而被迫延期。不过，中国作为首个被疫情冲击的国家，却在全体国民万众一心的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

通力合作下，成为第一个战胜疫情，重启经济活力的国家。当世界其他地方仍遭病毒肆虐的

艺术总监

时候，中国俨然成为唯一的安全乐土，许多原定被邀请的国际团队，无法前来演出，却也留

曹诚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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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
12.04
（周五 Fri）

12.05
（周六 Sat）

12.06
（周日 Sun）

12.07
（周一 Mon）

12.08
（周二 Tues）

12.09
（周三 Wed）

第一天 Day One

第二天 Day Two

第三天 Day Three

第四天 Day Four

第五天 Day Five

第六天 Day Six

1

3

5

7

9

2

4

6

8

10

4

5

4

5

9:00

11:00

B 区文化馆 Cultural Hall Area B
注册
Registration

15:00

1

2

3

B 区文化馆 Cultural Hall Area B
17:00

1

2

3
音乐厅 Music Hall

开幕演出 Opening Night

《 新⽣代：
耘 · 神曲 · 阶梯爱情 》

开幕式《距 · 名字 · 地球回家》
一个玩子
拓艺朝阳舞蹈团
大围屋艺术团

Opening

20:00

Distance · Name · Earth Homecoming
A Wonderful Player
Extension Chaoyang Dance Arts
Round House Dance Company

《 九重奏 》

广东现代舞团

谢欣舞蹈剧场

《 涂图 》

侯莹身体剧场

Harmonic Series

Tu Tu

Where and
Wherever

Xiexin
Dance Theatre

Hou Ying
Dance Theater

大剧院 Grand Theater
         

《宿》

Guangdong
Modern Dance
Company

半山舞人
鹰剧场
浙江音乐学院舞蹈系

New Generation:
Ploughing · Top ·
Ladder of Love

Mid Mountain Dancers
Ying Dance Theatre
Zheji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Dance Dept

《弧》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Arc

BeijingDance/LD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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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名字无法描述
本作品內容

開幕式
《距 ·名字 ·地球回家》
Opening
Distance ·Name ·Earth Homecoming

总有一个宇宙等地球回家

编舞 CHOREOGRAPHY
编舞 CHOREOGRAPHY

金晓霖、汪圆清
Alexis KAM, WANG Yuan-qing

李超 LI Chao
一个玩子
A Wonderful Player

戏剧构作/声音设计
DRAMATURGY /SOUND DESIGN

鹏

文本编剧 SCRIPT
王滢露 WANG Ying-lu
舞者 DANCER
金晓霖 Alexis KAM
节目时长 PROGRAM DURATION

拓艺朝阳舞蹈团
Extension Chaoyang Dance Arts

编舞 CHOREOGRAPHY

陈俊 CHEN Jun
舞者 DANCERS
王艺涵、符思文、张家恺、王珉熠、刘诚钧
Candy WANG, Wade FU, ZHANG Jia-kai, WANG Min-yi, LIU Cheng-jun
节目时长 PROGRAM DURATION
25分钟mins

因为差距，有了分离。地域和地域之间的空间差距需要隔离，人和人之
间的感情差距产生疏离，自己和自己之间的心灵差距便是迷离！

@

陈

俊

编舞

陈俊
出生于江西，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2001年被香港舞蹈团特邀担任男主角，随后以输
入人才计划移居香港，并进入香港舞蹈团担任首席舞蹈员8年，曾出演30多部大型舞剧作
品。2014年创立香港拓艺朝阳舞蹈团，以弘扬中华文化、创作和推广新颖优秀的舞蹈为宗旨。
现为香港舞蹈联会副主席及深圳保利艺术空间艺术总监。

舞团

12.04
20:00

香港拓艺朝阳舞蹈团由舞蹈家陈俊联同多位优秀青年舞者合作成立于2014年，以弘扬中华文化、创作和推广新颖
优秀的舞蹈为宗旨。曾创作和演出二〸余部作品，包括：《行·舞韵》、《往日时光》、《酒舞》、《但愿人长久》、
《忆 · 梁祝》、《翩翩女儿情》、《送别》等，荣获各类全国及香港奖项，并获邀参加多个大型晚会及2016年中港
艺术展演暨深圳主题文化馆艺术节的演出。

（周五 Fri）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大剧院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tral Center Grand Theater

科学的声音、亨里克·梅尔考德、尼尔斯·弗拉姆
Sound of Science, Henrik MEIERKORD, Nils FRAHM

舞者 DANCERS
殷

Distance·Departure

刘晓晔 LIU Xiao-ye

音乐 MUSIC

高捷 GAO Jie
@

戏剧执导 DRAMA

大围屋艺术团
Round House Dance Company

灯光/服装 LIGHTING/COSTUME

汪圆清 WANG Yuan-qing

距 ·離

Round House Dance
Company

The Name of This Piece
Cannot Describe
The Content of
This Piece

30分钟mins（不设中场休息 without intermission)

那么，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行为都用“时间”来计量，
生活都由 “ 空间 ” 所决定，沟通都以 “ 言 ” 为媒介，
就这样。
编舞

金晓霖
“一个玩子”创办人、现代舞者、编舞、表演艺术
者。出生于香港在澳门长大，4岁开始接触舞蹈。
毕业于澳门演艺学院舞蹈学校，后毕业于北京舞蹈
学院芭蕾舞系，同年加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现为自由艺术
工作者。曾随团出访印度、黎巴嫩、突尼斯、以色列、波兰、
德国、俄罗斯、澳洲、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艺术节并进行
艺术交流及演出。参与 2013年澳门城市艺穗节的“独舞/双舞
展”、2017“当代舞展及交流平台”特邀青年编舞家，并将于明
年在第31屇澳门艺术节发表新作。
汪圆清
“一个玩子”创办人、艺术指导、舞蹈编导、视觉设
计、声音设计。着力于跨领域的融合创作，作品涉
及舞蹈、戏剧、音乐、视觉等。曾任北京舞蹈双
周、中法文化年、中日当代舞蹈论坛平面设计、中德爵士即兴
音乐节联合策划人、乐视体育视觉设计总监，2014年创办“一
个玩子” 艺术实验室，2016年加入台湾骉舞剧场，同年成为北
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客席编舞。2020年加入快手设计中心担任
品牌视觉设计专家。
舞团

一个玩子是由汪圆清和金晓霖发起并成立于2014年的艺术工作
室。其作品涵盖舞蹈、摄影、实验短片、新媒体、视觉与平面
设计及电子乐等多个领域，力图用多维度的视角探索创作的可
能性。

王丹凤、万梦、翟曼莉、龙洋、赵雪、陈思宇、卢乐瑶、
刘闽、张藜藉、孙友国、李俊男、郭小彬、申泽安
WANG Dan-feng, WAN Meng, ZHAI Man-li, LONG Yang,
ZHAO Xue, CHEN Si-yu, LU Le-yao, LIU Min, ZHANG Li-jie,
SUN You-guo, LI Jun-nan, GUO Xiao-bin, SHEN Ze-an
节目时长 PROGRAM DURATION
30分钟mins

当下生活中人与自己情绪相处，人与社会环境相处，
人与世界命运相处关系中的一次触碰。如同宇宙与
地球的对照、汪洋与灯塔的对照、山河与“我”的
对照。希望这个作品的某一瞬间能唤起“你”一些内在
情绪，也能治愈一些“你”自己不所知的焦虑…
《总有一个宇宙等地球回家》创作过程与疫情的出
现、爆发、遏制一路对战而来。在全球疫情发展至
今，借以此作品向每一个“生命”致敬！
编舞

李超
北京慢放身体空间创始人，现为独立编舞及舞者。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及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
着力于探索属于中国当代艺术意识的表达方式，
尝试用当代舞蹈手法传递中国文化哲理，曾获取中国文华奖、
荷花奖、桃李杯、全军文艺汇演和韩国首尔国际舞蹈大赛等各
式奖项，并曾受邀于美国联合国总部、法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比利时欧盟总部及芬兰、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
亚、新加坡、韩国及中国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大剧院中
演出。
舞团

