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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 2022“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

大湾区舞蹈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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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和 旅 游 部 2 0 2 2 年 度 内 地 与 港 澳 文 化 和 旅 游 交 流 重 点 项 目

2022 年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致辞

鹏城舞精彩，湾区花盛开。我谨代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预祝 2022 年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圆满成功！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已成功举办两届，吸引了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来自全国

50 多个城市的 800 多名顶尖舞者汇聚龙岗，为大湾区市民观众奉献了一场场
艺术盛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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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引擎城市
之一，深圳将紧紧围绕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彰显国家软实力的现代文明之
城目标，充分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等文化艺术交流平台，与湾区兄弟城

市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挖掘和发扬三地相通的文化基因和岭南特色文化，助力

粤港澳人文湾区建设，共享丰富多元文化资源，涵养同宗同源文化根脉，推动
大湾区文化软实力跃升，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最后，预祝 2022 年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更精彩、木棉紫荆莲花三地艺术花朵
竞芳华！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
曾相莱

2

过去两届舞蹈周广受好评，吸引了全国的顶流舞者参与。在粤港澳大湾区各地

的合作下，这场舞蹈盛宴由“中国现代舞实力大检阅”，跃升成为全国各地舞者

的宝贵交流平台。本届更获评文旅部“2022 年度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交流重
点项目”之一，香港文联十分荣幸作为协办单位，与其他单位携手打造这项高
水平的现代舞艺术盛会。

粤港澳三地文脉相连，承传开放、兼容的岭南文化，强调个性和时代感，與风

格多元而包容的现代舞相得益彰。本届新增“翩翾影室”和“跷蹊殿堂”两个特色
板块，其中“跷蹊殿堂”邀请到六个另类的弄潮儿，展示六部具实验性、创新的
另类原创作品。充分体现三地借纳四海新风，再顯风气之先。

《十四五规划》以国家战略部署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
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适逢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新一屆香港特区政府新设

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作为推进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展望未來可加强三地的
文化资源对接，完善现代舞交流平台，联通世界，打造全球性品牌！

最后，祝愿第 2022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更臻精彩、圆满成功，各位尽情享受
这场视觉盛宴！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立法会议员

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会长

马逢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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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欢迎辞

“共襄艺术盛宴，舞出湾区精彩”，2022 年粤港澳大湾区舞蹈
周如期而至，我代表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对参加
本次活动的各位领导、来宾、演职人员和媒体朋友表示热烈欢
迎！
“打造更多经典文化项目，繁荣湾区文化建设”，2022 年粤港
澳大湾区舞蹈周将延续前两届的精彩，迸发多元艺术活力，既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文化建设，
也赋能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现代舞艺术发展。我们将切实履
行属地责任，统筹做好服务保障和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强化
相关资源整合和对接，携手打造高层次、高水平的现代舞艺术
盛宴。
最后，祝 2022 年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取得圆满成功！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朱玉华
4

一衣带水，一湾情深，
一潮涌动，一舞升平！
祝 2022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圆满成功！
深圳市文化馆馆长曾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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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汇天地，艺融湾区，
集聚魅力，舞动奇迹！

祝 2022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圆满成功！
深圳歌剧舞剧院院长刘兴范
6

熱烈祝賀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舞蹈周 圆滿成功

舞姿跹跹 献日月之精华
万众翩翩 抒中华之辉煌

澳門舞蹈協會主席

第九屆廣東省舞蹈家協會副主席

鄧錦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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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出湾区风采
畅想追梦未来

祝 龙岗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圆满成功！
深圳文联副主席

深圳市舞蹈家协会主席
8

林树森

前言
由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龙岗区台港澳事务局、深圳市龙岗区文化馆主办，北京雷动天

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雷动天下现代舞团）承办，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深圳市龙岗区大围屋艺术团、香
港风临山海舞蹈制作协办的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至 23 日在深圳龙岗区文化
中心如约而至。

两年前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初试啼声，集中展现了中国各大顶流现代舞团的风采，成为一次中国

现代舞实力大检阅的文化盛事，吸引了全国舞蹈界和深圳本地观众的目光。去年第二届舞蹈周广邀全国各地

现代舞艺术家参与，有来自 29 个城市的舞者和舞团在深圳惊艳亮相，突显了深圳作为全国现代创意中心的
魅力。而今年第三届舞蹈周不但在参与的地区城市和艺术家数目上有所突破，更在四天五夜的庆典中从原有

的“璀璨舞台”、“缤纷展厅”、“铿锵论坛”、“伶俐学坊”四个环节猛然新增了“蹊跷典堂”和“翩翾

影室”两个板块，合成六大平台，涵盖了现代舞的全方位活动，使每一位参与舞蹈周的人士从早上 9 点钟开
始，一直到晚上 10 点钟，能全身心地浸润在现代舞的氛围中。

有些人认为，现代舞是西方产物，和中国的传统格格不入，却不知道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创新发
展——如高速列车、移动支付、共享单车、超大型基础建设等——让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也让中国和中国人当之无愧地站在世界最前沿的现代化位置。中国艺术家们创作的现代舞正是最能展示新中
国能量和想象创意的有机载体。今天中国各个城市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建立起多元而包容的文化环境，让全国
各地人士有机会通过他们的舞蹈表达他们坚持个性、追求创新和关注时代的热情。随着中国的社会振兴、经
济勃发和软实力增长，中国现代舞所呈现的内容和形式势必影响世界舞蹈面貌。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
周”作为最大规模的中国现代舞集中地，展示中国年青人的所思所感，值得我们投以最大热情的关注。
在此祝愿 2022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圆满成功！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
艺术总监
曹诚渊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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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9:00
10:30
11:00
12:30
13:00

参加者注册

B 区 1 层交流中心

14:30
16:00
18:00
开幕演出

舞周日程表
2

19:30

21:00

《香港 1 年零 21 天》
风临山海舞蹈制作（香港）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雪人舞蹈剧场（北京）

7.20（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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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7.21（周四）

扎西旺加
雪人舞蹈剧场

丁箴言
易樊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王丹凤
大围屋艺术团

孙新
无言舞语

扎西旺加
雪人舞蹈剧场

彭俊宁
陈作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王丹凤
大围屋艺术团

孙新
无言舞语

翩翾影室 1

翩翾影室 3

铿锵论坛 1

铿锵论坛 2

缤纷展厅 1

缤纷展厅 2

翩翾影室 2

翩翾影室 4

《无限游戏》
大围屋艺术团（深圳）

《不在服务区·请保持安静》
《不在服务区》
无言舞语（昆明）
《请保持安静》

正经跳舞（三亚）

张乜
正经跳舞

张曦
初一文化传媒

张乜
正经跳舞

张曦
初一文化传媒

B 区 4 层、5 层排练厅

B 区 4 层、5 层排练厅
B 区 1 层 交流中心
B 区 1 层 交流中心
小剧场
B 区 1 层 交流中心

《穹顶》
初一文化传媒（杭州）

7.22（周五）
李景
木子璟舞蹈团

刘沛麟
诗篇舞集

刘斌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李景
木子璟舞蹈团

刘沛麟
诗篇舞集

刘斌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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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鯤
一鲲一界

刘学
半山舞人

谢鯤
一鲲一界

翩翾影室 7

铿锵论坛 3

铿锵论坛 4

缤纷展厅 3

缤纷展厅 4

翩翾影室 6

翩翾影室 8

《拾光者》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北京）

化

刘学
半山舞人

翩翾影室 5

大剧院

《微妙关系》
木子璟舞蹈团（福州）

7.23（周六）

文

和

旅

闭幕演出

《俑 3》
田湉舞团（上海）

《遥·浮》

《一步之遥》
半山舞人（长沙）
《浮世》
一鲲一界（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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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周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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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舞周日程表

7.19（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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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总导演 曹诚渊
联合创作

杜绍樑、黄恒辉、梁力、刘玉芬、翁少涓、		

制 作 人

余学文

乐

视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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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设计

香港粤语流行歌曲
刘玉芬
陈诗悦

道具、服装统筹
舞
开幕演出
OPENING
PERFORMANCE

s in Hong Kong

者

节目时长

舞团介绍

黄恒辉、余学文、邢雅梦

陈焕球、杜绍樑、杜盈莹、贺敏、黄美娟、		

金晓霖、舒宇、谭永铨、余艳芬、余学文、		
叶勇豪

60分钟（不设中场休息 )

香港风临山海舞蹈制作由曹诚渊于 2019 年创立，本着

“立足香港、胸怀中国、放眼世界”的宗旨及艺术水准
至上的理念，搜罗并呈现香港优秀的现代舞作品，发掘

风临山海舞蹈制作 ( 香港 )
HKDance/FLSH (Hong Kong)

