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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振紅

3

(Chan Hon Goh)

突破侷限 創造歷史
創造歷史-她的芭雷夢想與人生
2022 年 5 月 6 日，獲頒加拿大勛章
(Photo by MCplc Anis Assari, Rideau
Hall © OSGG, 2022)

作者：金綺文

藝術家給人的感覺通常要麼不羈，要麼精緻，

先後榮獲伊麗莎白女王二世鉆禧獎章、YWCA 傑

姥姥對她影響也很大。小時因為父母忙於事業，

而吳振紅的舉手投足間都透著一種純淨的氣質--

出女性獎、傑出移民獎以及加拿大公民的最高榮

姥姥照顧她的時間更多。在吳振紅眼裏，姥姥非

那種心無旁騖、一心一意創造美的純淨。她說：

譽——加拿大勛章(Order of Canada)，卑詩大學還

常正直且嚴於律己。她始終記得姥姥對她說的

2020 年 開 始

「藝術就是要感染別人，是為了帶給觀眾更美好
的感受。」

授予她榮譽博士學位。

話； 「你想要得到什麼，就要加倍努力。如果你
做到比別人雙倍好，人家沒法不給你。」

的全球疫情，給
Goh 芭蕾學院和
青年舞團帶來巨
大挑戰。如吳振

天分與汗水

創新與夢想

在這些成就背後，是與生俱來的天分，更是非

一直以來，吳振紅就是以這樣的標準要求自己
的。在國家芭蕾舞團，短短幾年就晉陞到首席舞

她的確做到了，而且達到了頂峰。芭蕾舞是西
方傳統藝術項目，在西方國家更是白人一統天下

凡的執著和毅力。芭蕾是一種充滿矛盾張力的藝
術：在觀眾眼裏，芭蕾舞者的跳動總是無比輕

者，並非她格外幸運，而是因為她的專注：每當
沒有被編導選中時，她從不去想是不是自己的膚

紅所說： 「芭蕾
是一種活的藝

的領域。但生於中國、有一張東方面孔的吳振
紅，卻在這個領域創下多個歷史記錄。

盈，他們的身姿總是那麼舒展；但對芭蕾舞者而
言，每一個跳動和姿勢都需要極強的掌控力，而

色和背景妨礙了她獲得認可，而是反省自己的技
藝還有哪些可以提高的空間。並非她天真到以為

術」。不能在劇
場演出，不能進

她十幾歲時就成為首位贏得瑞士洛桑國際舞蹈
賽大獎和英國皇家芭蕾舞蹈學院的 Genee 國際芭

這必須通過經年累月的艱苦訓練和付出無數汗水
才能達到。

加拿大完全不存在種族歧視，而是因為她專注於
精益求精，所以不會去客觀因素裏尋找安慰。

行集體訓練和排
練，幾乎等於宣

蕾舞賽銀獎的加拿大舞者。高中一畢業她就被加
拿大國家芭蕾舞團召入旗下，24 歲成為該團第一

因為熱愛芭蕾，吳振紅從來不怕練習的苦累與
傷痛。一談起舞蹈，她的眼睛就熠熠發光。她

傳承藝術回饋社會

位華裔首席舞者，並多次應邀到歐美和澳洲、亞
洲的芭蕾舞團客串主演。

說： 「當舞蹈演員是一種享受，因為永遠有可以
再進步再提高的地方。」她覺得自己很幸運，能

退役後，吳振紅回到溫哥華，擔任 Goh 芭蕾學
院和青年舞團的藝術總監。這所學院培養出了包

夠一直做自己最愛的事情。

括吳振紅在內的一批頂尖芭蕾舞人才，從這裏走

為了幫助學生保持對舞蹈的興趣和信心，她和

她唯一怕的只是受傷會影響訓練和演出。20 多
年的舞台生涯中，她曾有過三次骨折，其中一次

出的學生屢屢在國際比賽中獲獎，聲名遠揚，甚
至有很多人從海外慕名前來求學。但吳振紅沒有

團隊創造了很多 「替代項目」。她租下劇場，把
學生分別預約來，拍攝他們的表演，送去參加舞

是車禍導致的。她一度很焦慮，擔心自己從此要

滿足於現狀，就像在舞台上時一樣，她總想著達

蹈節或國際比賽，或將不同片段剪輯合成影片，

拄拐。靠著極大的毅力，她終於重返舞台。

到新的高度。

攀登藝術巔峰

自 傳 故 事 ， 被 提 名 Rocky 告了芭蕾學院和
Mountain Book Award 及 Fleck 舞 團 運 作 的 終
Book Award
結。但吳振紅沒
有放棄，她仍然尋求著突破。

吳振紅生於藝術之家。她父親吳祖捷生於新加

上傳至網絡讓學生和家長們觀看和進行交流。
2020 年，吳振紅找來編劇和導演，拍攝了一部
微電影，從一個芭蕾舞者的視角講述了 Goh 芭蕾
舞團的《胡桃夾子》十年發展歷程的故事。2021