大围屋艺术团成立于2008年，由14位专职舞者组成。自成立
以来，舞团以创作、表演、普及为发展方向，打造平台展现当
代精神，以不同的形态、思想、情感来强调作品的个性、时代
性、和原创性。近年来舞团已创作《浮流》、《忘言》等几部
不同规模的优秀作品，凭着良好的声誉多次受邀参加国内重大
演出及国际文化交流任务。作为深圳现/当代舞的实践者，舞团
已经成为舞者们的家园，也是所有追求舞蹈艺术者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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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舞

盖伊·纳德
于2012年毕业于贝鲁特黎巴嫩大学国家艺术学院，并获
取欧洲舞蹈奖学金。2010年，因独奏 “藏物之地” 获得马桑
扎国际艺术节一等奖。他是西班牙巴塞罗那卡尔德拉舞蹈及
舞美创作中心的联席艺术家，并也是巴塞罗那默卡特·德·弗洛斯
剧场的驻场艺术家。

编舞 CHOREOGRAPHY

盖伊·纳德、玛丽亚 ·坎波斯
Guy NADER, Maria CAMPOS
音乐 MUSIC
米格尔 · 马林 Miguel MARÍ N
灯光 LIGHTING
高捷 GAO Jie
舞者 DANCERS
谢欣、王琦、樊小芸、马思源、涂又甄、舒耀辉、杨尚兵、唐婴、王少宇
XIE Xin, WANG Qi, FAN Xiao-yun, MA Si-yuan, TU Yu-Chen, SHU Yao-hui,
YANG Shang-bing, TANG Ying, WANG Shao-yu
节目时长 PROGRAM DURATION
60分钟mins（不设中场休息 without intermission)

由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联合委约，由艺术总监谢欣邀请西班牙的两位当红编舞家
·纳德和玛丽亚 · 坎波斯为舞团九位舞者谱写一部舞蹈《九重奏》，从中感受身体
盖伊
谢欣舞蹈剧场
Xiexin Dance Theatre
动作的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和融洽合作。作品强调舞者通过自己身体的物理关系和力学
逻辑，展现适合身体本能的舞蹈动作，以双人与多人配合出现的舞蹈词汇为基础，发展出
特定的肢体动作，并且因为舞者群体之间的动力协作，产生精密联系，从而挑战众多身体重
量转移的可能性。因为动作的幅度和节奏高度精确，对重复性和配合度也有很高的要求，最终
呈现出一部令人惊喜的全新舞蹈力作。

12.05
20:00

（周六 Sat）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大剧院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tral Center Grand Theater

玛丽亚·坎波斯
在奥地利和荷兰的萨尔斯堡实验舞蹈学院学习，2003
年毕业于荷兰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MTD）。她曾与
米克斯、蛋白质舞团、索尔 · 皮科、安琪儿斯 · 玛格丽特 /
西亚 · 拂拭舞团等合作，同时是西班牙巴塞罗那默卡特 · 德 ·
弗洛斯剧场剧场的驻场艺术家。
舞团

谢欣舞蹈剧场于2014年成立，逐渐发展成中国现代舞的中坚力量，运作分为三大板块：演出
创作、推广教育及服装品牌。舞团重视探索舞蹈的独特语言，并极致地挑战身体技术，从而形成
世界前沿的自我艺术理念。在创作中突出“人”的表达，让抽象的舞蹈直击人心。艺术总监谢欣多次
获取国内外现代舞比赛金奖，作品曾于美国、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芬兰、克罗地亚及香港等
国家和地区的舞蹈节中演出，舞团亦注重国际交流合作，每年邀请国际知名编舞家创作全新作品，
并主持工作坊。舞团的代表作品有：《九重奏》、《一撇一捺》、《执迷》、《落》、《彼时此刻》、《面对 ·
对面》、
《慢 · 漫》、《照见》、《听见身体》、《划过记忆中的轮廓》等。

20

21

《涂图》是一部后现代纯肢体的舞蹈作品，对身体、时间、空间彻底解
构，然后重组，通过结合后现代身体技术和放松运动原理，抵达纯粹的
舞蹈本质语言。时间在无声与无限中爆发，空间中的点、线、面断
层式分解。放松技术促成身体去中心化并进行多点式运动，四维
空间被演化为多维空间，产生时间与空间上震荡，促使舞者和
观众不断探索与重新定义身体与思维的维度。其西方身体
技巧与东方哲学气韵的极致舞动，颠覆了东西方对中国
现代舞的认知。

编舞

@

侯

莹

舞

蹈

剧

场

侯莹
侯莹舞蹈剧场艺术总监，其创作以探索后现代舞蹈艺术为主，并
结 合东方的身体能量与西方的后现代肢体解构技术。 1990 年毕业
于吉林省艺术学院，1991年加入北京武警总政治部文工团，1994年加入
广东实验现代舞团， 1996 年凭作品《夜叉》荣获第七届“白俄罗斯国际舞
蹈大赛”金奖和中国“五个一工程精品奖”，2001年获美国亚洲文化基金赴美留
学，2002年加入纽约沈伟舞蹈团，2006年于纽约成立“视野舞蹈剧场”，2011年
回国并于北京成立侯莹舞蹈剧场。
舞团

编舞 CHOREOGRAPHY

侯莹 HOU Ying
制作人 PRODUCER
葛惠超 GE Hui-chao

侯莹舞蹈剧场
Hou Ying Dance Theater

灯光 LIGHTING
吴文安 GOH Boon Ann
服装 COSTUME
李薇 LI Wei

舞者 DANCERS

12.06
20:00

（周日 Sun）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大剧院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tral Center Grand Theater

党培龙、郭凯、黄建荣、李玮艺、李怡纯子、王馨梓
DANG Pei-long, GUO Kai, HUANG Jian-rong, LI Wei-yi, LIYI Chun-zi,
WANG Zi-xin
节目时长 PROGRAM DURATION
65分钟mins（不设中场休息 without intermission)

剧
蹈
舞
莹
侯
@

音乐 MUSIC
兰德尔·洛夫、戈非 Randall LOVE, GE Fei

场

排练总监 REHEARSAL DIRECTOR
党培龙 DANG Pei-long

侯莹舞蹈剧场成立于 2011 年，灵魂人物侯莹，曾学习中国舞、民间舞、芭蕾舞、戏曲及
太极，旅美期间深入研习何塞 · 李蒙、莫斯 · 坎宁汉、崔莎·布朗等现代舞蹈大师的技术技巧及
西方戏剧表演艺术，致力于探索东方自然身体能量与西方后现代肢体解构技巧的结合，形成独特
的 “侯莹身体运动技巧 ”—— 意识带动思维，思维带动身体，身体体现思想。舞团曾受邀演出于
美国、俄罗斯、葡萄牙、英国、德国、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国际艺术节，并代表中国参加多个国际重要艺术
活动。代表作品包括《悬浮》、《地平线》、《介》、《冉》、《涂图》、《意外》、《色线》、《光》、《玄
音》等，其作品结合剧场元素、实验音乐、多媒体及当代艺术，在跨界合作上极具先锋引导性。

www.houyingd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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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了春秋和冬夏，走尽了悲与喜交加。
走历了一生又一世，走出了归宿好年华。
提勇气踏坎坷，步步宿道至百嘉。
怀愿景思广阔，代代轮回载华夏。
我们生来携带着各自的记忆，携带着自己的传统和历史，皆自
圆成。穿透命运的精巧布局，远去的足迹成为独特的角落，挥手道
别将过往镌刻在心头。记忆烙印映照下，我们从未却步，因为坚信在
未来不经意中我们定将重逢……

编舞 CHOREOGRAPHY

李翩翩
LI Pian-pian
音乐 MUSIC

服装 COSTUME
陈颖怡、吴志纯 CHEN Ying-yi, Wu Zhi-chun
广东现代舞团
张楚晨、李嘉豪、张妍、李思雨、郭凡、王美志、
Guangdong Modern Dance Company
张雨婷、苗嘉伟、方苏颖、刘妍、孙国宇
Belinda ZHANG, LI Jia-hao, ZHANG yan, LI Si-yu,
GUO Fan, WANG Mei-zhi, ZHANG Yu-ting, MIAO Jia-wei,
FANG Su-ying, LIU Yan, SUN Guo-yu
舞者 DANCERS