2019 年 6 月 9 日“修例风波”至 2020 年 7 月 1 日 《国安法》落地实施期间，

璀璨舞台

音

王书云、叶润霖

具潜质的青年舞蹈家，同时充分利用香港中西文化交融

的地缘优势，积极投入中国舞蹈发展项目，力图促进香
港、内地与国际现代舞艺术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编舞介绍

曹诚渊，出生于香港，香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香港演

艺学院荣誉院士和荣誉博士。1973 至 1977 年间在美国
接受现代舞训练，1979 年创办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

并先后帮助建设广东现代舞团、北京现代舞团、广东现
代舞周、北京舞蹈双周、大湾区舞蹈周，及全国性现代

舞网路联盟—— 天下驿站。2005 年创办北京雷动天下现

代舞团、2020 年创办香港风临山海舞蹈制作，并担任

这两个团体的艺术总监至今。现为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
广东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及香港文联舞蹈协会会员。历年

获取诸多奖项，比较重要的包括：1988 年香港艺术家联

盟“舞蹈家年奖”、1999 年香港特区政府“铜紫荆星章”
及 2017 年香港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等。风格多变
的编舞作品有《霸王》、《逍遥游》、《非常道》、《寻
找大观园》、《我本楚狂人》等。

包含了多少不堪回首的香港人、香港事，直是风雨飘摇、波诡云谲。长夜已尽，
在浮光掠影的历史记忆中再次面对那段荒诞的人生百态，在个体与群像的相互
观照中又见柳暗花明。

璀璨舞台

这是一部文献肢体剧场，以 1 年零 21 天中真实文献记录为蓝本，以生活化的

4

舞台意象描述在香港发生的不同情景，展现一群中国香港人的所见所闻与所
感所悟。

7.19 ( 周二 TUE)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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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委约作品

© 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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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人舞蹈剧场

© 雪人舞蹈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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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诗悦

多 媒 体

宋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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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像 鸟 飞往你
Fly t o

雪人舞蹈剧场 ( 北京 )
A Snowman Dance Theatre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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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卓玛

音乐剪辑/舞台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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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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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时长

舞团介绍

蹊跷典堂

编舞助理

扎西旺加

7

吴虞欣、毕振宇
胡海晴、扎西旺加

60分钟（不设中场休息 )

雪人舞蹈剧场由扎西旺加创办于 2020 年，以发表扎西旺

加的作品为主。扎西小时候生活于西藏，他家的背后有

我是未知世界的怪物 ，我们是什么？

现在人也许是人形，但大多数人为了活着已面目全非 。

都市让我们变成城市游牧人，我提着简单又不简单的行李 ( 一切 )，总是不停地向前走着，不停地打开看。
它是一个轻便的家，但又装着所有的理想和记忆行走！每个人提着它用不同的方式走过自己的一生。想

座山，只要下雨下雪都会形成雪山。他就生活在那个山
下，来自雪域的扎西希望在创作里带给大家那些简单、

编舞介绍

是雪人的第一部作品。

西藏昌都长大。少年时于青海省文化艺术学校学习民族

安静、真诚、善良的白色世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民间舞，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2009 年加入北

起儿时走在路上时家人总是叫我小心，路上不要乱跑 ....... 好好地往前走……真正对的方向又在哪里？

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成为现代舞者，2014 年转为自由舞

看着另一个被自己塑造的自己，被形成无形的自己，在摇摆不定着。但在最无助时总有一些重要的东

者及编舞，现为雷动天下的联席艺术家及舞蹈中心导师。
2010 年创办北京蕃艺舞蹈中心。其编创作品包括《静

西会出现在你的记忆里需要被你守护，因为上一个给你生命的人留给了你最重要的 ..... 记忆里留着

地》、《时间线》、《寻》、《虚无之地》等，先后发

他简单又最贵重的爱，这个重量可以压下所有！

蹊跷典堂
6

表于雷动天下剧场、美国舞蹈节、纽约贾德森教堂、纽

从迷失的世界到理想的世界！

约洛克菲勒中心及中国当代舞双年展。

从现实的处境到内心的彼岸！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

7.19 （周二 TUE）

鸣 谢 青年舞蹈人才培青计划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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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西旺加，出生于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藏族舞者，在

© 雪人舞蹈剧场

© 大围屋艺术团

© 大围屋艺术团

编
音

光

舞

美

大围屋艺术团 ( 深圳 )
Round House Dance Company (Shenzhen)

当来到这里我们就开启了游戏模式……这看似有限的空间里，发生着怎

样的事情……只有参与者才有感受……欢迎你！加入到无限游戏中来……
深圳市龙岗区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者

节目时长

舞团介绍

亚历克斯·云代尔、弗兰克·布雷施奈德、

安德勒雷斯·曼伦柯乐、
奥拉维尔·阿纳尔兹、
康磊
高捷

王丹凤、易海

9

孔晓晓

龙洋、刘闽、万梦、赵雪、赵孟楠、翟曼莉、
张藜藉

60分钟（不设中场休息 )

深圳市龙岗区大围屋艺术团成立于 2008 年，隶属于深圳
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接受龙岗区文化馆日常

管理，首任艺术总监蒋晨光。自成立以来，致力于精品

创作，其原创舞剧《大围屋·雪娘》演出 110 多场，荣获
广东省第十届艺术节金奖、广东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广东省第九届鲁迅文学艺

术奖；并创作《竹蜻蜓》、《破·立》、《英雄无悔》、
《慢半拍》等作品，曾出访塞尔维亚、希腊、卡塔尔和

阿联酋等国家作文化交流演出。2013 年舞团经历了从政

府投资到民办非企业的转型，改为以现、当代舞为核心
发展方向，打造展现当代精神的平台，以不同形态、思
想、情感来强调作品的个性、时代性和原创性。先后创

作了《浮流》、《忘言·絮语》、《总有一个宇宙等地球
回家》、《她者》等优秀现代舞作品。2020 年开始，担
任“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的协办单位。

璀璨舞台
8

舞

装

王丹凤

璀璨舞台

f
n
I
f
Game o

乐

灯
服

无 限 游 戏inity

舞

编舞介绍

王丹凤，吉林省吉林市人，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深圳

舞蹈家协会“英才计划”委约编舞 。曾就职于华侨城演

艺集团，2008 年至今深圳大围屋艺术团舞者、驻团编舞。
她是痴狂与冷静的诠释者，《浮流》、《忘言·絮语》、《总

有一个宇宙等地球回家》、《她者》等作品是她用身体
描绘的“狂冷”；她是开朗与内向的代言人，《两端》、
《孤草》、《一路走来》、《咽》、《惑》等作品是她

左脑打右脑胜利的“产物” 。《无限游戏》是她开启的
第一次“游戏模式”，在这 60 分钟里欢迎大家的加入…

7.20 （周三 WED）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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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围屋艺术团

正经跳舞 ( 三亚 )
Ought To Dance (Sanya)

© 殷鹏

“手机”的“地位”在变迁……

重度依赖“手机”的当下，人的精神、行为、乃至思想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被手机控制……

我们在获取，也在失去 ;

是便捷，也是距离 ;

甘愿沉溺于手机的屏幕前的片刻满足，而忽视现实真实发生的一切……

当剥离手机回归现实，精神的消耗促使我们空虚、疲惫。
艺术总监

闫潇潇

音

阿尔瓦·诺托、坂本龙一、			

编

舞
乐

孙新

雷克迪特、阿内一詹姆斯·查顿、雅恩·提尔森、
勒内·奥布里、德拉蒙·韦尔西恩、		

蹊跷典堂
10

技
舞

术

者

节目时长

卡耶塔诺·费洛索
马梦凡

岳悦、程路晴、胡鸣桂、潘雪、孙新、吴辰然
30分钟（不设中场休息 )

7.20 （周三 WED）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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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团介绍

无言舞语由艺术总监阎潇潇创办于 2011 年，是云南首家

也是昆明唯一一所独立运营的现代舞艺术机构。自创立
开始便致力于引进当代艺术创作形式及理念，并坚持打
造原创现代舞作品。曾登陆国内顶尖舞蹈节，同时受国

际艺术节的青睐，极大推进了云南当代舞蹈艺术的创新
与发展。近年来更与世界各地艺术家和机构进行紧密合
作，为本土青年艺术家搭建交流平台，培养和催生新生
代现代舞者和作品。
编舞介绍

孙新，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舞蹈编导，现任云南艺术
学院、昆明城市学院外聘教师。主要作品：《错爱》、《系

