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Van Cleef & Arpels梵克雅寶榮譽呈獻《巴蘭欽〈珠寶〉》
關於《巴蘭欽〈珠寶〉》
瑰麗寶石共冶一爐
編舞大師巴蘭欽因緣際會於紐約第五大道上的法國珠寶世家梵克雅寶獲得靈感，創作出矚
目的傑作《珠寶》。自1967年首演以來，一直是最著名的二十世紀作品之一。這齣耀眼
的三幕芭蕾舞頌揚珍貴寶石的優美與魅力：〈綠寶石〉散發著法式浪漫風格、〈紅寶石〉
則是對美國朝氣與活力的讚美、〈鑽石〉呈現的是俄羅斯帝王的富麗堂皇。樂團現場演繹
弗瑞、史特拉汶斯基和柴可夫斯基的動人旋律，配合舞台上的璀燦服飾，現代經典芭蕾舞
《珠寶》就是艷魅的代名詞！
創作人員
編舞：喬治・巴蘭欽
©The George Balanchine Trust

音樂：弗瑞、史特拉汶斯基、柴可夫斯基
服裝設計：凱林斯卡
燈光設計：陳焯華
現場伴奏：香港城市室樂團
指揮：賴瑪
〈綠寶石〉、〈鑽石〉客席首席藝術家 ：丹尼爾 ‧ 卡馬哥
〈紅寶石〉鋼琴：張緯晴
客席首席藝術家

© Sebastian Galtier

丹尼爾．卡馬哥
國際芭蕾舞星

荷蘭國家芭蕾舞團及斯圖加特芭蕾舞團前首席舞蹈員
演出場次：
〈綠寶石〉：5 月 22 日下午 2:30、5 月 23 日晚上 7:30
〈鑽石〉：5 月 21 日晚上 7:30、5 月 22 日晚上 7:30
出生於巴西索羅卡巴，丹尼爾．卡馬哥受訓於德國斯圖加特約翰格蘭可學校，畢業後加入
斯圖加特芭蕾舞團，2013 年成為首席舞蹈員。其後於荷蘭國家芭蕾舞團作客席演出，並
於 2016 年加入該舞團。
卡馬哥是一位著名的客席藝術家，曾於世界各地多個舞團演出，當中包括英國皇家芭蕾舞
團、馬林斯基芭蕾舞團、澳大利亞芭蕾舞團和東京芭蕾舞團等。他曾獲得的殊榮包括
2009 年歐洲文化基金會的歐洲最具潛質藝術家獎、加拿大多倫多埃里克．布魯恩獎 2011
年「觀眾之選」大獎、2017 年波西塔諾舞蹈獎，以及 2018 年貝諾瓦芭蕾舞大獎的提名。
客席藝術家

© Cheung Tai Chi

張緯晴
鋼琴
香港鋼琴好手張緯晴於 2017 年 6 月成為首位晉身世界知名之「范．克萊本國際鋼琴大
賽」決賽的香港鋼琴家，被樂評盛讚為「擁有絲般柔滑的音色，微妙細緻的色彩，令人驚
嘆的想像力」，並取得大賽的最受觀眾喜愛獎。她亦曾於 2009 年利茲國際鋼琴比賽、
2010 年蕭邦國際鋼琴大賽及 2012 年日內瓦國際鋼琴大賽中獲取佳績。

張緯晴在港及海外演出頻繁，2018/19 年度於美國、墨西哥、意大利、波蘭、英國、德
國、及日本等國家舉行獨奏會，又與香港管弦樂團、瑞士韋爾比亞音樂節室樂團及亞洲青
年管弦樂團等合作。
節目詳情
開幕演出 21.5.2021 五 7:30pm
22–23.5.2021 六至日 2:30pm、7:30pm
$1,000（限量貴賓票）#、$680#、$480#、$280、$140 | $340#, $240#, $140, $70 *
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五場演出，現場伴奏
#

售罄

* 適用於全日制學生、60 歲或以上高齡人士、殘疾人士及看護人
門票現於快達票售票網發售
網上購票：www.hkticketing.com
訂票：31 288 288
節目查詢：2105 9724
歡迎 6 歲或以上人士入場欣賞
舞團保留更改節目及表演者的權利
演出長約兩小時，包括兩節中場休息

購票優惠
半價

全日制學生、60 歲或以上高齡人士、殘疾人士及看護人（學生及高齡
人士優惠先到先得，額滿即止。此折扣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八五折

