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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nage RioT 的名字立即讓人想起 Sonic YouTh《DaYDReam 

naTion》內的同名歌曲。以為他們深受 Sonic YouTh 影響，但

細聽樂隊首張黑膠唱片《The Revenge 鳩之報恩》便發現他們能在

幾種音樂風格與不同主題中穿梭自如。〈eYeS (emo Punk angRY 

Love Song)〉 營 造 出 Shoegaze 音 樂 的 幻 境； 雨 傘 歌〈um 

(SmaLL TenT anD PLaSTic WRaP)〉；〈The Revenge〉則如「公

主復仇記」的 biTTeR-SWeeT 故事，滿溢淡淡哀愁。除了音樂風格多

變，樂隊成員也一直更改，但他們均來自本地獨立樂隊如 22caTS、

FaLSe aLaRm、haRD canDY、RacheL beLieveS in me、

PonY boY 等，經驗老到。

發行：維港唱片（香港）

日期： 2015 年 6 月

早上，鬧鐘響起，起床，水流出的聲音，牙刷掃擦牙齒的沙沙聲，水在口中滾動的聲響，水從口裡吐

出，猛烈撞擊洗手盤，聲音紛紛散落。出門，今天大風，門�一聲關上。我們每天的生活經驗能以聲音

串連，探尋深埋在內的微小質感。但這是由視覺支配的年代。我們總以「觀看」的方式來理解世界，卻

欠缺了聲音的感官向度。

Jean-Claude eloy:
城市的電子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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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我首次聽到法國作曲家 Jean-cLauDe eLoY 在 1977 至