绊》、《转身的距离》、《落叶归根》、《第十一个小时》、
《无声的低语》。

持
保
请 S 安静
hh

祈祷我健康，还有一个也祈祷我健康。

编

舞

张乜、羊贤杰

音

乐

托马斯·布林克曼、				

排练助理

道
舞

具
者

节目时长

舞团介绍

伍庆烨

弗雷德里克·弗朗西斯克·肖邦、张乜、		
陈秀兴

张乜、伍庆烨

张乜、羊贤杰、吴永乐、伍庆烨
30分钟（不设中场休息 )

正经跳舞成立于 2019 年 3 月，主要从事创作表演、演
艺策划、艺术培训等，拥有一支年轻专业、具有超强执

行力和丰富创作力的团队，主要成员都是海南大学、三
亚学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教师和研究生，致力于在
海南推广现代舞艺术。近年来，原创多部现代舞作品上
演于北京、香港、广州、深圳、成都等地。

11

© 清野

无言舞语 ( 昆明 )
Enigma Dance (Kunming)

我的大脑里住着两个小人儿，一个		

蹊跷典堂

不在 服 务
in Service Ar
t
o
ea 区
N

编舞介绍

张乜，三亚正经跳舞创始人，安徽省舞蹈家协会会员、
国际舞蹈委员会成员。本科和硕士毕业于海南大学音乐

与舞蹈学院。曾担任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更路传奇》执

行导演、中意文化交流项目《抚琴 • 乱山昏》专场导演。
2017 年起致力于海南苗族舞蹈研究，2019 年发起舞蹈

实验“飞花令”，寻找在不同因素环境中身体内在与外
在的平衡，并拆解固化的肢体与思维习惯过程中完成《冱

冱》、《张三和他的头颅 & 四肢》、《月亮为什么夜里出
来？》等作品。

羊贤杰，今年本科毕业于海南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作
品包括《我喜欢在夜晚聆听星星的声音》、《下一层》、
《摆渡人》等。

© 初一文化传媒

© 初一文化传媒

穿世事的眼睛，透过时光凝望现在，让我们重新审视文明的进程、生命的意义、人与自然
的关系。

几何形状的构景与舞台数字化新媒体技术共同构成了虚实交错的当下，舞者成为了漂浮于
云端的精灵，轻盈灵动、透彻隽永，行星一般在纷扰世事中找寻自己的轨迹。从良渚人在

土地上踩下第一个脚印开始，文明开启了纵贯五千年的清晰脉络。我们在历史中找到回
忆的落点，便不会于光怪陆离的当下迷失方向。

对镜自问，是时代的声音，字字句句如同高空回响。你找寻答案时，答案就在你手心

璀璨舞台

里。你找寻答案时，答案就在你手心里。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

大有润恒（北京）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7.21 （周四 THU）

涂一舞品

曹诚渊

织造司

杭州保利临平大剧院

映想力光影社

陈知文、白璐
王梦

总编导/舞剧构作
舞蹈编导

王俊戋、张强

杨尚兵

视觉设计

NOFF新媒体工作室

音

乐

服

装

灯
舞

光
者

节目时长

13

张曦

排练总监
视觉总监

璀璨舞台

初一文化传媒 ( 杭州 )
Chuyi Culture Media (Hangzhou)

e

明应运而生，以自己的双手建造了生命的根基、生活的轮廓。时至今日，文明成为一双洞

12

艺术顾问

编剧/导演

我们身处于信息的洪流当中，时代浮光掠影催促着每个人仓惶的脚步。五千年前良渚文

鸣谢

陈知文

制 作 人

穹顶gh the Dom
ou
r
h
T

出 品 人

尤曜铭

舞团介绍

杭州东阳市初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从事

汪圆清、陈喆

文化及商务活动，包括策划、组织、运营、管理及全媒体

陈诗悦

融合开发 , 业务涵盖大型演出、教育培训、广告传媒、影

织造司、涂一舞品

陈名炜、陈姗姗、华子歆、李经进、刘玉婷、
苗嘉伟、王天一、吴迪、徐梦迪、薛佳慧、		
杨明迪、杨尚兵、杨颜嘉、张强
60分钟（不设中场休息 )

有国内外文化艺术权威人才资源和优秀的管理团队，实现

从编剧、导演、制作到市场推广等完整产业链，在国内与

国际的合作中，打造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的文化品牌，目

的是建设一流文化推广平台，全面促进杭州文商旅互动，
为国内艺术界贡献不同凡响的力量。
编舞介绍

张曦，是韩国无限未知 X-zero 舞蹈剧场联合创始人、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青年孵化艺术家，硕士毕业于韩国

杭州歌剧舞剧院

国立江原大学文化艺术大学，师从韩国艺术家赵成姬教

大丰艺术团

授。曾应邀参加国内外各大艺术节及大师工作坊，代表

作品有《独白》、《天黑以后》、《小房子》、《十三月》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时尚与品牌创新教研中心

等。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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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投资、演员经纪、艺术研习、创意传播等多个领域。拥

© 初一文化传媒

© 木子璟舞蹈工作室

© 木子璟舞蹈工作室

编

帕特里克·奥赫恩、马克·里希特、		

光

周佩佩

音乐设计

许晋燊

服
舞

独处。合力。喷发！挣脱！倾听。表达。

生命的边界……

者

节目时长

舞团介绍

李景

唐晨、卫婷、肖潇

60分钟（不设中场休息 )

实验性作品，为城市艺术文化建设贡献一己之力。在创
作中通过肢体与心理、环境等多方面的连接，对生命进
行更为深入地体验与思考，并在这个过程中去发现、表
达更多的可能性。本着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舞团创作
了不少高质量作品，如《走》、《OO》、《隔着玻璃的
木子璟舞蹈团 ( 福州 )
Muzijing Dance Studio (Fuzhou)

生命蕴含各种微妙。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中会与各种人、事、环境甚至自身产生各种链接，并出现不同的动
作反射。当我们在特定的环境下想再次体验这种链接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往往是既清晰又模糊，

15

郭麒、黄迪、李卓君、朴健雄、钱安康、		

福州木子璟舞蹈团自 2019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探索

Conn
ecti
ons

自然。 生命。微妙的链接！清晰？模糊？

装

阿尔瓦·诺托

蹊跷典堂

灯

Obs

李景

乐

音

系
微妙cu关
re

舞

雨滴》、《秋…》、《婚纱》等。

编舞介绍

李景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舞蹈学专业，是木子璟舞蹈工

作室创办人及木子璟舞团发起人。2015 年至 2017 年担
任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学秘书长助理，期间学习身心训练
理论实践与身心平衡技法。2018 年游学于美国学习芭蕾
及霍顿技术，2019 年游学于西班牙学习芭蕾及弗拉明戈

舞蹈，于 2019 年间先后和法国舞蹈理论家米莉恩·古尔
芬克和德国 / 日本艺术家奈尔·克廷合作艺术研究项目。

其作品包括《光》、《走》、《小丑》、《拓梦》、《不

负韶华》等曾于大湾区舞蹈周、大学生艺术节、阿那亚
戏剧节、杭州国际戏剧节等上演。

身体与心理在行为表现中则亲密又疏离。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可以让身体挣脱所有的枷锁，在一个

蹊跷典堂
14

全新的环境中自由地倾听、任性地表达，在无边际的时空中探索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环境甚至与自身
的关系，进而拓宽自己人生的边界呢？

7.21 （周四 THU）
21:00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 • 大剧院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ral Center•GrandTheater

鸣谢 木子璟舞蹈工作室
© 木子璟舞蹈工作室

©️ 殷鹏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 北京 )
BeijingDance/LDTX (Beijing)

编

舞

刘斌

服

装

刘斌

灯

舞

光者

舞团介绍

江淼

陈作、丁箴言、冯晓明、高蓉、黄翔、蒋意钫、
蒋瑀珲、林依俞、马越、彭俊宁、施瑶佳、		
易樊、张雪峰、左越云

60分钟（不设中场休息 )

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简称“雷动天下”）是由曹诚

渊与李捍忠联合创办于 2005 年的民营专业舞团。成立以
来一直由曹诚渊担任艺术总监，以创作、表演、教育及

推广等活动，为中国艺术家提供一个自由表达的平台，

展现当代的思想情怀，推动舞蹈的多元发展。成立至今，

烈日下，只听见奔跑过后的心跳与呼吸声。

创作了一百多部作品，获邀参与国内外大型演出，巡演
足迹遍及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国各城市举

Hi，你好吗？

办工作坊，并连续多年策划及组织重要文化交流项目，

足迹不停的复刻，风沙不停地吹动。							

如：“北京舞蹈双周”、“大湾区舞蹈周”、“天下驿站”

时光，画出一道漂亮的弧线坠入到了							

和“望舒之约”等。舞团的 7 男 7 女 14 位专业舞者分别

来自全国各地，以精湛的技艺、创作的才华及对多元化

岁月的河里。

舞蹈艺术的尊重为舞团创作及演出不断，成为当今中国

一切又如往日般平静 ......

