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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彩2022》

“华彩”这场年度文化盛会，旨在向观众展现和重新诠释独特的本土华族文化。首届“华彩”在2017
年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开幕时登场，连同本地艺术团体呈献一系列精彩的活动，让观众感受新加

坡华族文化的多元与精彩。

为欢庆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成立5周年之际，今年的“华彩”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扣人心弦的节目。不
同领域的艺术团体轮番上阵，为传统主题和内容披上新装，以跨形式、跨文化及跨时代为主轴重

新诠释；绝对让观众耳目一新。

《华彩2022》节目表

节目 / 日期
5月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文化反斗城

神话重现

月背

绕梁七姐诞

周5音乐站
（华彩版）

诗琴画疫

爵士也华彩 2022



炫彩狮城

节目 / 日期
6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文化反斗城

神话重现

诗琴画疫

化蝶

会馆精粹展

山的迎风面

承古扬新

与时剧进 — 华彩
‘22 迷你电影节
一辆脚车两个轮 —
首映礼

《华彩2022》节目简介

月背

《月背》融合了另类音乐和新谣音乐，阐述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由王祚森编剧，何和鸿执

导，观众将在这部音乐舞台剧中重温陈佳明、黎沸挥、巫启贤、木子、叶良俊、李伟菘、李

偲菘和玖建等在八、九零年代创作的新谣歌曲。

以「嫦娥奔月」及「逢蒙杀羿」神话为灵感，《月背》讲述嫦娥和逢蒙这对冤家经过多次轮回和

性别对调后，化解了千年爱恨情仇的故事。别错过潘嗣敬、罗美仪、温伟文、罗宝玲及游惟

杰精湛的舞台演出！

呈献: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制作: PLAYInc

呈献形式

音乐舞台剧



地点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远东机构表演厅，九楼

门票

$48，$38

日期和时间

日期 时间

2022年5月14日 3pm - 4:30pm

2022年5月14日 8pm - 9:30pm

2022年5月15日 3pm - 4:30pm

语言

华语，附英文字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化反斗城

《文化反斗城》将为大家开启一段难忘之旅，邀请访客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多个艺术装

置中探寻老虎的踪迹。以耳熟能详的儿歌《两只老虎》及脍炙人口的故事《武松打虎》为灵感

，利用透镜装置和视错觉艺术打造，让访客思考在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要如何勇敢前行。

如果明知山有虎，你还会偏向虎山行吗？一起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来探寻！看看中心大

楼的外墙、广场和天台花园隐藏了哪些以老虎为灵感的设计？

呈献: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制作: 一口设计工作室 和 垂直潜水艇

呈献形式

现场展览

门票

入场免费



地点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和美广场（一楼）和 天台花园

日期和时间

日期 时间

至2022年10月31日 每天10am - 8pm

语言

展览以中英文呈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话重现

《神话重现》将给你前所未有的沉浸式艺术体验，让你仿佛身临其境与神话故事中的人物

见面，并重温他们动人的传说故事。记得带上你的手机，通过增强实境、数码影像等沉浸式

技术欣赏超过20个由本地艺术家精心打造的艺术装置和作品。你准备好开启这趟令人兴奋
的神话之旅了吗？

呈献: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制作: Kult Studio & Gallery

呈献形式

现场互动展览

门票

入场免费

地点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和美广场, 一楼

日期和时间

日期 时间

2022年5月13日至2022年7月31日 每天10am - 8pm



语言

展览以中英文呈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绕梁七姐诞

《绕梁七姐诞》是一场融合华乐室内乐与在本地逐渐消逝中的传统华人节日——七姐节的
音乐会。

以“七姐节”为灵感，音乐会通过华乐及舞蹈追寻该节日的起源，带领观众重返当年七姐诞
的热闹景象，感受这个传统情人节的浪漫与别具一格。故事从新加坡牛车水开始，与舞蹈员

一起穿越时间和空间，探索牛车水的人事物。与我们一起寻根，探索过去七姐诞与现代七夕

节的不同之处，找回当年的传统起源。

“消逝中”系列音乐会由鼎艺团制作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2》呈献。鼎艺团将为这
系列音乐会赋予新乐章, 衍生出全新的“消逝中”系列。该系列让即将熄灭的新加坡华人传统
火焰, 在悠悠乐曲中重燃, 回忆当年的风采。