坡(也正因此他們的英文姓氏是 Goh 而不是漢語拼
音的 Wu，前者是新加坡通用的閩南和潮汕音譯
拼法)，上世紀 50 年代初慕名到北京求學於當時
在中國任教的蘇聯芭蕾舞名師，因此與張令儀結

年，吳振紅作為製作人又拍了一部紀錄片，講述
Goh 芭蕾學院不同學生的舞蹈和人生夢想故事。
他們有著不同的種族和文化背景，所面臨的困惑
或困境也各不相同，甚至他們並非都擁有傳統的

緣，後來兩人雙雙成為中國中央芭蕾舞團的首席
舞蹈演員。
吳祖捷夫婦原本不想讓女兒走芭蕾這條路，他

「芭蕾身材」條件，但他們都有一顆對舞蹈的赤
誠之心，在 Goh 芭蕾學院，他們找到了實現夢想
的信心。

家庭的影響

們深知這條路的艱辛，芭蕾舞演員的事業黃金期

聖誕節時上演芭蕾舞劇

在記錄片中，吳振紅說： 「當我接手〔Goh 芭

《胡桃夾子》是西方的一
個傳統。吳振紅覺得 「每

蕾〕學院的時候，我就想著要把它帶進新時代、
新世紀。芭蕾舞有一些特定的規則，但是規則是

在國家芭蕾舞團的 21 年間，除了天鵝公主、睡

又很短暫。他們常說： 「這個家已經有兩個只會
跳舞、其他什麼都不會做的人了，不能再來一個

美人以及朱麗葉等經典角色，吳振紅還扮演過蝴
蝶夫人等專門為她量身打造的角色。無論是扮演

這樣的。」吳振紅卻偏偏對芭蕾舞情有獨鍾，她
從小就夢想成為舞蹈家，常試穿母親的芭蕾舞

2020 年 ， UBC
頒予榮譽博士學
位，與家人合影
個城市都應該有自己的《胡桃夾子》，」所以從
2009 年起，她開始為第二故鄉溫哥華打造她專屬

天真少女還是悲情幽靈，她的表演都以至臻至善

鞋。移民加

的《胡桃夾子》。Goh 芭蕾青年舞團的演員是這

舞台。讓我們拭目以待，吳振紅這次又將給觀眾

深入人心。藝術評論家蘇珊·沃克這樣評價吳振
紅： 「作為一位舞蹈家，她纖細的身軀下蘊含著

拿大後，吳
祖捷夫婦成

齣劇的主力，吳振紅還邀請一些芭蕾明星來客串
演出，既增加亮點，也為學

帶來什麼樣的驚喜。

強大力量和高度，作為一位表演家，她對悲劇角

立 了 Goh 芭

生提供難得的機會與明星同

色的詮釋令人難忘，深深打動了觀眾」。
2009 年吳振紅從國家芭蕾舞團退役，選擇《吉
賽爾》作為告別演出劇目。演出結束時掌聲經久

蕾學院，教
授學生跳芭
蕾舞。吳振

台演出。如今 Goh 芭蕾青年
舞團的《胡桃夾子》已成為
溫哥華值得驕傲的新傳統。

不息，加拿大主流媒體毫不吝惜讚美之詞，給予

紅常常在邊

除 了 教 授 Goh 芭 蕾 學 院 的

她極高評價。例如《多倫多星報》的評論文章

上 「偷 師 學

學生，吳振紅還經常參加國

說： 「吳振紅和康瓦利納(劇中與吳搭檔的男主角
扮演者)通過震撼人心的表演，給了現代觀眾一個

陪同父母接受英女皇鑽禧獎
藝」。當她
11 歲時，父母終於拗不過她的執著，開始對她進

際活動，與世界各地的藝術
界同行交流，分享經驗，為

理由相信愛情的救贖力量。」

行系統培訓。

青年舞者特別是第三世界國

Mozartiana, George Balanchine 的芭雷舞劇

卓絕的藝術成就為吳振紅帶來許多榮譽，她曾

除了父母在舞蹈藝術上的精心培養，吳振紅的

家的舞者提供支持。

可以被打破的。」今年底，因疫情中斷了兩年的
《胡桃夾子》將回歸溫哥華的伊麗莎白女王劇院

Goh Ballet 聖誕演出，是溫哥華的年度盛事 (Photo by David Cooper)

青春

童年

Alicia Alonso
古巴首席芭蕾
舞演員，為世
人尊崇；因眼疾部分失明，特來觀賞演出，振紅謝
幕後衝到台下相見歡！
「羅密歐與茱麗葉」 芭蕾舞劇演出 Juliet

為妻、為母

Goh Ballet Academy 40 周年，演出後合影
2009 年 5 月 9 日告別演出 Giselle，掌聲不止。

紐約劇院著名芭雷演員

幼兒 Aveary 陪同，右後方是永遠默默支持的父母

助陣 「胡桃鉗子」

與夫君車軍 (Photo by Bruce Zinger)

2011 年為心臟基金會
籌款走台

2005 年，受邀蘇珊·法瑞芭蕾舞團在美國巡演，
Rolls-Royce 名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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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爛舞台結束，夢想和創新的開始！

與當時總統夫人 Laura Bush(右 4)合影
製作：朱灼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