现代舞的重要推动力量。

鸣谢

© 殷鹏

璀璨舞台

7.22 （周五 FRI）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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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节目时长

拾Scavenger of Light

16

乐

陈诗悦

© 殷鹏

璀璨舞台

音

光

17

编舞介绍

刘斌，出生于陕西西安，1998 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民
间舞系，2001 年加入北京现代舞团，2005 年成为雷动
天下现代舞团建团团员， 2009 年转为自由舞者及编舞，
2015 年出任雷动天下驻团艺术家。其舞蹈表演潇洒流

畅，创作风格多变，勇于尝试新概念。先后出访亚、欧、
美、澳洲等多个国家，曾参加香港艺术节、新加坡艺术

节、比利时布鲁塞尔艺术节、美国纽约秋季舞蹈节和休
士顿舞蹈沙拉艺术节、巴西圣保罗艺术节、德国威斯巴
登五月艺术节、意大利罗马中国年艺术节、英国爱丁堡
艺术节等，作品曾获国内外多项奖项。主要作品有：《再
见蜗牛》、《十月》、《天空》、《一处》、《掠影》、
《9.192.631.770》等。

© 谢鲲

© 绘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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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开始寻找，迷途就随之而来 ......

半山舞人 ( 长沙 )
Mid-Mountain Dancers (Changsha)

在人生此刻的节点上，这条路究竟是要去哪？

而你苦苦寻求的世界也许不在别处 ......
编

舞

编舞助理

刘学

罗文文

音

乐

张悦晨

舞

者

段晨、刘学、刘义丰、欧阳靖、吴欣昱、		

灯

光

节目时长

舞团介绍

周佩佩

谢子灵、许婷婷

30分钟（不设中场休息 )

半山舞人由湖南周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 2018 年在长沙

蹊跷典堂
18

创立，业务范围包括舞蹈创作、舞蹈演出、舞蹈教室。

舞团关注现代舞、区域民间舞等多舞种，通过舞蹈多元
化的发展动向为年轻编舞家及舞者提供别具活力与动能
的舞台。

7.22 （周五 FRI）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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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蹊跷典堂

之
步
一 e Ste 遥

舞团作品以东方美学为基，极具中国审美意境意蕴，作

品有《生》、《耘》、《偏·见》等。2021 年于长沙成
功举办首届“半山舞人艺术周”。

舞团成员来自不同领域，各具风格，但都胸怀梦想与激
情，纯粹勇敢的他们有着心系舞蹈的情怀，为舞团带来
生机活力。
编舞介绍

刘学现任半山舞人舞蹈总监，是广西艺术学院舞蹈学院

舞蹈编导研究生，也是广西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外聘教师、
谢欣舞蹈剧场创团舞者及胡沈员舞蹈工作室项目舞者。

曾随团演出于意大利、德国、法国、克罗地亚、巴拿马、
日本等地的国际艺术节活动，并参加香港艺术节与中国
培青计划委约作品计划。

浮世

一鲲一界舞蹈剧场 ( 重庆 )
One Kun One Boundary Dance Theater
(Chongqing)

Van
ity

我们生活在拥有太多诱惑的时代。当欲望成
为流行，真实成为附庸，生活的空心化让人
不禁发出疑问：“我们因什么而活？”
编

舞

舞

者

音

乐

节目时长

舞团介绍

谢鲲

月光男孩

谢鲲、张鑫、郭逍然、刘兴明、张玉楠、		

张雪娇、董玥、毛露珠、邹文涛、青晨、		

编舞介绍

30分钟（不设中场休息 )

协会理事、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舞蹈系主任及副教授、一

李嘉益、刘茜睿

一鲲一界舞蹈剧场是重庆乘艺舞文化传播公司旗下舞蹈

品牌，曾用名谢鲲舞蹈剧场。创办理念是以后现代剧场
艺术无界化为核心，由多领域艺术家参与创作、演出、

教学、评论，在艺术各领域逐渐模糊的边界中大胆融合
与反思，勇敢发起剧场性的实验创作，致力于推动现代
舞、街舞、戏剧、音乐、影像等艺术的发展，成为重庆
的艺术先锋力量。

谢鲲，韩国祥明大学舞蹈博士，现为韩国国际舞蹈艺术
鲲一界舞蹈剧场创始人。2016 年获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

术创作人才舞剧编导《无舞有生》立项资助，2018 年作
品《亲爱的收件人 XXX》入围中国舞蹈家协会培青计划。
近年来创作方向主要以舞蹈剧场为主，致力于发掘后现

代剧场创作的包容性视觉，极力挖掘与探索身体与心灵
的高度合一，呈现自身对现代社会人性关系的感悟与
思考。
鸣谢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重庆半岛青年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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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湉舞团

田湉

音乐总监

鲁澄

排
作
音

I
I
I
俑 g III

练
曲
乐

服

武娟

灯

光

造

型

舞

装

筹
者

节目时长
田湉舞团 ( 上海 )
Tian Dance Company (Shanghai)

《俑Ⅲ》由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委约制作，是编导田湉“俑”系列的第三

号作品。它延续了中国古代舞俑的意象主题，同样是对历史中身体姿态的重访；与

此同时，较之前两部作品，俑Ⅲ的身体更当下、未来、也更具想象力。

以古画意象为主体的《俑Ⅲ》各段落独立成章又彼此连缀，带给人以游历博物馆的奇妙观

感。自 2021 年 3 月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首演以来，先后在杭州运河大剧院、佛

山大剧院、广州大剧院、闽南大剧院、泉州大剧院等上演，过程中它仍在不断生长变化。

璀璨舞台
20

深圳“大湾区舞蹈周”的演出中，将由《簪花》、《唐乐宫图》、《胡服美人图》、《蹲
蹲舞我》、《塞外》、《行吟图》、《穿深衣的贵族》等组成又一幅崭新面貌。

7.23 （周六 SAT）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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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谢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委约制作方）
鼓楼西剧场汉唐舞创作中心

胡俊东（设计）、曲维强（执行）
王乔叶
莫云云
付一然

朱耘君、武陟、毛佳乐、李佳希、李澳雪、		
王培先、刘天一、邓伊晗、赵睿琪

60分钟（不设中场休息 )

田湉舞团（田湉工作室）成立于 2021 年，以汉唐舞蹈

剧场、跨媒介艺术实验为主要创作方向，是编舞家田湉
的作品载体，主要演员有王蒋悦梦、朱耘君等。并以项

目合作方式从全国各舞蹈院校遴选优秀舞者组成演出班
底，不定期进行舞蹈作品创作和演出。
编舞介绍

田湉，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艺术学博士
和设计学博士后在站，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联合艺术

21

家及北京市青年拔尖人才。曾担任 2018 上合峰会编导组

组长及 2022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分场导演。现为上海国际
舞蹈中心剧场汉唐舞传承与创作中心艺术总监、鼓楼西

田湉汉唐舞创作中心艺术总监。代表作有：汉唐舞蹈剧
场《俑》系列、群舞《富春》、双人舞《蹲蹲舞我》、

数字交互舞蹈《西河剑器》、《平行》、《宇宙手谈 - AI

棋迹》及实景演出《元》、《有朋自远方来》、《瑰丽 犹在镜》等。

© 田湉舞团

《俑》系列作品是对“异域”的想象。

刘索拉

王韧

统

“过去即异域”。

鲁澄、唐彬、田园

多 媒 体

舞台监督

Yon

王蒋悦梦

舞团介绍

璀璨舞台

舞

编

© 田湉舞团

缤纷展厅一

《谷底》

《一段流畅的舞蹈》

跳·舞瀚舞蹈空间
编舞： 刘畅
舞者： 谢思湘、王鑫培、贾珠珊、
魏婉、谢欣瑶、谢妍希、
王茹冰、朱政、肖易鑫、
余丹丹、白国汲、周富超
来自： 武汉

舞者属于自己，并非别人的工具。享受舞
动的瞬间，才是对自己的尊重。专注自己
的表达，才是对舞蹈的最好回应。

《栖息地》

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
编舞 / 舞者：虎博、邢梦阳
来自： 兰州

7.20 （周三 WED）
16:00

《漩涡》

渡舞人舞蹈工作坊
编舞：詹杨、符光鸿
舞者：符光鸿、王天一
来自：海口

绽放剧场
编舞： 刘琦
舞者： 于琼、王丹、王莉、孔莉萍、
李晶如、吴华丹、迟西阳、
林小怡、黄文华、谭美琴
来自： 广州

23

“杳蔼蓊郁于谷底 , 森䔿䔿而刺天。”《南
都赋》。我在谷底，听不见，看不着。是
藤蔓、是梧桐、是飞鸟，是一切向上寻找
光的事物。

我们都在找寻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一个可
以停留的地方，一个栖息地。

人生的路，走走停停是一种闲适，也是行
走在人生路上了解自己内心的一个过程。
我想在行走的路上停下脚步，回头找到最
初的自己，带着“他”一起前行，体验这世
间一切精彩的瞬间，倾听彼此的梦想。