「香港芭蕾舞團之友」會員

九折

城市當代舞蹈團「舞蹈靈」/「學生舞蹈靈」持卡人、中英劇團「能量
粉團plus」會員、「中樂摯友會」會員、香港舞蹈團「以舞會友」尊尚
會員、「港樂會」/「青少年聽眾計劃」會員、香港話劇團「好友營」
會員、「進念之友」會員、藝穗會會員、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會員、
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會員、香港浸會大學基金會會員、香港舞
蹈聯盟會員及MOViE MOViE會員

集體購票
優惠

每次購買 10-19 張正價門票可獲九折優惠；
20-40 張正價門票可獲八五折優惠

每張正價門票只可享用其中一項購票優惠
貴賓票不設折扣優惠
特別推廣優惠
香港瑰麗酒店特設餐點優惠
憑香港芭蕾舞團節目門票可於香港瑰麗酒店的 Bayfare Social、Holt’s Café、Tea
Conservatory 及 The Butterfly Room 享用特設套餐或餐點的美饌佳餚。
詳情：www.rosewoodhotels.com/tc/hong-kong/dining
查詢：3891 8732 | hongkong.restaurants@rosewoodhotels.com
必須預先訂座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一切資料以網站內容為準
K11 ARTUS 餐飲消費八五折優惠
憑本節目門票可於表演當日於 K11 ARTUS 寓館 10 樓餐廳 The Commune 內享用迎賓特
飲一杯及正價單點食品及飲品八五折優惠！
查詢：2107 3388 | restaurants@artus.com.hk
網址：www.artus.com.hk
受條款及細則限制
K11 ARTUS 匠心假期九折優惠
現透過 K11 ARTUS 官網預訂尊貴寓所，輸入優惠碼 HKBAL 即可享最優惠價格九折優惠。
在新的一年，前來寓館開啓一趟愜意極緻的匠心假期。
查詢：2107 3388 | reservations@artus.com.hk
網址：www.artus.com.hk
此官網訂房禮遇有效期為即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內的客房預訂及入住。
受條款及細則限制，設有不適用日子。

港芭零距離
《巴蘭欽〈珠寶〉》芭蕾 360°
日期：13.5.2021（四）
時間：7:30pm – 8:30pm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後台八樓排演室 GR2
想知道美國芭蕾舞之父巴蘭欽創作《珠寶》的靈感是甚麼？齊來參與芭蕾 360°，全方位
了解芭蕾舞的璀燦世界！法國珠寶名牌 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寶榮譽呈獻巴蘭欽矚
目耀眼的傑作《珠寶》，向珍貴寶石的優美與魅力致敬，頌揚各有千秋的法式、美式及俄
式芭蕾風格。《珠寶》是其中一齣最享負盛名的二十世紀舞作：〈綠寶石〉優美典雅，
〈紅寶石〉活力澎湃，〈鑽石〉富麗堂皇。香港芭蕾舞團藝術團隊將為大家介紹作品，舞
蹈員亦將分享和巴蘭欽排舞師彩排時的難忘經驗，並即場演出精選舞段。
免費入場
以英語進行
適合 6 歲或以上人士
報名詳情：hkballet.com/ballet360
名額有限，需預先報名

《巴蘭欽〈珠寶〉》彩排觀賞（「香港芭蕾舞團之友」及「芭蕾親子薈」會員場次）
日期：18.5.2021（二）
時間：7:00pm – 8:00pm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後台八樓排演室 GR2
免費入場
查詢：friends@hkballet.com | 2105 9724
名額有限，需預先報名

超現實主義＋芭蕾
日期：23.5.2021（日）
時間：12:30pm – 1:30pm
地點：香港藝術館地庫演講廳
芭蕾一直是藝術史上無數傑作的靈感來源，超現實主義畫家也不例外！香港芭蕾舞團藝術
總監衛承天和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主任韋一空教授將探討 20 世紀超現實主義和芭蕾之
間的協同關係。
免費入場
以英語進行
適合 6 歲或以上人士
報名詳情：www.eventbrite.hk/e/surrealism-ballet-tickets-153944579381
名額有限，需預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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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寶榮譽

圖二：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寶榮譽

圖三：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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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寶榮譽

圖五：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寶榮譽

圖六：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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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寶榮譽

圖八：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寶榮譽

圖九：客席首席藝術家丹尼爾．卡馬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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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客席首席藝術家丹尼爾．卡馬哥 | 攝

圖十一：客席首席藝術家丹尼爾．卡馬哥 |

圖十二：客席首席藝術家丹尼爾．卡馬

影：BAKI

攝影：BAKI

哥 | 攝影： Sebastian Galtier

圖十三：客席藝術家張緯晴 | 攝影：

圖十四：客席藝術家張緯晴 |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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