节目时长 PROGRAM DURATION
60分钟mins（不设中场休息 without intermission)

剑
李

刘诗豪 LOW Shee Hoe

@

灯光 LIGHTING

扬

李带菓 LI Dai-guo

编舞

李翩翩
2004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现代舞编导专业。2007至2019年历任广东现代舞团舞者、编舞及艺术统筹，
期间逐渐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舞蹈风格。2013年为广东现代舞团编创大型作品《本无》。2014年作品《予···
矛》入选国家大剧院“中国舞蹈〸二天”。2015年编创“本”字系列的第二部作品《本初》，并获邀参加全国优
秀舞蹈节目展演、奥克兰-洛杉矶-广州三城经济联盟峰会开幕演出，并巡演于北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
国际舞蹈节。
作曲

李带菓
美籍华人，从2004年开始在国内生活，现常住云南大理。其作品融合先锋派和古典音乐传统，像是一场通过
文化混血身份进行的前卫音乐艺术移植实验。近年合作的艺术家及团体包括：云门2、欢庆、颜峻、小河、
巫娜、梁奕源、广东现代舞团、左小祖咒、李劲松、彼得·谢尔、山科南希拉克等。
舞团

广东现代舞团于1992年由广东省政府批准成立，是中国第一个现代舞专业表演团体，以精湛的创作及演出闻名海内外。广东现代舞
团的成立是中国舞蹈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被美国《纽约时报》形容为“国际舞蹈界的成功典范”。舞团秉承前瞻、开放的思维观念和
多元、包容的创作态度，演出足迹遍及五大洲数〸个国家和地区，多次获邀参加著名国际艺术节及巡演，如英国爱丁堡艺术节、
法国蒙贝利埃舞蹈节、荷兰国际舞蹈节、台北艺术节、英国布莱顿艺术节、意大利罗费瓦多舞蹈节等。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观众和
媒体的高度赞赏和热烈评价。

www.gdmdc.com

12.07
20:00

（周一 Mon）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大剧院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tral Center Grand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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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梯愛情

耘

Ladder of Love

新生代：耘 ·神曲 ·階梯愛情
New Generation:
Ploughing · Top · Ladder of Love

Ploughing
编舞 CHOREOGRAPHY

编舞 CHOREOGRAPHY

钟冰洁、黄德俊
ZHONG Bing-jie,
HUANG De-jun
音乐 MUSIC
杨翼 YANG Yi

周格特力加、潘宇
半山舞人
Mid Mountain Dancers

浙江音乐学院舞蹈系
Zheji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Dance
Department

ZHOUGE Telijia, PAN Yu
音乐 MUSIC
罗可居 LUO Ke-ju
灯光 LIGHTING

周格特力加、虞江 ZHOUGE Te-li-jia, YU Jiang

舞台技术 TECHNICAL ASSISTANT

舞者 DANCERS

舞者 DANCER
胡静 HU Jing
节目时长 PROGRAM DURATION
23分钟mins（不设中场休息 without intermission)

以背向的 “ 站立 ” 间以被缚身躯铸刻了一首最深邃的诗，
世 间 所有关于柔与韧的想象都汇聚于此。作品以 “ 神 ” 为模拟
对象，也预示着每个人都拥有并可以抵达的时刻——它轻盈徜徉、
引人入梦，同时又孤独地光芒万丈。
编舞

余锦鹰
鹰剧场创办人和艺术总监。1993出生于广东湛江，2014-2018年在陶身体剧场担
任舞者，曾随团受邀参加英国伦敦萨德勒之井剧场、法国巴黎城市剧院、墨尔本艺
术中心、德国柏林八月舞蹈节、荷兰七月舞蹈节、中国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上海国际舞
蹈中心等30多个国家50多个城市剧场及艺术节巡演；2018年创立鹰剧场，先后创作作品
《M》《O》《⊙》《神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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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团

鹰剧场成立于2018年的北京。作为中国目前最年轻的职业当代舞团之一，舞团专注于身体艺术的探索，并正在
以其融合时空意志、诉诸生命体验与关怀的舞蹈创作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2.08
20:00

（周二 Tue）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大剧院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tral Center Grand Theater

系

宋昭·阿伊斯 Aiys SONG

节目时长 PROGRAM DURATION

蹈

灯光 LIGHTING

舞

杨翼 YANG Yi

院

余锦鹰 YU Jin-ying
音乐 MUSIC

学

编舞 CHOREOGRAPHY

付千笑、陈赛怡、李辰晨、吴锦豪、张婉冰、袁棒棒、
张培培、程朋
FU Qian-xiao, CHEN Sai-yi, LI Chen-chen, WU Jin-hao,
ZHANG Wan-bing, YUAN Bang-bang, ZHANG Pei-pei,
CHENG Peng

乐

音
江
浙

舞者 DANCERS
鹰剧场
Ying Dance Theatre

周格特力加、潘宇、陈加乐、胡海晴、
刘学、罗文文、彭思晨、杨红夫
ZHOUGE Te-li-jia, PAN Yu, CHEN Jia-le, HU Hai-qing,
LIU Xue, LUO Wen-wen, PENG Si-chen, YANG Hang-fu

@

神曲 Top

江祖文、杨智超、罗佳豪、蓝静浩、刘俊杰
JIANG Zu-wen, YANG Zhi-chao, LUO Jia-hao,
LAN Jing-jie, LIU Jun-jie

节目时长 PROGRAM DURATION
9分钟mins

舞者穿梭舞动于旋转的舞台装置之间，人与空间
互相交错重叠，营造了不同阶段的人生感情起伏。
编舞

钟冰洁
浙江音乐学院专任教师，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本
科毕业，北京舞蹈学院硕士。2009年获国家留学
基金委公派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 2 0 1 4 年 赴
美 国田纳西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交流演出。指导作品《一条大
河》、创作作品《彷徨》入围第12届全 国 “ 桃李杯” 舞蹈教育
教学成果展示活动。曾创作舞蹈作品《梦蝶飞舞》、《公车上
的故事》、《育》、《青春的脚步》等，荣获国内外专业舞蹈赛
事奖项20余项。
黄德俊
浙江音乐学院舞蹈编导教研室负责人，浙江省舞蹈
家协会副秘书长。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
编创作品获得“中国舞蹈‘荷花奖’”、“全国 ‘桃李杯’舞蹈教育教
学展示活动”、“全国舞蹈大赛”、“韩国首尔国际舞蹈比赛”等重
要奖项，主要作品有《味道》、《Be fascinated by sound》、
《水调歌头》、《迷醉·声》、《止醉人生》、
《白纻舞 · 在水一
方》、《彷徨》、《丫鬟》等。
舞团

浙江音乐学院舞蹈系始建于2002年，其前身是杭州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舞蹈教育系，该系现招收舞蹈学（师范）、舞蹈表演
（中国舞、芭蕾舞）、舞蹈编导三个专业的四年制本科生。下
设中国古典舞教研室、中国民间舞教研室、编导教研室、芭蕾
舞教研室、舞蹈学（筹）教研室、艺术指导教研室，现有专业教
师26名。至今已有多个作品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先后
入围全国“荷花杯”民族民间舞、古典舞、现当代舞现场展演；
承办第12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配合学
院开展2019中国—中东欧国家音乐舞蹈季暨学术交流活动等。

40分钟mins（不设中场休息 without intermission)

源于自然伊始，从出生到繁衍到流逝，
人一直都在乐此不疲的“耕耘”。
足迹的轻重下流失的多与少，都是行进中留下的得
与失。即使无风无雨，汗水润物，也给干涸的麦田
一丝绿意。
编舞