《摇摇晃晃的平衡》

《境兮》

《嗨吗？》

浙江音乐学院
编舞 / 舞者：盛晓叶子
来自：杭州

山东艺术学院
编舞： 刘忠、陈子钰
舞者： 陈子钰
来自： 济南

缤纷展厅
22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柳州市演艺集团
编舞：胡兴宇、马丹
舞者：胡兴宇
来自：柳州

《五福临门》

缤纷展厅

高达尚文化艺术学校
编舞 / 舞者：钟奥
来自：南昌

《走走停停》

原来世界上的一切本身都是摇摇晃晃的，
只是大多数人的眼里都装着价值不菲的稳
定器。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文化馆 • 小剧场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ral Center•Small Theater

无为自化，清静自在。只有宁静才能给我
带来心灵的感念，更能让我享受生活的安
宁和自在。

编舞：赵锦威、赖欣婷、乔云林
舞者：赵锦威、赖欣婷
来自：东莞

日子变了，我们都陷入了生活的漩涡，一
成不变又不可预料。我们计划在某时逃
离，能穿过洪流去往安宁。

《新摩登时代》

编舞： 李翠颖、韩佳妤、李炳霖、
权俊琪、杨绘桥
舞者： 韩佳妤、李炳霖、权俊琪、
杨绘桥
来自： 长春

想嗨！！
在过劳时代开启的今天，忙碌倦怠与彷徨
的上班族被加速增长的事务围困着，疲于
奔命，个人梦想献祭给“加速机器”。

五福是什么？五福是长寿、康宁、富贵、
好德、善终！——我不是要告诉你怎样面
对死亡，我是要告诉你我怎样面对死亡！
请让我们一起迎接它吧……

缤纷展厅二
陕西理工大学
编舞： 毕思文、尹雪松
舞者： 袁盈盈、于可欣、刘洪成、
张玲菱、赵盈茹
来自： 汉中

“ 屿·榭”是温州方言中“温商”的音译。作
品中的温商只是一个为了生计而努力奋斗
的鲜活的平凡人、普通人。

《鹤神》

星海学院
编舞 / 舞者：朱彦霖
来自：广州

缤纷展厅
24

“ 低头乍恐丹砂满，晒翅常疑白雪消。”
一位祭祀被鹤神选中的故事，人在面临生
与死的时候怎么去抉择。

七分之五
编舞： 暴婧怡
舞者： 暴婧怡、于晓洁
来自： 成都

或许人与人最持久的关系就是无限靠近并
保持距离。就像宇宙中的行星和卫星一样
相互吸引但却不能超过洛希极限。

《金鱼》

浙江音乐学院
编舞 / 舞者：陈姚遥
来自： 杭州

人间的纷繁复杂前，我想做一只金鱼。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文化馆 • 小剧场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ral Center•Small Theater

《安全距离》
《三人行》

尊艺皇家芭蕾艺术中心
编舞： 张家铭、方梦莹
舞者： 李柯锦、高佳杰、张家铭
来自： 盘锦

脸面露于外，顾及于情。为得到他人重视
带起面具。迎合中频频更换面具，迷失了
自我。想要改变时面具已摘不掉了……

《筝》

编舞 / 舞者：黄玉怡
来自： 天津

作品表达对疫情现状和自我认知的不满与
不悦、在束缚中矛盾的挣扎、试图寻找和
获取精神及身体上的解脱。

7.21 （周四 THU）
16:00

山东师范大学
编舞： 翟立昂进、王凌辰
舞者： 翟立昂进
来自： 济南

你，我，她，彼此观察，竞争，合作，我
们的关系不停的改变，是唯一的不变。

《迷途》

编舞 / 舞者：胡鸣桂
来自：衡阳

躲在黑暗之中，无论过去将来，仍会有质
疑的目光，向你投来。也罢，唯有抬头，
才能拥有直面的勇气，去寻找属于自己的
陌路归途。

放舞之人舞蹈剧场
编舞： 杨卫佳
舞者： 杨卫佳、王恩帅
来自： 北京

什么样的距离才安全？大家又是如何恒定
距离是否安全？什么是安全距离这个问题
大家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桎梏》

泉州师范学院
编舞： 彭辉、龙静雯
舞者： 杨皓悦、王法、詹世航
来自： 泉州

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是随波逐流，还是
奋力前行？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束缚与
自由皆为已定。

《让这个地方没有屋顶吧》

诗篇舞集
编舞： 亚博特·贾西亚 (Albert GARCIA)
舞者： 梁君宝、梁保昇
来自： 澳门

缤纷展厅

《屿·榭》

《洛希极限》

《脸面》

25

高山生长在我们的脚下，我们所经历的一
切都让我们做好一切的准备。拿起我们的
锤子和拳头，我们要一同打破玻璃制的天
花板。

《小丑鱼和海葵》

诗篇舞集
编舞： 刘沛麟
舞者： 刘沛麟、罗秀妮
来自： 澳门

他和她生活在一起。他爱她，她也爱他。

缤纷展厅三

《花的姿态》

《消逝》

《形色》

山东艺术学院
编舞 / 舞者：贾晨熙
来自： 济南

《庆典》

编舞 / 舞者：曹新笛
来自： 北京

你我如夏花盛开其中，却似微尘烟袅消逝
远离，一切都好像在消逝，像一股彩色的
烟，飘向天际。

《这一路，奋力追光》
幸福的生活在向我们招手，胜利就在
前方，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光明与
希望。

缤纷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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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周五 FRI）
16:00

迴·舞蹈创作实验室
编舞： 张逸凡
舞者： 刘雨欣、帅天赋、卫千鹤、
明楚楚、张朦滔、张舒婷、
胡楚銮
来自： 西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每一
次向光靠近，是与更强大的“阻碍”交手、
是同更坚定的自己相遇。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文化馆 • 小剧场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ral Center•Small Theater

一舞一生舞蹈工作室
编舞 / 舞者：赵建瑞
来自：青岛

《独辟》

花开花落 , 岁岁年年。在时间的察而不觉
里，每一刻的刹那，都是永恒。
每个人都是被禁锢了的自由灵魂，同时每
个人又是为了自由而被禁锢了的不同个
体。形色各异，又本质相同。

《蝼蚁》

编舞 / 舞者：岳芸、马子潇
来自：北京

山西传媒学院
编舞 / 舞者：吴建
来自： 晋中

缤纷展厅

编舞 / 舞者：梁捷
来自： 广州

《久宿》

《大屯》

成龙影视传媒学院戏剧舞蹈团队
编舞： 林煜、杜练、何艺斐
舞者： 林煜、伍金科、李锦涛、
牛乐凯、庞家宁、成慧莹、
叶小霞、胡炳睿、张玥
来自： 武汉

浙江音乐学院
编舞 / 舞者：邓浩然
来自：杭州

久居空室，未闻花香，二三言语，留宿他
乡。

《在·呼吸》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编舞：王莎莉、吕婧澜
舞者：吕婧澜、包周怡
来自：厦门

最明亮的欢乐火焰大概都是由意外的火花
点燃的。

人在情绪洪流下，面对自我时失落、迷惘
等复杂心理状态的再现，肢体探索呼与吸
之间，感受到能量频率的稳定，生命将会
重塑。

在这残忍的世界，我们卑微如蝼蚁。
22 年的时间小煜长高了，小煜的家更大
了，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潘哥映姐的笑声
还是和以前那么大声，真的超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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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展厅四

练舞空间
编舞： 王心如、綦平平
舞者： 王心如、綦平平、王梓涵
来自： 宁波

芸芸众生中的“你”就是独一无二，不必去
迎合生活，而忽视自己的初心。学会“倾听”
自己，跟随内心，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
光……

《你好，西瑞》
浙江音乐学院
编舞 / 舞者：张海澄
来自：杭州

缤纷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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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人类时代，爱依然是永恒的存在。