1978 年間到日本放送協會（nhk）創作的電子原音作品《樂之道》，便

被其中約隱約聞的城市（東京）聲音所撼動 —— 鐵路、廣播等構築城市

想像的聲音，並呈現出流動的狀態，指向跨地域的城市經驗。就如一架

行進的高速列車，無法停止，沒有終點。我很好奇，若 Jean-cLauDe 

eLoY 在香港現場演奏《樂之道》，在地的城市經驗會讓我們如何理解

這種聲音藝術？

Jean-cLauDe eLoY 早於1978 年曾在香港大會堂演出。今年7 月，

本地聲音藝術家 eDWin Lo 邀請了 Jean-cLauDe eLoY 再度來港，

並策劃了連串的演出、講座與大師班。是次 Jean-cLauDe eLoY 將

演出多個作品，包括《樂之道》（ReviSeD veRSion oF 2006）、《銀

河》（1986-1994）及於亞洲地區首演的近作《邊界》（2013）。

Jean-cLauDe eLoY 創作的音樂種類繁多，其中代表作之一的《樂

之道》則被稱頌為「電子原音音樂」（eLecTRoacouSTic muSic）

的經典作品。電子原音音樂屬於新音樂／前衛音樂／學院派現代音樂的

重要流派，Jean-cLauDe eLoY 活躍的年代正是其萌芽與成熟期。

音樂在現代主義的前衛藝術思潮中被重新定義，其中尤為明顯的是內在

時間維度的改變。

音樂關乎時間的推移；我們一邊聆聽音樂，時間亦靜靜地流轉。《樂之

道》長達四小時，由時間的刻度裡穿透了我們的意識。Jean-cLauDe 

eLoY 強調，他的音樂不能被「理解」，只能讓音樂在你身上自然地來

去。「在音樂的領域內，聲音不帶有意義；唯有其結構，及其在時間內

的變化，能代表些什麼。而這『什麼』往往是種抽象的本質，即便這本

質能在情緒上感動你。」Jean-cLauDe eLoY 寫道。

在表現城市的聲音素材時，大多作曲家會以各種技術處理原始錄音（原

音），保留聲音的質感。《樂之道》大量採用城市中的原音素材，不禁讓

人想到另一音樂派別「具象音樂」(muSique concReTe)。聲音藝

術家姚大鈞曾分析，具象音樂以原音作音樂的主體，能辨別原音的出

處，重視各類聲音拼疊出的趣味；而電子原音則以調變和混音等技術扭

轉原音，讓我們無法辨別原音的雛形。

Jean-cLauDe eLoY 寫道：「音樂的根本就在於聲音。⋯⋯當聲音帶

有複雜的頻譜與音色時，它便成了一種『質地（TexTuRe）』。它變成某

種材質，像是一匹鮮艷的織布，或是天然的物質 —— 如沙礫、石頭、

紅寶石、大海、雲霧⋯⋯。接著，它便成了『詩意』的導引。因此我認

為，電子原音音樂就根本上來說是一種『詩』的場域、時間裡的詩意結

構體。」

Jean-cLauDe eLoY 深受東方文化與哲學影響。eDWin Lo 形容，

《樂之道》呈現出一種深邃意境，猶如一場旅程。另一本地聲音藝術家姚

少龍則認為：「Jean-cLauDe eLoY 的作品代表的正正是二次世界大

戰後，電子音響音樂發展的一個新取向，向東方文化（特別是日本）取

材，是他的特色。」

城市的原音被作曲家重組、轉化，並注滿電子能量，為我們提供特殊的

維度來感受與體驗城市。由西方到東方，跨越地域，共同在時間裡感悟。

《The Revenge 鳩之報恩》
Teenage RioT

中國樂隊吹萬名字來自道家莊子《齊物論》，意即風吹向

萬物，會發出各種聲響。猶如樂隊的音樂，隨意迷離，將

樂迷引領至另一境界。吹萬初由閆玉龍和吳瓊組成，及後

加上劉心宇及李子超。吹萬於 2012 年推出首張唱片《白

夜》，奠基了實驗迷幻的風格。最近推出同名的新唱片，除

了承繼一貫的風格外，更增添了不少樂器的元素，例如

< 夏眠 > 內的鼓聲，在迷幻的深邃之境內糅雜了與自然齊

一的況味。在唱片的 hiDDen TRack 中更收錄了〈夏眠〉

的 Remix 版，由電子音樂家 DeaD J 製作，將歌曲帶進另

一種極簡氛圍。不得不提的是，〈吻合〉與〈沉默〉由吳瓊

主唱，與音樂融合，牽引出另一重靈性內核。

發行：兵馬司 （中國）

日期： 2015 年 5 月

《吹萬》吹萬（chui Wan）

《un/TiTLeD》emPTYboTTLeS.
本地獨立 emo 樂隊 emPTYboTTLeS. 在 2013 年成立，他們

在 樂 隊 介 紹 中 說：「FoRmeD...bY (un)FoRTunaTe PeoPLe 

Who haPPeneD To be in The Same Room. Since Then 

We SPenT a LoT oF Time YeLLing aT each oTheR.」單

看這段文字已感覺到樂隊充滿玩味。emPTYboTTLeS. 在 2014

年 的 夏 天 由 WiLmeR chan 在 LiTTLe baY STuDio 灌 錄 首

張 eP《un/TiTLeD》，並由另一隊本地獨立樂隊 LiFe WaS aLL 

SiLence 的成員 JaY TSe 監製。唱片內的五首歌曲保留了自然和

煦的生命力，更混合了新與舊的創作方向，自由活潑。

發行：獨立發行（香港）

日期： 2015 年 7 月

Gaku-no-Michi 樂之道 & Galaxies 銀河 / borderlines 邊介
日期：7 月 17 日 7:00PM & 7 月 18 日 7:30PM
地點：Multi-Media theatre, hKiCC lee Shau Kee SChool of Creativity 

(135 JunCtion road, Kowloon)

重寫我城：評論的 12 種未來
聽過不止一位前輩說，評論也可以是一種創作。我城的評論隨著社會與文化發展

而孕育長成，除了產生了不少著名的評論人，更帶動了一種閱讀我城的方式與角

度。例如不少評論人跨越學院與公共的疆界，使評論也能深化論述。7 月份，國

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便以評論為主題，邀請了不同界別的評論人討論

我城的評論方式與版圖。其中包括區家麟談媒體的評論空間，以及周博賢談言論

自由與評論空間的關係等。是次研討會更將以城市永續與創意的概念作討論角

度，將評論放入一個更宏觀的視野。

日期： 2015 年 7 月 5 日（11:00-18:25）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聽

Jean-Claude elo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