周格特力加
半山舞人创始人、长沙青年舞蹈季发起人、中南大学校外研
究生导师。演出多次获奖：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最
佳演员奖”、第七届荷花杯“表演金奖”、第〸ー届中国艺术节
获“文华表演奖”。主要主演及编创包括：《红河谷》、《黎族
故事》、
《草原记忆》、《梦回乌拉》、
《游牧时光》、
《雪域英
豪》、《天边》、《幸福在路上》、《射背牌》、
《寻找汗青格
勒》、
《红河谷.序》、《猎恋》、《心弦》、
《母亲》、《天浴》、
《思乡曲》、《磨》、《守望的父辈》、《追风》等。
潘宇
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舞蹈专业，主修现代舞、嘻哈、
震感舞及原生态描声。曾于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演员与编舞；2013年参加上海东方卫视《舞林争霸》，被
评为最具个人风格选手，之后参加湖南卫视《奇舞飞扬》及
中央电视台《我要上春晚》等。2014至2016年间，参演导演
张纪中大型史诗剧《英雄时代》、舞蹈家杨丽萍纪录片、微电
影《竹海竹王》、导演于敏武侠科幻片《西街棺材铺》、《素
手遮天》，2017年赴往美国纽约进修。
舞团

半山舞人是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个专业当代舞团，于2018年由蒙
族舞者周格特力加创立。舞团致力为年轻舞蹈家提供充满
活力与动能的舞台。舞团的八位年轻舞者来自不同领域，
他们之中有老师，也有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他们纯粹、勇
敢、心系舞蹈。舞团以编创、演出、普及和推广舞蹈的多元化
为发展动向，表达对当代文化与现实生活的深层思考。
鸣谢:

罗可居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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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指的是“生命的弧线”。
一道弧线，一段人生的过往，
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相同的是轮回，不同的是风景。
“弧”又意象生命万花筒般的轨迹，
看似偏离了人生坐标，
却始终无法逃脱人生的引力。
编舞

阿迪亚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驻团艺术家，蒙古族舞者， 1998 至
2002年就读于内蒙古鄂尔多斯艺术学校，2002年进入内蒙
古军区文工团，2004年加入北京腾格里塔拉艺术团，2012年
10月成为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2017年出任雷动天下驻
团艺术家。先后随团出访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
德国、香港、印度、以色列、黎巴嫩、澳门、波兰、突尼斯、美国等
国家及地区。主要编舞作品：《迈》、《无处不在》、《晨昏线》、《弧》。

编舞 CHOREOGRAPHY

阿迪亚 ADIYA
音乐 MUSIC
阿曼德·阿玛尔、因辛杰兹、马友友、伊莎贝尔·瑟林
Armand AMAR, Insingizi, Yo-Yo MA, Isabel SÖRLING
灯光 LIGHTING

舞者 DANCERS
冯晓明、高蓉、郝萤、黄翔、蒋意钫、马越、石强、施瑶佳、田茹梦、
吴觅、杨业君、易樊、张雪峰
FENG Xiao-ming, GAO Rong, HAO Ying, HUANG Siang, JIANG Yi-fang, MA Yue,
SHI Qiang, SHI Yao-jia, TIAN Ru-meng, WU Mi, YANG Ye-jun, YI Fan, ZHANG Xue-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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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 COSTUME

奥杰一黑（无限不循环）Aojieyihei (Unlimited Non-Cycle)

N
YI

陈诗悦 Joy CHEN

@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BeijingDance/LDTX

舞团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是中国内地首个正规注册民营专业舞团，于2005年由曹诚渊与李捍忠联合创办。
团员来自全国各地，拥有精湛的技艺、出色的创作才华和对艺术的尊重与执着。成立至今，舞团创有
几〸部不同规模的作品，巡演足迹超过二〸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及五大洲，常获邀国内外大型演出，并
主办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北京舞蹈双周”。舞团以创作、表演、普及、推广等全面的思路，为更多优异
青年艺术家提供自由表达的平台，展现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怀，推动中国现代舞蹈艺术多元的发展。

www.beijingldtx.com

节目时长 PROGRAM DURATION
60分钟mins（不设中场休息 without intermission)

12.09
20:00

（周三 Wed）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大剧院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tral Center Grand Theater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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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最後一根稻草
编舞

流云

小海豚艺术中心
编舞

邢峰溥

演员 黄雪沂、黄斯骏
来自 广州

一根稻草，微不足道，坚信它压不垮你，更不要指望
它能救你。所以，这世上并没有最后一根稻。

王佳

演员 钟明姬、胡慧茹、黄仿里、林波、陈诗华、陆钜清、
郭良、罗菲娜、姚诗琴、杨秋霞、许莲英、黄燕珺、
冯小妮、彭晓敏、周斌、刘大国
來自 江门

作品通过抒写“云的型”，进而抒发“云之意”。
云是常有的，然而却是异形、随性。时而安静
慈祥；时而深厚内敛；时而欣喜愉悦；时而
愤怒狂躁；时而柔情似水；时而热情如火……
但是雨下的再久，也终究会有停的时候，太阳
终究会出来。风来，云就散了。

香水

熊猫和竹子
编舞

山东艺术学院

陈姚遥

编舞 / 演员

演员 陈姚遥、胡洋林

唐文彪

来自 淄博

來自 杭州

香水有毒，但会上瘾，明知道有害，还情不自禁的靠近，男人的出轨
就是因为明知道是错的，还不顾后果的去做，最后只有忏悔，如
果时间可以倒流，他再也不会做了，可是已经晚了……

一丛绿里怎么养出了一个黑白的东西……

當我說愛你時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盲
编舞 / 演员

编舞 / 演员

来自 北京 & 长沙

金佳程、幸运

相爱是彼此妥协的过程，那“爱”会不会在一次又一次的
妥协中消磨殆尽呢？

来自 忻州

心沉
破袜子

编舞 / 演员

浮往
李思雨、梁嘉洁

音乐 卢多维科·埃诺迪

盲——“盲者”与“导盲者”象征着真理
和假象，你所能看到的也许只是一场虚妄
的假象。“盲者”与“导盲者”的对话，编织了
一个真实与虚妄交杂的世界，究竟是谁可以突破
虚妄，究竟谁才是真的“盲者”。

冰原上看日出

灯光设计 吴键焮

大围屋艺术团

来自 南宁

有沉有浮才是平淡日子里必不可少的
调味品。“学者有自立之志，当拔
出流俗，不可泛泛与世沉浮”。

涂一舞品

17:00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音乐厅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tral Center Music Hall

音乐 梅芮迪斯·蒙克
演员 王丹凤、龙洋、翟曼丽、赵雪、卢乐瑶、陈思宇、张藜藉
来自 深圳

王俊戋、李世焜
演员 吕洋、赵栩增

（周六 Sat）

编舞 李俊男

灰先生
编舞

12.05

刘琴、杨卫佳

来自 邯郸

被束缚的两只“灰天鹅”，试图
用身体特质打破社会性别的刻板
印象，在接纳自我与服从多数的
决策中勇敢探索。

我在冰原守望着日出
他在冰原制造着日落
她在冰原忍耐着极昼极夜
我日夜都在期待冰原融化……

30

31

蒙古包的天窗

游牧人舞蹈剧场

编舞

呼德勒

音乐 乌嫩 冈呼亚格
灯光设计 呼德勒

張三和他的頭顱 & 四肢

演员 查苏娜
来自 呼和浩特

卯的真文化传媒
编舞

天窗是我了解自然、拥有梦想、审视自我的一面镜子，也是我看
世界的心灵之窗。当我离开蒙古包时我才知道，我是蒙古人，
热爱草原的人……

张乜

灯光设计 张乜
执行灯光 郑佳丽
舞台技术 崔鑫慧
音乐 丹尼尔·德弗朗西斯
演员 张乜、董瑶、林康媚、羊贤杰、魏凤杰

孤獨患者

來自 三亚

“一个月后别利科夫离开了人世。他躺在棺材里表情温和，甚至有些
惬意。在这样的生活中，虽没明令禁止什么，但也没完全放开。我们
埋葬了别利科夫，可这世上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套中人。”