7.23 （周六 SAT）
16:00

编舞 / 舞者：韩敏敏
来自：深圳

《流浪之歌》

编舞 / 舞者：张国柱
来自： 南京

身体是能量的延续，以不同的姿态反对不
同的身体，同时又连结不同的能量。而更
多的是一种基于我们对生命的天然亲近的
理解。

《两生花》

㸚 AesOri
编舞： 徐维声
舞者： 尹清、万俊壕
来自： 重庆

双生花，两朵花长在同一根茎上，一起摇
摆和旋转。花期结束的时候，同蒂的两朵
花会竭尽全力扭动枝条，最终在落下的那
一刻相遇。

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文化馆 • 小剧场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ral Center•Small Theater

我行走在沙漠里，看不见结果是最令人窒
息的，一定时候身体大于精神，一定时候
精神大于身体。

《1+1》

优人舞集
编舞： 杨钦地
舞者： 逯文超、刘黎嫄
来自： 成都

一个人，一只狗，孤独的他们相互陪伴，
互相治愈。即使他们的生命长度不同，但
他们给予对方自己拥有的所有。

《一个故事》

编舞 / 舞者：杜昕仪
来自： 北京

《一个故事》描绘了一次演讲，演讲者费
尽心思地去描述一个故事，但她真的讲了
什么吗？

《别说了》

武汉音乐学院
编舞： 余丹丹、王佳璇、陈霖
舞者： 贾珠珊、朱政、黄玥缘、
肖易鑫、谢妍希、王鑫培、
王茹冰、魏婉、谢欣瑶、
谢思湘、周富超
来自： 武汉

一句话，很轻，让人不痛不痒；一句话，
很重，让人痛不欲生。

编舞： 李敏
舞者： 李敏、金艺欣
来自： 青岛

《此心安处是吾乡》

广西艺术学院舞蹈学院
编舞： 韦静、刘干华
舞者： 刘干华、刘远涛、黄曼玲
来自： 南宁

杯中的“新”世界，杯外的现实；长大后的
我们，也总是在幻想，向往着那属于我们
的“快乐星球”。

“左思想，右思量，灯灯路路分不清；拨
浪鼓，提笆斗，我们一起来跳舞；是远方，
是故乡。此心安处是吾乡。”

《低语》

《触碰》

华东交通大学
编舞 / 舞者：张雄
来自： 南昌

跟随自己内心深处的对话， 和自己的一次
邂逅，不受任何人动摇。

朔月舞蹈客栈
编舞： 韦蓓蓓
舞者： 黄春霖、赵欣雨、郑枭宇、
吴语璐、刘炳堃、甘艺杰
来自： 广州

触碰不只是血肉的联系——人与人之间；
物体与物体之间；人与物体之间——以空
间为媒介，是情感与精神的相遇。

缤纷展厅

《倾·听》

《我们，看见了“世界”》

《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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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翾
影室

“翩翾影室”放映排期

13:00

7.21

13:00

《量子》郝萤

《躺在废墟里》阿迪亚

《在花园里》李如梦

《假如》李晗

《生生》钟镇威
《蘋果》江雄

《陈醋女王》李翠颖
《共生》金石玥
《彳亍》易樊

《对话》汪圆清
《大山》周立恒

《动动》王天天

7.22

13:00

《恭喜发财 N+》何其沃

7.23

13:00

《一次采访》李翔

《国营大饭店》李翠颖、李忠阳
《房间里的雷动天下》郝萤

《关于我们星球的命运》李晨

《两个人》赵元灏

《冲浪》 李翠颖、钟镇威

《那我们还要庆祝吗？》王天天

《正念》李可华

《彩虹》李翠颖、钟镇威

《色素》 钟镇威

《莉莉丝》汪圆清

《界》程之昱 章雨歌

《迷路人》张欣

《映雪红珊》李翠颖
《郊区的鸟》杨福杰

18:00

《恭喜发财 N+》何其沃

18:00

18:00

《量子》郝萤

《躺在废墟里》阿迪亚

《我有一块地》王美棣

《在花园里》李如梦

《假如》李晗

《房间里的雷动天下》郝萤

翩翾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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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一次采访》李翔

《国营大饭店》李翠颖 李忠阳
《两个人》赵元灏

《那我们还要庆祝吗？》王天天
《彩虹》李翠颖、钟镇威
《莉莉丝》汪圆清

《界》程之昱 章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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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块地》王美棣

《时间》阿迪亚

《归园田居》李翠颖

伶俐学坊

7.20

《生生》钟镇威
《蘋果》江雄

《陈醋女王》李翠颖
《共生》金石玥
《彳亍》易樊

《对话》汪圆清
《大山》周立恒

《动动》王天天
《时间》阿迪亚

《关于我们星球的命运》李晨
《冲浪》李翠颖、钟镇威
《正念》李可华

《色素》 钟镇威
《迷路人》张欣

《映雪红珊》李翠颖
《郊区的鸟》杨福杰
《归园田居》李翠颖

李景

毕业于福建师

范大学舞蹈学专

业，是木子璟舞蹈

工作室创办人及木子

璟舞团发起人。2015 年至

2017 年担任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学秘书长助理，其间学习

身心训练理论实践与身心平衡技法。2018 年游学于美国

学习芭蕾及霍顿技术。2019 年游学于西班牙学习芭蕾及
弗拉明戈舞蹈，于 2019 年间先后和法国舞蹈理论家米莉

恩·古尔芬克和德国 / 日本艺术家奈尔·克廷合作艺术研究

项目。其作品包括《光》、《走》、《小丑》、《拓梦》、
《不负韶华》等曾于大湾区舞蹈周、大学生艺术节、阿那
亚戏剧节、杭州国际戏剧节等上演。

刘斌

出生于陕西西安，1998

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民间舞系，2001 年加入北

京 现 代 舞 团，2005 年 成 为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建团团员，

2009 年 转 为 自 由 舞 者 及 编 舞，2015

年出任雷动天下驻团艺术家。其舞蹈表演潇洒流畅，创作

风格多变，勇于尝试新概念。先后出访亚、欧、美、澳洲
等多个国家，曾参加香港艺术节、新加坡艺术节、比利时

布鲁塞尔艺术节、美国纽约秋季舞蹈节和休士顿舞蹈沙拉
艺术节、巴西圣保罗艺术节、德国威斯巴登五月艺术节、

意大利罗马中国年艺术节、英国爱丁堡艺术节等，作品曾

获国内外多项奖项。主要作品有：《再见蜗牛》、《十月》、
《天空》、《一处》、《掠影》、《9.192.631.770》等。

王丹凤

刘学

伶俐学坊

吉林省吉林市人，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深圳舞蹈家

现任半山舞人舞蹈总监，是广西艺术学院舞蹈学院

协会“英才计划”委约编舞。曾就职于华侨城演艺集

舞蹈编导研究生，也是广西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外聘

团，2008 年至今深圳大围屋艺术团舞者、驻团编

教师，谢欣舞蹈剧场创团舞者及胡沈员舞蹈工作室

舞。她是痴狂与冷静的诠释者，《浮流》、《忘言 •

项目舞者，曾随团演出于意大利、德国、法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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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语》、《总有一个宇宙等地球回家》、

罗地亚、巴拿马、日本等地的

《她者》等作品是她用身体描绘

国际艺术节活动，并参加

的“狂冷”；她是开朗与内向

香港艺术节与中国培青

的代言人，《两端》、《孤

计划委约作品计划。

草》、《一路走来》、
《 咽 》、《 惑 》 等 作
品是她左脑打右脑胜
利的“产物” 。

谢鲲

韩国祥明大学舞蹈博

伶俐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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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新

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舞蹈编导，现任云南艺术学院、昆

明城市学院外聘教师。主要作品：《错爱》、《系绊》、

《转身的距离》、《落叶归根》、《第十一个小时》、《无
声的低语》。

士，现为韩国国际舞蹈

艺术协会理事、重庆人文科

技学院舞蹈系主任及副教授、一鲲一界舞蹈剧场创始人。

2016 年获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舞剧编导《无
舞有生》立项资助，2018 年作品《亲爱的收件人 XXX》
入围中国舞蹈家协会培青计划。近年来创作方向主要以舞
蹈剧场为主，致力于发掘后现代剧场创作的包容性视觉，