呈献: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制作: 鼎艺团

呈献形式

现场音乐会

门票

$35

地点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远东机构表演厅, 九楼

日期和时间

日期 时间



2022年5月22日 3:30PM - 4:40PM

2022年5月22日 7:30PM - 8:40PM

语言

英语和华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古扬新

鼟乐团在《承古扬新》中将重塑古老的传统以及向新加坡华乐先驱致敬！这场讲座音乐会将

呈献以本地方言音乐和传统为灵感的作品，展现新加坡华人的独特身份。

在访问了一批第一代音乐大师、制琴师、乐器经销商和学徒后，《承古扬新》根据广东、福

建和潮州音乐传统，重新构想新加坡华裔先辈心中所承载的声音。《承古扬新》是鼟乐团四

年的精心研究成果。

呈献：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和鼟乐团

呈献形式

现场音乐会

门票

$35

地点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远东机构表演厅, 九楼

日期和时间

日期 时间

2022年6月17日 8:00PM - 9:30PM

2022年6月18日 3:00PM - 4:30PM



语言

以英语进行，附中文字幕（要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5音乐站（华彩版）

备受欢迎的《周5音乐站》将在“华彩2022”为大家送上特别版演出，汇集多位本地知名艺人
和新晋歌手，为观众带来一连串好歌！

参与歌手将容后公布，敬请期待！

呈献: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呈献形式

直播

门票

入场免费

平台

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脸书和TikTok直播

日期和时间

日期 时间

2022年5月20日 8:00PM - 9:00PM

语言

华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诗琴画疫

从冠病疫情隔离的空虚中，涌现出深邃而复杂的渴望，相互联系、挣脱、退缩、伸援着。

「诗疫」（Poetic Pandemic）充分体现这些揉杂的渴望，在此多模式的展演中，将原创音乐、
书法、文学融为亲密呼应的一体。

踏入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创意室，遊走在15座文化岛屿間，唤醒你被疫情封闭的心声。沉
浸在吴庆康博士的诗中，由演员陈邦鋆朗诵， 与陈维鸣以书法展现。此多重感官的体验都
包围在由仨创作的电子民族乐谱的气氛中。

让自己沉浸在这个指标性的展演中，体验艺术在不孤立的情况下如何升华。 诗词译成英
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无法莅临现场的人士可参与观赏数码展览。入场免费。

呈献: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和仨

呈献形式

现场及线上展览

门票

入场免费

地点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创意室, 六楼

微网站: https://bit.ly/poeticpandemic-chi (从2022年6月开始）

日期和时间

日期 时间

2022年5月27日至2022年6月26日 （现场） 10:00AM - 8:00PM

2022年5月27日至2022年8月27日 （线上展
览）

无时间限制

https://bit.ly/poeticpandemic-chi


语言

展览以中英文呈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爵士也华彩 2022

备受欢迎的《爵士也华彩》将再次以爵士乐演绎华语经典歌曲和现代曲目！在新加坡“摇摆
之王”蒙特罗(Jeremy Monteiro)和音乐总监陈伟祥的带领下，尽情感受新加坡爵士乐团音
乐的无限魅力吧！

本地华语乐坛知名音乐人叶良俊以及获奖无数的双语歌手兼创作人龚芝怡将带来多首好

歌。新生代唱作歌手李俊纬也将以表演者和主持人的身份参与今年的演出。

呈献: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和新加坡爵士协会

呈献形式

现场音乐会和SISTIC直播

门票

现场音乐会 - $68, $48

直播 - $18 （只限2022年5月29日)

地点/平台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远东机构表演厅，九楼

SISTIC直播

日期和时间

日期 时间

2022年5月28日 7:30PM - 9:00PM



2022年5月29日 7:30PM - 9:00PM

语言

英语和华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炫彩狮城

华乐和流行音乐会擦出什么新火花？在副指挥倪恩辉的执棒下，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将

携手本地歌手崇喆和黄晶玲，呈献《陪我看日出》、《如燕》、《城里的月光》、《将军令》等多首

耳熟能详的华语流行歌曲。

曾是青年华乐团团员的本地艺人孙政将担任这场音乐会的主持人。音乐会也将于新加坡华

族文化中心和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的面簿上同步直播，切勿错过这场音乐盛典！

呈献: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和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

呈献形式

现场音乐会和脸书直播

门票

入场免费（须预先报名）

地点 / 平台

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及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脸书

日期和时间

日期 时间

2022年5月29日 5:00PM - 6:00PM

语言

英语和华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化蝶

于1958年首映，《化蝶》是本地先驱舞蹈家善达·巴斯卡（Santha Bhaskar）在新加坡的第一
部多幕剧。60多年后，Bhaskar’s Arts Academy重新演绎这部作品。这次由Santha
Bhaskar旅居美国的女儿敏娜奚·巴斯卡（Meenakshy Bhaskar）编排，为作品注入新生命。
她不仅将华族传统舞蹈动作融入作品，也使用世界著名音乐家Rajkumar Bharathi和本地阮
演奏家蔡为仲的音乐。这部作品首次登上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舞台，旨在向已故的善达·
巴斯卡致敬，感谢她一生为本地多元文化艺术付出。

呈献: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和Bhaskar's Arts Academy

呈献形式

现场舞蹈表演

门票

$25, $30

地点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远东机构表演厅, 九楼

日期和时间

日期 时间

2022年6月3日 8:00PM - 9:30PM

2022年6月4日 8:00PM - 9:30PM

2022年6月5日 8:00PM - 9:30PM

语言

英语和华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馆精粹展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携手呈献的《会馆精粹展》，让公众有机会