舞托儿艺术工作室

他

编舞 / 演员

编舞 / 演员 赵建瑞
来自 青岛

他来过，把他的我带走了；
他来过，把我的他留下了。

岳小龙

来自 广州

~~~

赣南师范大学
编舞

彭慎鼎、王瑞钰、徐雅思

演员 王瑞钰、徐雅思

孤独时候的内心深处是如此的变化无常，
但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光亮也能够指引希望
的方向，最终冲破心迹的束缚，重新燃起
希望的火苗，那就是新生。

来自 赣州

起起伏伏，是生命吗 ? 是心潮
吗 ? 是一切吗 ? 是的。

線報

融

编舞

编舞 / 演员

王泽雨

演员 吕盈昱

身處其中

来自 南宁

时而花杉、时而文丑、时而我，
古今交融，浑然一体 ....

来自 长春

逆行舞蹈剧场
编舞

无论多么平稳的人生，都会有巨大的
虚脱期，当远离喧嚣，借一张报纸去承载，
你我会是扮演怎样的角色或者人生 ....

孙梦瑶

演员 郭昊、史宏竹、史宏林
来自 南京

自立于个体与外界之中，我们触碰着也触碰不到，我、
他们和它们。我们行走着无视着，看见了看不见的
空间。无所畏惧的麻木的常态好像对情绪有着异常的
感知。寻求着独立的状态，却始终自我矛盾。

12.06
17:00

（周日 Sun）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音乐厅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tral Center Music Hall

何华铭

你我之间
火炬歌舞团
编舞

石涛、刘伟

演员 刘伟、巫敏豪、胡鸣桂、李琼、蒋高生、贺丽君
来自 中山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很微妙，有些时候表面不一
定是真实的，当利益摆在面前时，往往面孔是最
丑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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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会更好
涂一舞蹈工作室

编舞

卓思余

演员 翟乐章、赖绮莹、赵炎泽、雷净、
蒋雨涵、李嘉欣、万泽凯
来自 广州

性別創意
编舞

编舞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张绥绥

演员 张绥绥、刘娜

慢慢睁开你的眼睛。

郭腾

且行

来自 榆林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作品《且行》意
在回忆过往，行在当下，珍惜身边的人和事和每一个快
乐的时光，切莫让岁月蹉跎了你的人生，空留悔恨遗憾。

演员 郭腾、管慧琳、钟明月
来自 北京

怀孕的男人，假小子，爱好者。挑战基于人的身体属性
与假设的社会传统规范从而培养性别角色的流动性。

幻滅

东方丝潞歌舞剧院·伽巴拉舞蹈剧场

面生
编舞 / 演员

贾丰瑜

来自 大连

编舞

张涛

音乐 小濑村晶、久石让
灯光设计 张涛、雍飏鹤
演员 张涛、陆越、丁子璇、张欣掀、李昭

舞蹈中道具的运用体现了对万千
世 界的不理解，喜怒哀乐终归于自己
的内心，表现在自己的面。

来自 银川

人生的每一次幻灭都是崭新的开始，是自我修行的必经之路；人生海海，在脚下。

無聲的低語

无言舞语艺术创作

我 , 是我 , 才是我
Wi-Fi 信号塔
编舞 / 演员

编舞

孙新

音乐 卢多维科·埃诺迪
演员 岳悦

蔡采真、李文怡、

来自 昆明

刘干华、张紫嫣、王彦茜

当“心声”得不到诉说，自我表达成了一种为环境、氛围、
社会服务的工具时，那么无声的低语是对本我最后的
安慰与挣扎。沉默不会成金，无声不会胜有声，低语只
是挣扎，挣扎只为保留人世间即将迷失的自我……

來自 南宁

人前高，人后低。

□

死結

12.07
17:00

（周一 Mon）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音乐厅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tral Center Music Hall

山东艺术学院

编舞 / 演员

潘一、史文亮

来自 济南

死在结，结在衣，衣在身，
身在心，让我偏执的去爱你。

玖拾舞蹈工坊

编舞

邱寔、李京昊、张婉、刘冬雪
灯光设计 邱寔、丛杉
音乐 刘帅

演员 李萌、马越、姚澜、王晓皓、王子禹
来自 沈阳

“□”是空间，是世界。当它逐渐被填满，抢占与压迫，
纠 葛与纷争尽显其中。当适应现状，你是选择留在
原地？还是走向未知的前方？

34

溯 ·洄
编舞 / 演员

李哲欣、陈林
来自 徐州

愿岁月可回头，愿时光能倒流。

黑 ·室

洋流青年舞团

编舞 刘俊杰

演员 吴航宇、何迟、谭孝雯、杨越晗、曹江玲、黄娇敏、文俞森、赵乙繁、曾小怡
來自 湛江

黑与白 善与恶 美与丑
进入“黑室”，一片混沌，孰善孰恶，孰是孰非，只盼一刹光辉，一瞬转机，即便微茫，亦是大慈悲。

属于自己的路

游

编舞 / 演员

编舞 / 演员 郭超亿

熊思成

来自 厦门

来自 北京

“ 游 ” 是 压 抑 后 的 释 怀、 身 体 拧 绞
后的释然。主题源于《逍遥游》，
尝试融生活感受、美学理念于肢体，
阐释庄子精神。

人生是一场修行，行的是身 ... 修的是心！一生很长，
悟即道也！悟 ... 道 ... 悟 ... 道！

听
编舞

郑益凤、王怡凡、夏尚振

演员 郑益凤、夏尚振
来自 南宁

她走在无声的世界里，听不见我的声音，也听
不见我诉说的爱意。而我……只想成为你的耳朵。

走

木子璟舞团

塑

舞观艺术空间
编舞

宋昭蓉、王一尧

演员 李翔、齐金泽、邵铄、董柏瑄、宋昭蓉、刘可琦

编舞

李景、彭春兰

演员 李景、黄迪、孟俊男、林航航、李解、詹锋、祁子昱
来自 福州

走，通过新的游戏形式去体验身体与自我的链接，探索生活行为
在不同环境下的新体验以及舞台表演中的维度。

来自 石家庄

一副空虚的躯体，如同雕塑，心目中那最宝贵的东西
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寿终正寝。

我們都喜歡黑夜
编舞

道具 唐骥龙

秋
编舞 / 演员 宋非凡

12.08
17:00

（周二 Tue）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音乐厅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tral Center Music Hall

来自 南昌

悄悄的，慢慢的，它走近我们
的生活，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
状态来迎接它的到来？

赵元灏

音乐 高鑫
服装 姜雨佳
演员 赵元灏、熊奔宇
来自 北京

“我们都喜欢黑夜，喜欢黑暗中绽放的一切。”
他，对他，说。
——选自后现代舞台剧《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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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殺

布衣舞社艺术工作室
编舞

刘红飞

演员 刘红飞、郭晓琦、刘凡、卫婷、赵梦瑶、安文武、芦乐乐

還不錯

圍觀

豫章师范学院舞蹈团
编舞

编舞 / 演员

来自 太原

游戏需要全神贯注，迎接人群中投射来的猜疑、
奸诈、伪装、搏杀。我认真体味着三国，聆听
传奇般的故事，原来在岁月的长河里流淌着的是
忠诚。

钱安康

来自 巴黎

刘红丽、封亚玲

演员 陈羽昕、张晓茹、郭浩、黎丹妮、 欧阳少芬、陈燕、曹诗雅、郭鹏、肖靓慧、
王宇蓁、徐凡、刘韩、邹德旺、 欧阳晶、胡子鸿、桂芬、王玥欣 、蔡凝
來自 南昌

“围观”网络新兴用语，特指人们围观特别事物的癖好。作品以现代舞的肢体语汇从心里和行为模
式阐释“围观”的现场态，被“围观”的人处在圆心的位置会招致更多的围观者，想要逃走却又层层包围。

你好，先生们 女士们，这个 ，
这是我的家，还不错
请问你们有饭票或者零钱给我一些
我饿，我很饿
这就是我的生活 还好吧。

L

看！
编舞

编舞 / 演员

张亮

彭琳、李经涛

音乐 奥拉佛 · 阿纳尔德斯

演员 张亮、江嫚丽

来自 北京

来自 昆明

在寻寻觅觅的路途中，你看到了
什么？是过往路途中的坎坷？还是
嘻嘻哈哈的闹剧？是女强男弱的
异趣？还是向往未来的微妙情愫？
你看到了什么？快看！

你的，我的，我们的，呼吸在力量中
延续，力量在对抗和协调间徘徊。

總歸是要走的吧

底色

编舞 / 演员

六骚漆
编舞

咸星宇

黄丹梅、韦静

演员 韦静、熊权琅、黄丹梅

来自 长春

黑白眼眸，眺望着五彩斑斓的世界。
形单影只，飘摇在风雨如晦的羁旅。
点一盏明灯，拂去心尘，回归生命的底色。

来自 南宁

创作灵感源自《请回答 1988》插曲《青春》，节奏平缓。
以表达年少的单纯善良在当今快节奏生活中转瞬即逝。

關系

编舞 / 演员

丁香舞团

刘志涵、尼云峰
灯光设计 刘志涵

12.09
17:00

（周三 Wed）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音乐厅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tral Center Music Hall

来自 郑州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而是一个独立
个体、时而又互相支撑，爱情、友
情、亲情、、、

酷儿
编舞 / 演员

彭译

来自 张家界

我是一个“酷儿”，胆小暗黑又矫揉造作，我无法解释更无法界定我自己，
喜欢却又害怕着你们用世俗的眼光来审视和打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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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莹

阿迪亞

侯莹舞蹈剧场艺术总监，其创作以探索后现代舞蹈艺术为主，并结合东方的身体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驻团艺术家，蒙古族舞者，1998 至 2002 年就读于内蒙古鄂尔多斯

能量与西方的后现代肢体解构技术。1990 年毕业于吉林省艺术学院，1991 年加入北京

艺术学校，2002 年进入内蒙古军区文工团，2004 年加入北京腾格里塔拉艺术团，2012 年

武警总政治部文工团， 1994 年加入广东实验现代舞团， 1996 年凭作品《夜叉》荣获

10 月成为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2017 年出任雷动天下驻团艺术家。先后随团出访阿尔

第 七届“白俄罗斯国际舞蹈大赛”金奖和中国 “五个一工程精品奖”， 2001 年获美国亚洲文化

及利亚、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德国、香港、印度、以色列、黎巴嫩、澳门、波兰、突尼斯、

基金赴美留学，2002 年加入纽约沈伟舞蹈团，2006 年于纽约成立 “视野舞蹈剧场”，2011 年回国

美国等国家及地区。主要编舞作品：《迈》、《无处不在》、《晨昏线》、《弧》。

并于北京成立侯莹舞蹈剧场。

硬核舞周粉 導
-師
樊小芸

金晓霖

谢 欣 舞 蹈 剧 场 排 练 总 监， 2017 年 10 月 加 入 谢 欣 舞 蹈 剧 场 至 今， 参 演 作 品《 一 撇 一 捺 》

“一个玩子” 创办人、现代舞者、编舞、表演艺术者。出生于香港在澳门长大，4 岁开始接触舞蹈。

《 执 迷》《未 · 知》《九重奏》《熵》《五声》；谢欣作品《浮流》《照见》；中葡合作作品

毕业于澳门演艺学院舞蹈学校，后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同年加入北京雷动天下现代

《春之祭》；胡沈员作品《暗夜彩虹》；刘迦作品《00:00》; 2018 年受比利时终极舞团

舞团，现为自由艺术工作者。曾随团出访印度、黎巴嫩、突尼斯、以色列、波兰、德国、