极力挖掘与探索身体与心灵的高度合一，呈现自身对现代
社会人性关系的感悟与思考。

韩国无限未知 X-zero 舞蹈剧场联合创始人、上海国际舞蹈

扎西旺加

中心剧场青年孵化艺术家，硕士毕业于韩国国立江原大学

文化艺术大学，师从韩国艺术家赵成姬教授。曾应邀参加

国内外各大艺术节及大师工作坊，代表作品有《独白》、

出生于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藏族舞者，在西藏昌都长

《天黑以后》、《小房子》、《十三月》等。

大。少年时于青海省文化艺术学校学习民族民间舞，毕
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2009 年加入北京雷动天
下现代舞团成为现代舞者，2014 年转为自由舞者及编

舞，现为雷动天下的联席艺术家及舞蹈中心导师。2010

年创办北京蕃艺舞蹈中心。其编创作品包括《静地》、

《时间线》、《寻》、《虚无之地》等，先后发表于雷动

天下剧场、美国舞蹈节、纽约贾德森教堂、纽约洛克菲勒
中心及中国当代舞双年展。

张乜

三亚正经跳舞创始人，安徽

省舞蹈家协会会员、国际舞

蹈委员会成员。本科和硕士毕

业于海南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

伶俐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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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更路传

奇》执行导演、中意文化交流项目《抚琴 •

乱山昏》专场导演。2017 年起致力于海南苗族舞蹈研究，
2019 年发起舞蹈实验“飞花令”，寻找在不同因素环境中

身体内在与外在的平衡，并拆解固化的肢体与思维习惯过

程中完成《冱冱》、《张三和他的头颅 & 四肢》、《月
亮为什么夜里出来？》等作品。

陈作

来自重庆的汉族舞者，毕业于江南大学舞蹈编
导专业。2020 年进入陶身体剧场实习；2021

年 5 月参与南京逆行舞蹈剧场担任项目舞者；
2021 年 6 月成为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主要
编舞作品：《立命》。

伶俐学坊

张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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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箴言

来自陕西西安的汉族舞者，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舞蹈
编导专业。2016 年 10 月共同创建陕西省唯一专业

来自山东泰安的汉族舞者，2016 - 2020 年就读江南

现代舞团——唐朝身体剧场。2021 年 3 月成为雷

大学舞蹈编导专业；2020 年 7 月参与北京 9 当代舞

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主要编舞作品：《伞》、

团作品《共生》《七窍生烟》；2020 年 11 月份参

《游戏 2230》。

与北京现代舞团《长城》；2021 年 3 月成
为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
主要编舞作品：《要有光》
《未》。

伶俐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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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澳

刘沛麟

，毕业于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七年一贯

制，并在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研究所就读表创专业硕士

课程。自年少时就接触舞蹈的他，持续从事关于身体
艺术的创作，并在实践中不断拓宽视野，与不同形式
的艺术家合作，积极参与跨地区的戏剧表演工作坊与
艺术节。

易樊

来自陕西延安的汉族舞者，毕业于北京舞
蹈学院现代舞表演专业。2020 年 6 月成
为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舞者。主要编舞作
品：《微尘》、《从前有个》、《亲
爱的皮囊啊》。

伶俐学坊

彭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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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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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驿站”由曹诚渊先生于 2017 年倡议发起，是一个以中国城市

为单位的现代舞机构联盟网络。网络规模自成立以来不断扩充，至今
已汇集来自于全国 54 个城市的 72 个民营现代舞组织。

各 驿 站 成 员 独 自 活 跃 于 现 代 舞 各 领 域， 并 通 过 此 平 台共享资讯、交
流经验、切磋合作、互补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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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现代舞世界的桥梁，期冀外界能
透过“天下驿站”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舞幅员广阔的风貌。

2021 年，天下驿站发起“天下驿站好友计划”，不限国籍地邀请海内外现代

舞领域内的专业人士成 为“天下驿站好友”，共同关注中国现代舞之发展，亦

与“天下驿站”主体的机构网络相辅相成 、拓展视野，更全面地促进多元方式及跨
地域的行业交流及合作。

Initiated by Mr. Willy TSAO in 2017, China Dance Stations (CDS) is a network that connects modern

dance organizations that are thriving in cities of Chin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network has linked up
72 independent dance organizations from 54 cities across China.

With a common aspiration towards the prosperity of modern dance in China, the members of CDS
are active in various areas of the art of modern dance and have const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effective

天下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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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of information, consolidation of resources and creation of better synergy for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DS provides links for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to map out an
overview of the vast geography of modern dance in China.

In 2021, CDS has launched the "CDS Observers Scheme".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 of modern dance
from around the world will be invited to join the Scheme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f

modern dance in China. This brand-new platform is expected to complement the primary networks of
CDS and to diversify the ways of 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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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名单以城市拼音顺序排列

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雷动天下 _ 天下驿站  
+86 185-1355-6595
marketing@beijingldtx.com
18513556595 / 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蕃艺舞蹈中心
索南卓玛
+86 138-1021-5647
460557703@qq.com
gh_fc6f846c5795

鹭当代舞蹈创作教育基地
刘益锋
+86 185-0032-8525
lddart@163.com/571163603@qq.com
18500328525

常德

田园构想现代舞团
吴波
+86 186-8460-6266
413474834@qq.com
18673628282

长沙

半山舞人
周格特力加
+86 186-7318-2456
371154713@qq.com
18673182456 / 半山艺文空间

成都

原树当代舞蹈艺术空间
邱韵
+86 136-8817-5440 / +86 185-8187-3812
scmdweek@163.com

天下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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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本识舞蹈
肖敏
+86 199-3435-6338
331202569@qq.com
本识舞蹈

一鲲一界舞蹈剧场
谢鲲
+86 132-2402-3663
1134834953@qq.com
一鲲一界舞蹈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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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2066444

阜阳

阜阳市舞林大会舞蹈学校
李梅
+86 150-5588-2212
3081095233@qq.com
hxjy-5555

福州

福州创想舞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陈文聪
+86 152-8009-0237
71498788@qq.com
lj7399061
木子璟舞蹈工作室
李景
+86 136-0959-0320
1194184001@qq.com
木子璟舞蹈工作室

广州

二高表演
潘雄
+86 181-4482-1015
ergaodance-benson@qq.com
ergaodance / ergaodance1 / ergaodance2

香港

乌舞团
乌宏志
+86 156-9271-9162
476506842@qq.com
xieshun891124xs

吉林市菲凡文化传播
窦天图
+86 187-0432-8775
153025500@qq.com  
18704328775

贵阳

海口

渡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詹扬
+86 186-8978-7881
396875659@qq.com
渡舞人舞蹈工作坊

邯郸

涂一舞品
李世焜
+86 181-3107-2117
tuyidance@163.com
tuyidance

杭州

夏衍艺术院
刘瑶
+86 138-0574-0488 / +86 (571) 8699-4771
670844659@qq.com
lyzyy787878 / Hzhsballet
容易舞蹈剧场
杨尚兵
+86 159-0581-4494 / +86 188-0570-1296
380881382@qq.com
容易舞蹈剧场
杭州声体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杭现舞 ING 计划 )
白皛、林家希
+86 136-6665-2039
397167710@qq.com
HZmoderndance

衡阳

耒阳市青艺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青艺舞校）
尹鹤
+86 (734) 466-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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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5777280

香港风临山海舞蹈制作
余学文
+86 132-6693-3029
clement@hkflsh.com

吉林

济南

秋山 • 白鷺艺术学校
李冲
+86 (531) 8289-1588
287704283@qq.com
山东现代舞团
刘阳
+86 186-5311-0117
v.w8391@live.cn  
山东现代舞团

济源

济源市艺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靳骅
+86 151-0119-9257
136247325@qq.com
136247325@qq.com / jinhua1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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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团体舞蹈艺术空间
达德琪
+86 150-9541-8006
993321468@qq.com
150954180066

乐山

南宁

拉萨

宁波

本觉剧场
高杨
+86 186-0833-3203
7239595@qq.com
sunshineyangyang2011
西藏廓瓦舞台艺术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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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

诗篇舞集
何雅诗
+853 6300-6009
stellanartist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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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舞点典舞蹈中心
谢艺海
+86 186-7716-8771		
42482819@qq.com
42482819
宁波当代舞团
陈键
+86 133-8660-0861
11655374@qq.com
宁波当代舞团

鄂尔多斯

爱艺思艺术空间
阿拉腾苏和
+86 158-9496-3233
1718242906@qq.com
1026447325
燕奇艺舞蹈艺术培训中心
张美玲
+86 182-4770-1410
1757696100@qq.com
东胜区燕奇艺舞蹈

盘锦

尊艺艺术培训中心（尊艺·现代舞工坊）
张家铭
+86 186-0427-2611
530363635@qq.com
36924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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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衢州

