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員以純真演藝演繹粵劇折子戲而深入觀

眾印象的「聲輝粵劇推廣協會」，今年暑假的

演出日期及節目已排出，該會將於七月十三

日及十四日連續兩天假新光戲院演出八個折

子戲，其中包括多個由楊劍華老師為小朋友

們編寫、新排的戲。

「聲輝」的小朋友對粵劇的投入程度比成
年人更為專注，值得讚賞的是他們並不因學
戲而輕忽課業。為了這一門特別的興趣，他
們都會很充分利用周末練功和學戲的機會。
更為難得的是他們的導師︰楊劍華老師和芳
雪瑩老師，前者從老遠的美國返來，專誠替
小朋友們練功和排戲；而芳雪瑩本身是英文
老師，日常的工作已很繁重，也基於對粵劇
藝術的鍾愛，要為粵劇承傳盡點力，百忙中
抽出時間與有共同志趣的小朋友在一起努
力。

芳雪瑩 全情投入教戲
芳雪瑩其實是粵劇發燒友，她很愛粵劇的

演出，從事業餘演出多年，為尋求把戲中人
物演得更傳神，以真誠感動了楊劍華老師傾
囊相授，自從2003年成立了「聲輝」，她悟到
了教小朋友認知藝術可以更廣更長久延續粵
劇藝術，所以把對鍾愛粵劇的方向改動，把
工餘時間，全情投入教戲教功。兒童演粵劇
雖然不是新鮮事，但是在粵劇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確定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
名錄」之後，在承傳粵劇的大前提下，不少
文化機構、學界、社區組織紛紛辦兒童粵劇
曲藝興趣班。芳雪瑩主持的「聲輝」可以說
是先驅分子，他們起步早，把粵劇知識種子
早播，粵劇能成為將來一代的普及知識，於
她來說就是成功。觀眾未必即時領會芳雪瑩

的意願，但是小朋友們的演出則可以深深吸
引他們的注意，今年農曆新年，「聲輝」破
例於暑期之外演出，楊老師特別為小朋友編
寫《六國大封相》，安排楊健平演蘇秦，張雅
泳演公孫衍，多位小朋友分別演六國王和六
元帥，還有羅傘、宮燈、推車、胭脂馬等等
「六國」例戲的角色。比較特別是楊老師安排
楊健平演的蘇秦坐車，據他說以往都是蘇秦
坐車的，所以他回復傳統的安排。

楊健平 再度開面演林沖
而今次暑假演出的戲碼有︰《鳳閣恩仇未

了情》、《柳亭餞別》、《黛玉歸天》、《帝女
花外傳—刺虎》、《鬧天宮》、《白蛇傳之斷
橋》、《夜戰馬超》、《關公月下釋貂蟬》等
八個劇目。至於擔任演出的小朋友則是兩天
不同，平均年齡由四歲到十八歲，他們均被
分配演出不同的戲碼，有部分小朋友可以說
是和「聲輝」一起成長，如張雅泳、楊健
平、黃安晴、何卓盈、區曉婷、方汶迪、小
金水、楊心瑜、李詠欣、梁佩恩等，他們每
每在香港學校音樂節粵曲歌唱比賽中奪獎。
據楊老師說今次的演出劇目有最合小朋友

口味的《鬧天宮》，演孫悟空的是方汶迪小朋
友；而萬千寵愛在一身的楊健平演林沖及關
公，上一回他開面演楚霸王項羽，今次再度
開面，也都是楊老師為他度身編寫的角色。
芳雪瑩透露演罷新光戲院這兩天戲，「聲輝」
會應邀前往美加作文化交流演出，為了這一
連串的演出，芳雪瑩說長年都要在作戰狀
態，因為小朋友功課重要，大家只有把握所
有時間，並做好後備工夫，如服裝、幕後的
配備等。「聲輝」有這麼好的老師，難怪演
出不多，卻成為香港兒童演出的名牌。

■文︰岑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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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繼子（三）

（方展榮 張長城
許仁敬 吳玲兒）

紅　萍
粵曲會知音

拾玉緣
（文千歲 李芬芳

白燕子）

孝順歌
（李銳祖）

斷橋
（阮兆輝 尹飛燕）

郎情深似海
（李少芳）

李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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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播立法會會議