（Ultima Vez）邀请参加研讨会。2019 年为三亚职业学院客席舞蹈老师；2019 年参演

俄罗斯、澳洲、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艺术节并进行艺术交流及演出。参与 2013 年澳门

和作为舞蹈编排 “上海国际艺术节走出去” 项目《水腔》在北京春天华人艺术节上

城市艺穗节的“独舞 / 双舞展”、2017“当代舞展及交流平台”特邀青年编舞家，并

演出。2019 年参加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编导之一、康纳·多伊尔（Conor

将于明年在第 31 屇澳门艺术节发表新作。

DOYEL）编排的演出，饰演水神。同年为中挪联合创作舞台剧王亚彬编舞
的易卜生《海上夫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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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翩翩

潘宇

广东现代舞团编舞，2004 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现代舞编导专业。2007 至 2019

半山舞人编舞及舞者，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舞蹈专业，主修现代舞、嘻哈、

年历任广东现代舞团舞者、编舞及艺术统筹，期间逐渐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舞蹈风格。

震感舞及原生态描声。曾于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演员与编舞；2013 年

2013 年为广东现代舞团编创大型作品《本无》。2014 年作品《予···矛》入选国家大剧院

参加上海东方卫视《舞林争霸》，被评为最具个人风格选手，之后参加湖南卫视《奇舞飞扬》

“中国舞蹈〸二天”。2015 年编创“本”字系列的第二部作品《本初》，并获邀参加全国优秀舞蹈

及中央电视台《我要上春晚》等。2014 至 2016 年间，参演导演张纪中大型史诗剧《英雄时代》、

节目展演、奥克兰 - 洛杉矶 - 广州三城经济联盟峰会开幕演出，并巡演于北京、澳大利亚、马来

舞蹈家杨丽萍纪录片、微电影《竹海竹王》、导演于敏武侠科幻片《西街棺材铺》、《素手遮天》，

西亚等国际舞蹈节。

2017 年赴往美国纽约进修。

硬核舞周粉 導
-師
马波

曹誠渊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执行艺术总监，陕西米脂人，当代最富激情的女性编舞家之一。1987 年至

在中国的现代舞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编舞、教育家、艺术策划人及文化企业家。出生于香港，

1991 年就读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 年加入广东现代舞团；1999 年加入

1979 年创办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1987 年至 1992 年担任广东舞蹈学校现代舞实验班顾问及

北京现代舞团；2005 年成为雷动天下建团演员；之后担任舞团执行艺术总监。其创作力

导师，1989 年至 2019 年担任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周艺术总监，1992 年至 1998 年任广东

旺盛，作品关注当下，思想深刻。特别是她和丈夫李捍忠合作，创作出了很多经典的

实验现代舞团艺术总指导，1999 年至 2005 年任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2004 年至

现代舞作品。代表作品主要有：《满江红》、《冷箭》、《褪色的独白》、《挽歌》、

2016 年任广东现代舞团艺术总监，2005 年创办中国首个民营现代舞团——北京

《轻描淡写》、《超速》、《无梦可梦》、《归来的承诺》。

雷 动天下现代舞团，出任艺术总监。先后创办广东现代舞周、北京现代舞
展演周及北京舞蹈双周。

42

43

馮晓明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来自山西大同的汉族人士，2008 - 2013 年就读于山西省艺术职业学院舞蹈
表演专业，2013 年进入孝义市歌舞剧院，2014 年进入山西舞洲现代舞团，2016 年 08 月成为北京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主要编舞作品：《生命线》。

許一鳴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联席艺术家，河北省张家口市的汉族舞者。1997 年入读北京
润良舞蹈学校，2001 年加入广州市歌舞团，同年加入北京现代舞团，2005 年成为
雷动天下建团团员，2013 年成为雷动天下舞蹈中心的导师。在此期间，曾受邀参加
许多国内外大型演出项目，先后赴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 法国、德国、以色列、
意大利、韩国及美国等国家参加文化交流及巡演。主要编舞作品：《当我们遇见孔子》《独自
等待》《再见蜗牛》《头撞地》《孤独》。在 2017 年 5 月，为德国开姆尼茨剧院舞团编排的《孤独》

高蓉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来自山西太原的汉族人士，2013 - 2015 年就读于
太原师范学院舞蹈编导专业，2015 - 2018 年，进入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华晋
舞剧团，2019 年 7 月成为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

获得德国萨克森艺术大奖。
郝萤
黄翔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
来自台湾台北的汉族人
士，2011 - 2018 年 就 读
于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
舞 蹈 专 业，2019 年 2 月
成为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
团舞者。

蔣意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来自河南焦作的汉族人士，
2008 - 2014 年就读于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学舞蹈系，
2014 - 2018 年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舞蹈学编导专业，
2019 年参与南京逆行舞蹈剧场和南京市歌舞剧院担任
项 目舞者， 2020 年 2 月成为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舞者。主要编创作品：《街角》《盲目之医》《0》。

余錦鷹

马越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来自天津的回族人士，1998 - 2004 年就读于天津艺术职业
学院（前天津市艺术学校）舞蹈表演专业，2004 年进入天津歌舞剧院歌舞团担任主要
演员，2007 - 2012 年就读于南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东方艺术系舞蹈编导专业，2011
年进入上海城市演艺有限公司担任排演督导，2014 年加入重庆芭蕾舞团担任领舞演员，
2014 年 09 月成为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主要编舞作品：《闲，漫》《互》
《有牌就是好牌》《不 !? 同 !? 意 !?》。

鹰剧场创办人和艺术总监，1993 出生于广东湛江，2014-2018 年在陶身体剧场担任舞者，曾随
团受邀参加英国伦敦萨德勒之井剧场、法国巴黎城市剧院、墨尔本艺术中心、德国柏林八月
舞蹈节、荷兰七月舞蹈节、中国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等 30 多个国家
《O》
《⊙》
50 多个城市剧场及艺术节巡演；2018 年创立鹰剧场，先后创作作品《 M 》
《神曲》。
張雪峰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汉族人士。 2012 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现代舞编导专业，先后进入
新加坡 DES 舞团和广东现代舞团。2017 年 1 月成为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作品《夜曲》获北京舞蹈学院
国际院校芭蕾舞邀请赛三等奖，作品《眼睛》《觉》获首届北京国际芭蕾暨编舞比赛最佳青年编舞奖。2016 年创作
《天堂之日》受邀为北京舞蹈双周闭幕演出。主要编舞作品：
《印象》《觉》《夜曲》《奋斗》《周平的故事》《眼睛》
《琵琶行》《凛若秋霜》《感知》《停留》《波莱罗》《影子先生》《天堂之日》《一个人一盏灯》《小故事》。

伶俐学坊 導
-師

硬核舞周粉 導
-師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来自河北石家庄的汉族
人士。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舞
蹈系本科毕业，2018 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舞蹈
学院舞蹈编导方向硕士。2016 年 11 月成为北京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主要编舞作品：《夜空
中最亮的星》《足球来了》《四面》《旋涡》
《等待》《女人和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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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
URUMQI
乌鲁木齐
URUMQI

吉林
JILIN

吉林
JILIN

沈阳
SHENYANG
沈阳
SHENYANG

“天下驿站”于 2017 年发起，是一个以中国城市为单位
的现代舞网路，规模自成立以来不断扩充，至今已汇
集全国48个城市的现代舞组织。 非政府营运的各个驿
站机构活跃于现代舞各领域，包括舞蹈创作、舞蹈培
训、活动策划及筹办。各驿站通过这个平台分享现代
舞资讯，互相合作、资源互补、交流经验，共同推进
现代舞在中国的发展。 同时，“天下驿站”亦充当着连
接中国与世界现代舞的桥樑，让外界透过驿站更全面
地了解中国幅员广阔的现代舞风貌。
China Dance Stations is a non-hierarchical

network that links up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s
that are active in contemporary dance activities
in diﬀerent cities in China. Initiated in 2017,
China Dance Stations has attracted 48 cities to
join until now and the network is expected to
grow even further. Located in diﬀerent cities
facing diﬀerent environment and coming from
diﬀerent backgrounds, the non-governmental
Stations

are

contemporary
education,

active
dance,