衢州领卉舞蹈培训有限公司
徐芳卉
+86 139-6701-8382
381856001@qq.com
领卉舞蹈艺术中心

天下驿站

北京

重庆晗菲舞蹈艺术空间
梁宇
+86 139-1087-1192 / +86 (23) 6305-3527
65701230@qq.com
晗菲舞蹈艺术

广州舞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秦立明
+86 130-6885-5151
196073587@qq.com
广州舞动文化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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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

西安

三亚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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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卯的真文化传媒
张乜
+86 183-8959-7465
2568464047@qq.com
18389597465
上海荣誉文化传播
傅宁
+86 (21) 6225-5807
frank@art-club.cn
18918121088

上海光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没有空间舞蹈剧场 )
吴海琪
+86 156-0165-0408
236234217@qq.com
NoSpace 舞蹈剧场

邵阳

红舞鞋艺术学校
黄曼琳
+86 139-7398-8087
635420221@qq.com
HWX-21n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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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驿站

沈阳市浑南区天阙舞者艺术培训中心 ( 盛世舞者 )
姜春岩
+86 186-4091-1555
18640911555@163.com
盛世舞者 / 天阙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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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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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衣舞社艺术工作室
周立恒
+86 132-0341-0351
buyidance@163.com
BYDanceCompany

天津

津天起舞
马越
+86 137-5231-6384
jintianqiwu@sina.com
jintianqiwu

乌鲁木齐

新疆领航艺海文化艺术传媒
薛亮
+86 186-9017-5999
119317998@qq.com
liangliang6920216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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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一舞集
林珊
+86 135-2161-0339
931782872@qq.com
莲一舞集 / Amy-0330-20
唐朝身体剧场
许珍
+86 158-2990-9043
458952699@qq.com
唐朝身体舞蹈剧场

西安点上即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李田
+86 (29) 8953-5853
58135665@qq.com
yikao610

湘西

吉首市张扬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舞韵之家）
杨丽珍
+86 173-7771-2976
352928371@qq.com
舞韵之家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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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香舞团
刘志涵
+86 186-9731-2161
503651906@qq.com
Liuhanhandingxiang

河南简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8 舞蹈剧场）
王姿
+86 185-9570-8099
DanceTheater0758@163.com
0758 舞蹈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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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
由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龙岗区台港澳事务局、深圳市龙岗区文化馆主办，北京雷动天下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雷动天下现代舞团）承办，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深圳市龙岗区大围屋艺术团、香港风
临山海舞蹈制作协办的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将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至 23 日在深圳龙岗区文化中
心举行。作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022 年度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交流重点项目”之一，为期五天的舞蹈周内
容精彩多元，活动包括以下六大版块：

“伶俐学坊”：早上 9 点和 11 点，由国内知名舞蹈家教授不同风格的现代舞工作坊
“翩翾影室”：下午 1 点和 6 点，搜罗全国舞者们拍摄的舞蹈影像资料，循环播放

“铿锵论坛”：下午 2 点半，由艺术总监曹诚渊主持，与各地的艺术家讨论现代舞议题
“缤纷展厅”：下午 4 点，呈现全国各地精英舞者最新原创小型现代舞作品

“璀璨舞台”：晚上 7 点半，邀请全国各地的舞蹈家和团队演出大型长篇舞蹈制作

“跷蹊典堂”：晚上 9 点，邀请全国各地的舞蹈家和团队演出具实验性的另类舞蹈作品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创新发展让中国人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让中国人当之无愧地站
在世界最前列的位置。中国年轻艺术家创作的现代舞正是最能展示中国新一代身体能量和想象创意的有机载

体。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已经跻身于国际大都会之林；而全国许多二、三线城市更以惊人

的发展速度建立起多元而包容的文化环境。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全国各地年轻人有机会通过他们的舞蹈，
表达他们坚持个性、追求创新和关注时代的热情。

2020 年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初试啼声，集中展现了中国各大顶流现代舞团的风采，成为一次中国现
代舞实力大检阅的文化盛事，吸引了深圳本地观众和全国舞蹈界的目光。去年的第二届舞周在首届成功的基

础上，广邀全国各地现代舞艺术家及团队参与，大江南北的现代舞惊艳亮相。本年度的第三届作为文化和旅
游部重点项目之一，必将延续前两届的精彩。

涵盖六大特色板块的舞蹈周集演出、研讨、教育于一体，以舞蹈为载体和纽带，通过在大湾区举办以现代舞

为主题的工作坊、论坛和展演活动，提供优质创新的文化资源，全力打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舞蹈艺术交流平
台，推动以大湾区为核心的文化合作与发展，必将成为中国屹立于国际现代舞之林的文化品牌。

舞周介绍

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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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单以城市拼音顺序排列

42

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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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2022

大湾区舞蹈周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粤 港 澳 GUANGDONG • HONG KONG • MACAO

2022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2 0 2 2 年 度 内 地 与 港 澳 文 化 和 旅 游 交 流 重 点 项 目

舞周团队
FESTIVAL TEAM

The Third Edi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is scheduled to take place at Longgang
District Cultural Center in Shenzhen, China from July 19th to 23rd, 2022. Co-presented by the Longgang District Bureau of
Culture, Radio, Television, Tourism & Sports, the Longgang District Bureau of Taiwan, Hong Kong & Macao Affairs, and the
Longgang District Cultural Hall, produced by BeijingDance/LDTX, with the support of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CFLAC) Hong Kong Member Association, Shenzhen Round House Dance Company and HKDance/FLSH.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

Recognized by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s one of the 2022 major Mainland and Hong Kong/ Macao
culture and tourism exchange projects, this multifaceted five-day event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six modules:

主办单位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深圳市龙岗区台港澳事务局

Workshop: 9am & 11am daily sessions taught by various well-known and varying style dance artists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馆

Film Studio: 1pm and 6pm daily continuous screening of dance videos produced by dance artists across China

承办单位 北京雷动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Forum: 2:30pm daily discussion sessions facilitated by modern dance pioneer and Festival artistic director, Willy
TSAO, with invited artists, discussing issues around modern dance

协办单位 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

深圳市龙岗区大围屋艺术团

Showcase: 4pm daily exhibition of short original choreographies by select young talents

香港风临山海舞蹈制作

Main Stage: 7:30pm daily of full-length performances by invited major dance companies and artists

支持单位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宣传文体部

Late Feature: 9pm daily productions featuring edgy and daring aspects by invited dance companies and artists

澳门舞蹈协会

Throughout the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China has undertaken enormous innovative developments,
enabling the livelihood of its citizens to change tremendously and the Chinese to stand proudly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modern world. It is exactly what the creations of these young artists reflect - China's new generation of physical energy
and imaginatio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Shenzhen, Hong Kong and Macao are already among international
metropolitans, and the second- and third-tier cities are demonstrating with incredible speed of establishing and
incorporating cultural ambience. It is with this multi-facet cultural landscape that offers young inhabitants of China to
express vigorously, through their dance, towards a contemporary, innovative, and individualistic identity.

舞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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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舞蹈家协会
深圳市文化馆联盟

舞周团队 艺术总监：曹诚渊

行政总监：万剑、夏士康
项目总监：曹诚漪
技术总监：刘恒志

Incepted in 2020, the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made history by gathering China's modern dance powerhouses together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estival, incorporating modules of performances, forum discussions and workshops, has
since created a major dance cultural festivity, attracting attention of the dance circle throughout China. Building on the
success and momentum of the past two editions, the 2022 Festival, recognized as a national focus cultural and tourism
project, is poised to further extend the vitality of modern dance across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beyond.
With the Greater Bay Area as its core, future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series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a medium and
link on providing quality creative cultural resources, incorporating socially influential dance exchange platforms, and
driving forward the cultural cooperation among various locations. Eventually, we foresee the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becoming a cultural brand of China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dance circle.

节目统筹：郝萤

项目统筹：蒋晨光、李杰、刘亚男、石波、赵彤

技术统筹：陈诗悦、马爱龙、邢雅梦、闫富兴、易海
场地统筹：丘华

项目助理：欧阳茜

舞周日程表

活动执行：陈嘉慧、陈曦、邓有杏、何强、何一丹、贺琳、
		
胡惠敏、江雄峰、姜振飞、李琥、梁小玲、林小雅、
		
刘安琪、倪育军、孙衢、谭振华、唐慧、王慧贞、
		
余品雁、曾晓辉、郑伟生、周凯、邹家乐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
dancefestival-cn@beijingldtx.com
+86 185-1355-2877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雷动天下
版權所有© 2022 香港风临山海舞蹈制作。
Copyright © 2022 HKDance/FLSH. All rights reserved.

粵港澳

下甸厂坡村16号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www.greaterbaydancefestiv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