星期四
14/7/11

越劇
烽火姻緣（下）
（夏夢 丁賽君
馮琳 吳天芳）

陳婉紅
粵曲會知音
一夢到巫山

（陳玲玉 鍾麗蓉）

西廂待月
（鍾雲山）

孟姜女別夫
（林家聲 冼劍麗）

慈母淚
（麥炳榮 上海妹）

陳婉紅

星期五
15/7/11
粵曲OK

王寶釧之平貴別
（新馬師曾 吳君麗）

小鳳仙
（黃千歲 鳳凰女）

王寶釧之採桑曲
（南鳳）

陳婉紅 陳永康
戲曲群星
嘉賓：
汪明荃

陳婉紅 陳永康
梨園多聲道

聽眾熱線電話：
1872312

風流張君瑞
（黎文所 李香琴）

*粵曲OK
歡迎來信點唱

地址：九龍中央
郵箱70200號

招菉墀
陳婉紅 陳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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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裝粵劇
獅吼記

（任劍輝 白雪仙
梁醒波）

歌曲選播：
玉女香車

（任劍輝 白雪仙）

唐伯虎戲秋香
（任劍輝 白雪仙）

陳永康
羊城群英話今昔#11

曾慧
選播：胡不歸之別妻
（新馬師曾 曾慧）

葉世雄 陳婉紅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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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心粵曲
單刀赴會

（妙生 飛影）
海角尋香（麥靜之）

人約黃昏後
（黃楚山 車秀英）

歐翊豪
粵曲會知音
五郎救弟

（新劍郎 梁兆明）

呂布獻美
（陳劍聲 王超群）

唐明皇夜訪梅妃
（鄧碧雲 李寶瑩）

梨園一族
嘉賓：

杜韋秀明 黎耀威
鄭雅琪

歐翊豪 林煒婷

花田錯會
（梁玉嶸 倪惠英）

歐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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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124
周仁獻嫂（一）

（馬玉琪 魏海敏
陳玉麟 富乃甦）

陳婉紅
粵曲會知音
狄青闖三關

（吳仟峰 李鳳）

山伯臨終
（陳笑風）

長憶拾釵人
（羅家英 梁少芯）

賊美人
（劉善初 伍木蘭）

陳婉紅

舞 台 快 訊
日期 演員/主辦單位 劇　目 地 點

12/07 盛世天戲劇團 《大唐胭脂》 新光戲院

兒童粵劇協會 《月亮姐姐睡何鄉》 高山劇場

13/07  朗暉粵劇團 《洛神》 高山劇場

聲輝粵劇推廣協會 《雛聲粵韻聲輝夜2011》 新光戲院

14/07  永昌粵劇 《無情寶劍有情天》 高山劇場

15/07  康馨婦女會 《康馨妙韻粵曲演唱會》 葵青劇院演藝廳

16/07 京崑劇場 《烏龍院．殺惜》 香港文化中心

17/07  粵暉紅研藝坊 《嫣紅粵韻耀生暉》 北區大會堂

18/07  嘉星雅敘 《洛水恨》 西灣河文娛中心

由楊劍華老師編寫排戲

■ 楊健平演蘇秦坐車，黃安晴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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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熱腸李銳祖

滬系海派京越劇 台灣作交流

「呂布」與「貂蟬」情感交流不足
湛江粵劇團每次來港演出，

大都會準備一至兩齣新戲來滿
足香港的觀眾，雖然所謂新
戲，未必是全然新編，但是在
劇情處理及唱曲方面都會有過
整理。
湛江粵劇團目前主要演員大

都是由「小孔雀劇校」及小孔
雀粵劇團晉升及訓練出來，他
們的平均年齡雖然不太大，但
演出經驗相當豐富，有些戲落
在他們手上，和大目標相去不
遠。
今次「湛江」來港，準備了

首演劇目《呂布與貂蟬》，全
劇的故事鋪排由董卓攬權、呂
布的好戰喜功說起，王允的美
人計，到誅奸為結局，層次分
明。
不過不能否認的事實是，觀

眾的目標當然是看演呂布的梁
兆明和演貂蟬的梁燕飛，作為
團長的梁兆明演呂布，有深入
研究過傳統的表演模式，如見
到美人時的失常，鳳儀亭相見
時的抵死相纏，與董卓反目成
仇⋯⋯而演貂蟬的梁燕飛很努
力去演這個忠君的美人，原來
她的眼睛都會演戲，不過畢竟
經驗較淺，以美色挑逗呂布的
戲，二人的情感交流不足，予
人差一點點的感覺。相信多演
些效果會更好。