in

various
including

presentation,

and

areas

of

creation,
production.

The Stations aim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eﬀectiv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of dance,
consolidating resources and creating better
synergy for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Dance Stations provides
links for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to map out

拉萨
LHASA

拉萨
LHASA

呼和浩特
HOHHOT
北京
呼和浩特
鄂尔多斯
BEIJING
HOH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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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石家庄
YIN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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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TIANJIN
SHIJIAZHUANG
银川
石家庄
YINCHUAN
天津 TIANJIN东营 DONGYING
SHIJIAZHUANG
太原
青岛 QINGDAO
TAIYUAN
东营 DONGYING
邯郸 HANDAN
太原
青岛 QINGDAO
TAIYUAN
济源 邯郸 HANDAN
临沂 LINYI
兰州
JIYUAN
LANZHOU
郑州 ZHENGZHOU
济源
临沂 LI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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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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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ZHOU
PINGDI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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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 SUZHOU
西安
阜阳
FUYANG
平顶山
PINGDINGSHAN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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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NANJING
成都
苏州 SUZHOU
阜阳 FUYANG 武汉
上海 SHANGHAI
CHENGDU
WUHAN
南京
NANJING
成都
遂宁 SUINING
杭州 HANGZHOU上海 SHANGHAI
武汉
CHENGDU
宁波 NINGBO
常德
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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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DE 杭州 HANGZHOU
LESHAN 遂宁 SUINING
重庆
宁波 NINGBO
常德
乐山
CHONGQING
CHANGDE
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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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 LI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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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CHONGQING
南昌
丽水 LISHUI
CHANGSHA
福州 FUZHOU
泸州 L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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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
CHANG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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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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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XI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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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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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
MACAO

an overview of the huge dance geography in
China.

三亚
SANYA

三亚
S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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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福州

济源

澳门

三亚

天津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福州创想舞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济源市艺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诗篇舞集

三亚卯的真文化传媒

津天起舞

雷动天下 _ 天下驿站

陈文聪

靳骅

何雅诗

张乜

马越

(+86) 185-1355-6595
cds@beijingldtx.com
18513556595 / 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86) 152-8009-0237
71498788@qq.com
lj7399061

(+86) 151-0119-9257
136247325@qq.com
136247325@qq.com / jinhua12371

(+853) 6300-6009
stellanartists@gmail.com

(+86) 183-8959-7465
2568464047@qq.com
18389597465

(+86) 137-5231-6384
jintianqiwu@sina.com
jintianqiwu

常德

广州

田园构想现代舞团

二高表演

吴波

潘雄

(+86) 186-8460-6266
413474834@qq.com
18673628282

(+86) 181-4482-1015
ergaodance-benson@qq.com
ergaodance / ergaodance1 / ergaodance2

长沙

贵阳

半山舞人

乌舞团

周格特力加

乌宏志

(+86) 186-7318-2456
371154713@qq.com
18673182456 / 半山艺文空间

(+86) 156-9271-9162
476506842@qq.com
xieshun891124xs

成都

邯郸

原树当代舞蹈艺术空间

涂一舞品

邱韵

李世焜

(+86) 136-8817-5440 / (+86) 185-8187-3812
scmdweek@163.com

(+86) 181-3107-2117
tuyidance@163.com
tuyidance

重庆
重庆晗菲舞蹈艺术空间
张皓
(+86) 188-7539-7072 / (+86)(23) 6305-3527
642086447@qq.com / 65701230@qq.com
HFDanceArt

大理
奥赛空间 云舞蹈剧场
姜云哲
(+86) 188-8727-1386
314017986@qq.com / 329760137@qq.com
wmjcdance / orsay-space

东营
华艺艺术培训学校
田旭
(+86) 185-6206-6444
156343442@qq.com

东营华艺舞校（公众号）
/ 18562066444
（联络人）

杭州
夏衍艺术院
刘瑶
(+86) 138-0574-0488 / 0571-86994771
670844659@qq.com
lyzyy787878 / Hzhsballet

呼和浩特
内蒙古木星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钟伯明
(+86) 181-0471-5747
86450128@qq.com
MuXingArt（公众号）/ 13555777280（联络人）

香港
香港风临山海现代舞公司
余学文
(+86) 132-6693-3029
clement@hkflsh.com

阜阳

吉林

阜阳市舞林大会舞蹈学校

菲凡文化传播

李梅

窦天图

(+86) 150-5588-2212
3081095233@qq.com
hxjy-5555

(+86) 187-0432-8775
153025500@qq.com
18704328775

昆明
无言舞语艺术创作
闫潇潇
(+86) 138-8816-5659 / (+86) (871) 6583-1111
wuyanwuyu812@163.com
Wuyanwuyu812

兰州
巴特尔舞蹈艺术中心
巴特尔
(+86) 139-1979-4886
36050230@qq.com

巴特尔舞蹈工作室

乐山
本觉剧场
高杨
(+86) 186-0833-3203
7239595@qq.com
sunshineyangyang2011

南昌
那个时代现代舞团
徐水亮
(+86) 186-7905-7925
xushuiliang2008@163.com

南京
逆行舞蹈剧场
吕思思
(+86) 139-1381-4022
RDT-dance

南宁
谷舞点典舞蹈中心
谢艺海
(+86) 186-7716-8771
42482819@qq.com
42482819

宁波
宁波当代舞团
陈键

拉萨

(+86) 133-8660-0861
11655374@qq.com

西藏廓瓦舞台艺术工作室

宁波当代舞团

贡嘎次仁
(+86) 135-1899-1885
3417500245@qq.com

最后的净土

临沂
飞天舞蹈学校