一窥超过80幅收藏于各大会馆的墨宝和画作。这些作品出自本地及国外的知名艺术家如林
子平及徐悲鸿等之手，并由本地多家会馆收藏，体现艺术家和会馆之间在过去一个世纪的

深厚情谊。

呈献: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和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呈献形式

现场及线上展览

门票

入场免费

地点/平台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中华总商会多功能礼堂，七楼

微网站：https://bit.ly/totc-chi （从2022年6月开始）

日期和时间

日期 时间

2022年6月3日至2022年7月31日 10:00AM - 8:00PM

语言

展览以中英文呈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山的迎风面

「仨」、「九年剧场」以及「人·舞团」首次联手共创特定场域演出——《山的迎风面》。一群当
代亚洲城市的旅者们毅然暴走，经历多重时空的起伏跌宕，仍坚持往无形之地前进，渴望走

出一条生活之道。当他们到达了神山的另一面，见迎向他们的竟是一股盘旋呼啸的风。

https://bit.ly/totc-chi


三个不同领域的本地团体，集结了当代音乐、剧场和舞蹈的养分，碰撞出一场触及人性温

度、力量和信念的艺术旅程。

呈献: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制作：仨、九年剧场及人·舞团

呈献形式

特定场域演出

门票

$40

地点

演出将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多个地点进行，入口处在六楼

日期和时间

日期 时间

2022年6月9日 8:00PM - 9:30PM

2022年6月10日 8:00PM - 9:30PM

2022年6月11日 8:00PM - 9:30PM

2022年6月12日 8:00PM - 9:30PM

语言

英语和华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与时“剧”进 ——华彩‘22 迷你电影节

《与时“剧”进 —— 华彩‘22迷你电影节》是一个汇集了一系列本地短片作品的时间囊，以此
呈现我国自1940年代至今的各种“代沟”。我们对于“代沟”这个主题的解读不仅仅围绕着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放胆延伸至新加坡在地理环境、价值观与文化上历经的蜕变。这次的



迷你电影节收录的经典短片是由「第七艺术工作室」精心甄选。当中“历史最悠久”的片子已
有25载之久，今年能够在华彩2022重现，实属千载难逢。 此外，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也将
推出最新委制的作品《一辆脚车两个轮》，敬请期待。

17部短片：

1. 《一辆脚车两个轮》（Aunt Lotus & Her Dream Bicycle）
2. 《阿嬷定位系统》（Grandma Positioning System）
3. 《两地书简》（Letters from the Motherland）
4. 《苏克兰先生》（Sukaraan）
5. 《三轮车》（Trishaw）
6. 《电发记》（The Perm）
7. 《童谣》（Nursery Rhymes）
8. 《回家过年》（The Reunion Dinner）
9. 《字里行间》（In Between These Pages）
10.《日照星洲》（Sunshine Singapore）
11.《陈嫂》（Madam Chan）
12.《搬家》（Moving House）
13.《大牌148: 香格里拉西饼美食》（148: Shangri-La Confectionary）
14.《外婆的生日》（Happy Birthday Ah Ma）
15.《花恋》（Bunga Sayang）
16.《隔夜饭》（My Father After Dinner）
17.《第一居民 — 法夸尔的独白》（What About Farquhar? ）

呈献: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制作：Screentone LLP 第七艺术工作室

呈献形式

现场电影播放和线上微网站

门票

入场免费（须预先报名)

地点 / 平台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远东机构表演厅, 九楼
微网站（从2022年6月20日开始至8月20日）



日期和时间

日期 时间

2022年6月19日 1:30PM - 2:45PM

3:45PM - 5:00PM

6:00PM - 7:30PM

语言

多种语言，附中英文字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辆脚车两个轮》 ——  首映礼

《一辆脚车两个轮》是一部崭新的华语和潮语短片。 故事以年过七旬的莲姨为主轴，她虽

双目失明，却特别怀念骑脚踏车。一日，她心血来潮，决定利用家里的日常用品和工具来打

造一套自创的“脚⻋模拟体验”，以天马行空的方式为自⼰圆梦。

这部短片由资深演员韩雪卿领衔演出，希望让观众看到莲姨勇于冒险、无畏追逐梦想的精

神。本片将在华彩2022的独家首映礼初次与大家见面。届时，导演、制片人以及演员也将到
场与观众交流。

呈献: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制作：Screentone LLP

呈献形式

现场电影播放和对话会

门票

入场免费（须预先报名)



地点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远东机构表演厅, 九楼

日期和时间

日期 时间

2022年6月19日 11:00AM - 12:30PM

语言

对话会将以华语进行。电影以华语和潮语呈现，附中英文字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