■文︰小華

說來也許有點玄味，六
月底與一位不見多年的報

界朋友敘舊，他問及李銳祖和陳錦紅兩位
歌唱名家的近況。我近年也沒有見過李、
陳二人，只知道他們都進了老人院。阮兆
輝兄曾到過澳門的老人院探望李銳祖，發
覺他已不太認得人了。敘舊後數天，便收
到一封電郵，說李銳祖在今年六月二十四
日逝世，享年九十二歲。
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底因訪問而認識李

銳祖，由於他是盧家熾的朋友，是我的長
輩，故尊稱他做「祖叔」。
「祖叔」在接受我的訪問後，突然某天

致電給我，說見當今世道，孝順兒少，不
孝子多，所以撰寫了一首龍舟曲《孝順
歌》，希望我讓他到電台錄音，並在節目播
放。提倡孝道，香港電台第五台當然是義
不容辭，約定了某一天，他到我們的錄音
室錄音。錄音那天，他手持一隻自製的龍
舟，自彈自唱，使我大開眼界。除了龍舟
版本，電台還有木魚版和板眼版的《孝順
歌》，原因在另一次訪問裡，我和拍檔招菉

墀請祖叔介紹南音、龍舟、木魚和板眼等
廣東本土歌謠時，他即場以《孝順歌》為
例，示範了木魚和板眼的唱法。另一件反
映祖叔古道熱腸性格的事與麗的呼聲有
關。麗的呼聲電台於一九七三年停業，資
料四散，保存在中文大學音樂圖書館的一
套「二十四孝說唱故事」，是當時唯一的第
一手資料，共二十四輯，每輯半小時。由
於錄音並沒有附載任何資料，雖然唱者都
是我們熟悉的聲音，但憑聲音也難作判
斷，於是邀請祖叔幫忙。原來我們找對了
人，他也曾參加這套「二十四孝說唱故事」
的錄音。因有二十四輯之多，祖叔要多次
到電台聆聽錄音聲帶，卻只收取象徵式的
車馬費。在他協助之下，終於確定撰曲、
編劇、音樂領導，俱由已故音樂領班羅寶
生一手包辦；參加演出的唱家，多為一時
之選，包括江平、何大傻、李銳祖、黎文
所、李寶瑩、鍾麗蓉、馮玉玲、羅唐生、
譚詠秋、梁金國、南紅、鄭幗寶等。經整
理後，這套香港電台廣播的珍貴資料便變
得更有價值了！ ■文：葉世雄

戲曲視窗

（中央社電）「海派文化就像是上海社會的
縮影，中西合璧、傳統現代兼具」。上海戲曲
的多元風貌，在台灣上演，特別的是，這次
上海越劇院還將到宜蘭演出，是台滬交流首
次。
「海派文化藝術節、上海戲曲季」一連4天

將在台北上演4齣經典中國文化名著像《紅樓
夢》、《梁山伯與祝英台》、新編版《蝴蝶夢》
及《西廂記》上海京劇院、上海越劇院、上海
評彈團共同演出。
上海市越劇院院長李莉表示，如果以男子陽

剛來形容京劇，那越劇就是小家碧玉，尤其上
海的海派文化特色，貼近一般觀眾生活，少了

京劇講究身段與嚴謹走位，活潑的演出方式能
引起更多共鳴。除了帶來上海越劇讓台灣觀眾
欣賞，上海也藉機吸取台灣傳統戲曲發展經
驗。李莉說，她欣賞過台灣國光劇團表演，她
認為台灣在傳統戲曲上的創新更前衛，值得上
海越劇借鏡。
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藝術總監劉文國

表示，上海越劇團這次還將在宜蘭縣、大台中
市及桃園縣表演，是首次在台灣跨地區演出。
劉文國表示，上海與台灣經濟往來早就很頻
繁，而文化活動是心連心的交流，希望能深入
台灣各角落，讓更多台灣民眾體驗海派文化的
上海京劇及越劇。

■《山鄉風雲》劇照。

■ 謝幕時，觀眾報以熱烈掌聲。

■兩位小朋友演《鳳閣恩仇未了情》有板有眼。
■《六國大封相》中的六國元帥，其中有年齡最小的五歲
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