杨飞
(+86) 153-0539-5099
693103889@qq.com
YF260572958 / FTWD8201599

丽水
舞之韵艺术培训中心
朱俊华
(+86) 150-5789-6600
645732994@qq.com
15057896600

泸州
源艺舞蹈艺术空间
宋炀
(+86) 183-0830-2020
1173581456@qq.com

源艺舞蹈艺术空间

鄂尔多斯
爱艺思艺术空间
阿拉腾苏和
(+86) 158-9496-3233
1718242906@qq.com
1026447325

平顶山
新之梦文化传媒
吕媛
(+86) 158-3699-7967
358941378@qq.com
15836997967

青岛
一舞一生舞蹈工作室
赵建瑞
(+86) 139-0249-0225
jerryyell@163.com
jerry250

上海

乌鲁木齐

上海荣誉文化传播

新疆领航艺海文化艺术传媒
薛亮

傅宁
(+86)(21)-6225-5807
frank@art-club.cn
18918121088

沈阳
玖拾舞蹈工坊
邱寔
(+86) 176-2400-4545
ninetydance@126.com
JSdance2018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大围屋艺术团
蒋晨光
(+86) 135-0289-6020
373291102@qq.com
jiangchenguang053885

石家庄
石家庄舞观行云文化传媒
李翔
(+86) 159-3106-7716
249206757@qq.com
18632147768

遂宁
四川遂宁菲儿艺术培训学校
陈蕙洱
(+86) 136-7825-0887
23085118@qq.com
gh_909fe68d060a ( 公众号 ) /
13678250887（负责人）

苏州
张家港市舞蹈学校
查本源
(+86) 138-1285-2220
94611615@qq.com
13812852220 / Zjgdance

太原
边走边舞
朱东革
(+86) 139-3511-9704
454807818@qq.com
zhu_dongge

(+86) 186-9017-5999
119317998@qq.com
liangliang6920216

武汉
跳 - 舞翰
刘畅
(+86) 139-8604-0482
tiaowuhan@163.com

厦门
莲一舞集
林珊
(+86) 135-2161-0339
931782872@qq.com
莲一舞集 ( 公众号 )

西安
唐朝身体剧场
许珍
(+86) 158-2990-9043
458952699@qq.com

唐朝身体舞蹈剧场

银川
伽巴拉舞蹈剧场
雍飏鹤
(+86) 139-0950-9292
Jinam61@163.com

郑州
河南渚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洪儒
(+86) 187-0367-0721
2900271127@qq.com

一起跳啦

珠海
珠海对白剧场
高慧婕
(+86)183-0005-1811
327893532@qq.com

珠海市演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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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文化馆主办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将于 2020 年 12 月 04 日至 09 日在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为期六天的舞蹈周内容精彩多元，包括四大板块活动：

• 早上 9 点和 11 点「伶俐学坊」：由国内知名舞蹈家教授不同风格的现代舞工作坊
• 午间 3 点「铿锵论坛」：由著名舞蹈家曹诚渊先生主持和讨论当今现代舞的发展
• 下午 5 点「缤纷展厅」：由全国各地舞蹈精英呈献最新原创小型现代舞作品
• 晚上 8 点「璀璨舞台」：由顶尖国内舞团演出代表中国高水平的精彩现代舞节目
参加者通过参与训练、研讨、表演和观摩活动，可以清晰而全面地掌握了解当今现代舞的发展状况。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的承办方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拥有丰富的策划和营运现代舞节经验。自 2008 年以来，雷动天下已
成功举办过 12 届“北京舞蹈双周”。过去 12 年的夏天，众多来自全国各省市、港澳台地区，以及欧、美、非、亚洲国家的
舞蹈家、舞蹈学生、舞蹈爱好者及观众齐聚北京，参与高水平的现代舞活动。

主办单位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馆
承办单位

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协办单位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中心管理处

2020 年，“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将延续“北京舞蹈双周”的辉煌成就，以深圳作基地，为全国以至世界各地喜爱现代舞的
人士，奉上一场优质艺术盛宴！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The first edi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to be presented by the Cultural,
Radio, Television, Tourism and Sports Bureau and the Cultural Center of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is scheduled to
take place at the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ral Center from December 4 to 9, 2020.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深圳市大围屋艺术团
香港风临山海舞蹈制作
支持单位

广东省舞蹈家协会
深圳市舞蹈家协会
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香港文联）
舞周总监 / 艺术总监

曹诚渊

行政总监

万剑

• Morning Workshops: 9am & 11am sessions of various styles of contemporary dance taught by
renowned dance artists of China

项目总监

曹诚漪

• Early afternoon Forum: 3pm session facilitated by well-known dance artist in China, Mr. Willy TSAO,
discussing on current contemporary dance development

技术总监

刘恒志

助理艺术总监

蒋晨光、许一鸣

• Late afternoon Showcase: 5pm session exhibiting short original choreography by young talents

项目统筹

刘亚男、石波、欧阳茜、粱玲玲

• Evening Main Stage: 8pm dance contemporary dance performances by top professional dance
companies of China

行政统筹

吴德芳、李杰

技术统筹

陈诗悦、王士杰、邢雅梦、
叶旭文、易海

场地统筹

丘华、周晓文

推广统筹

王丹华、赵彤

媒体公关

杨丽

志愿者支援

李瑞芳

志愿者

蔡心怡、陈楚玥、李海明、
倪育军、苏咏芬、王赫、
王文研

顾问

周勇平、柳尽染

This six-day multi-facet contemporary dance festival is composed of four modules:

By taking part in the training, discussion, performance and appreciation of performances, participants will be able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dance.
LDTX, a co-organizer of the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cu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dance festivals. Since 2008, it has successfully organized 12 editions of the Beijing Dance Festival
with dance artists, workshop participants, dance enthusiasts and audience, coming from cities throughout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abroad from Europe, US, Africa and Asia. They gather in Beijing every summer for this
contemporary dance festivity.

团队

In 2020, the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expects to extend the enduring legacy and splendid achievements of the
Beijing Dance Festival and presents to dance enthusiasts throughout China and the world a feast of arts.

www.dancefestival-cn.com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粵港澳

粵港澳

查询
查询
ENQUIRIES
ENQUIRIES
北京雷动天下
北京雷动天下
BeijingDance/LDTX
BeijingDance/LDTX
dancefestival-cn@beijingldtx.com
dancefestival-cn@beijingldtx.com
+86+86
(10)(10)
6405-4842
6405-4842
x8001
x8001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No.No.
16 16
Xiadianchangpo
Xiadianchangpo
Village
Village
下甸厂坡村16号
下甸厂坡村16号
XiDaWang
XiDaWang
Road
Road
Chaoyang
Chaoyang
District,
District,
Beijing
Beijing
邮编100022
邮编100022
(北京国家广告产业园区旁)
(北京国家广告产业园区旁)
Postal
Postal
code
code
100022
100022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Next(Next
to Beijing
to Beijing
National
National
Advertising
Advertising
Industrial
Industrial
Park)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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