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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天地

由康文署主辦的「中國戲曲節」，自六月開
始，已請了不少國內不同地方戲的劇團來港演
出，有關的劇種包括粵劇、京劇、祁劇、潮劇、
高甲戲、崑劇和上海評彈，而崑劇方面，更請了
不同地區崑劇團來港展演他們的首本戲。其中在
六月中旬上演的《戲以人傳》更請來多個單位的
崑劇名角演出經典名劇，還有本港首位得梅花獎
的鄧宛霞主持的京崑劇場和國寶級演員裴艷玲合
作，她也演出她得獎劇《大英傑烈》，可以說讓
本港的京崑劇迷得到滿足。
而崑劇的壓軸演出是由北方崑曲劇院負責的表

演項目，共三天的節目，包括新版的《西廂
記》，兩天的折子戲︰《鐵冠圖之別母亂箭》、
《竇娥冤之辯冤》、《長生殿之絮閣》、《白蛇傳
之斷橋》、《單刀會》、《漁家樂之相梁刺梁》、
《金不換》、《百花記之百花贈劍》、《千里送京
娘》等。新版的《西廂記》華麗非常，故事的內
容突出張生和鶯鶯二人追求愛情的過程，比一般
的同類演出有說服力。而其餘兩天折子戲的尾場
都有著名表演藝術家侯少奎的演出，《單刀會》
的關羽，《千里送京娘》的趙匡胤，都是開臉演
出，薑是老的辣，果然不錯。　 ■文︰小華

■真如和香凝先是兩小無猜的情侶。

■真如在宮闈變色之後流浪出走，與香凝分別夕，在船上破禁。
是時滿天彩蝶。

■香凝病危，真如法力無效，治不了病，而生死兩隔。

■《千里送京娘》演畢，兩位演趙匡胤
（侯少奎和楊帆）及演京娘的史紅梅一起
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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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9/7/11

潮劇#125
1.藍繼子（四）

（方展榮 張長城
許仁敬 吳玲兒）

2.貓兒換太子（一）
（林娟 陳舜卿
葉敏惠 劉桂珍）

紅　萍
粵曲會知音

紅了櫻桃碎了心
（陳寶珠 李居安）

搶 傘
（呂玉郎 林小群）

槐蔭別
（衛駿英 陳詠儀）

十年一覺揚州夢
（梁瑛 鳳凰女）

丁家湘

星期三
20/7/11

午間樂府
魂歸離恨天

（靳永棠 盧筱萍）
潯陽江上潯陽月

（何麗芳）

陳婉紅
粵曲會知音

西施之驛館憐香
（林錦堂 陳好逑）

明月寄相思
（芳艷芬）

曲水流紅
（葉幼琪 郭鳳女）

燕妃碧血灑秦師
（蔣艷紅）

陳婉紅

星期四
2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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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氏孤兒

（李龍 尹飛燕）

七夕銀河會
（何華棧 蔣文端）

漢月蠻花
（靚次伯 任冰兒）

賣肉養孤兒
（張月兒 李 慧）

陳婉紅

星期五
22/7/11
粵曲OK
十五貫

（阮兆輝 龍貫天）
西域行

（羅家寶 白雪紅）

陳婉紅 陳永康
戲曲群星
嘉賓：
周振基

（粵劇發展基金執行
委員會主席）

陳婉紅 陳永康
梨園多聲道

聽眾熱線電話：
1872312
鍾無艷

（羅劍郎 鄭幗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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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3/7/11

金裝粵劇
三年一哭二郎橋

（鍾雲山 新白雪仙
梅欣 鍾志雄）

陳永康
羊城群英話今昔#12

鄭培英(一)
選播：斷橋會

（鄭培英 梁暉
張尉蕙）

葉世雄 陳婉紅

星期日
24/7/11

解心粵曲
左右做人難

（半日安 黃佩英）
祭瀘水漢相班師

（白玉堂）
半折海棠一任風

（葉詠霞）
歐翊豪

粵曲會知音
清宮夜語

（梁漢威 南鳳）
青燈紅淚

（陳錦棠 余麗珍）
雲雨巫山枉斷腸

（李向榮）
李後主之自焚

（蓋鳴暉 吳美英）
洛水神仙（楊麗紅）

歐翊豪
梨園一族
嘉賓：
陳鴻進

歐翊豪

星期一
25/7/11

京劇#125
周仁獻嫂（二）

（馬玉琪 魏海敏
陳玉麟 富乃甦）

陳婉紅
粵曲會知音

唐明皇夢會楊貴妃
（甘國衛 王超群）

肥黃狗與黃鼠狼
（梁醒波 陳好逑

鄭君綿）

桂枝寫狀
（馬師曾 紅線女）

陳婉紅

舞 台 快 訊
日期 演員/主辦單位 劇　目 地 點

19/7 嘉星雅敘 《嘉樂星輝曲悠揚》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登峰曲藝社 《黃德正師生粵曲演唱》 新光戲院

20/7 沙田民生關注會 《粵韻會知音》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21/7 銀龍曲藝社 《名曲獻知音》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22/7 龍駒琴絃閣 《一枝紅艷露凝香》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23/7 香江戲曲樂苑 《香江名曲匯新光》 新光戲院

24/7 玫瑰戲曲藝苑 《戲曲怡閒夏夜涼》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25/7 星藝音樂歌唱研藝社《唱家班懷舊金曲之夜》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英賢曲藝社 《英賢曲藝好友會知音》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重演 劇本重情感人

蓋鳴暉傾情演真如
據悉，今次重演是由鳴暉粵劇研究協會

主辦，盛世天戲劇團協辦，蓋鳴暉早前接
受記者訪問時指出，在文化中心大劇院上
演。在場地方面，可以發揮更多的佈景效
果，而她因為去過北京、上海作三地交
流，看到內地在佈景方面的創意，因此今
次也會有些不同的效果呈獻。問到在劇情
演繹方面會否作出突破，她認為編撰劇本
的李居明的劇本寫情寫得感人，樂曲動
聽，曲子多是來自唐滌生先生的名劇，她
說自出道以來演了不少滌生先生的名劇，
對於劇中的名曲也熟悉非常，所以在初演
時也不覺背曲困難，事實當時有很多戲迷
都稱讚演員們，首演新戲而無甚麼甩漏，
實屬難得。
而蓋鳴暉對於真如這個人物的遭遇，感

到世事無常，到頭來可以甚麼都不是，她
說︰「劇情多少會啟動悟性。」她也坦白
說自己這幾十年來得到契爺劉金燿的栽
培，可以埋首於演藝事業，走出一條演藝
之路，相當幸福，現在契爺雖然走了，但

她對於演藝更加強力量，「我要做得比以
前好。」事實初演《蝶海情僧》，蓋鳴暉
已下了不少心機去鑽研劇中人，「這是一
個講真情的劇，我就傾情去演。」蓋鳴暉
如是說。

燈光佈景新穎

有關《蝶海情僧》的故事，是李居明以
一個因政變失去了俗世一切的真如親王為
主線，並以天生有體香的女子香凝為輔，
二人產生兩小無猜、真情破慾，並且在荒
年之中誤吃人肉，二十年的流離失所生
活，真如儼如變了另一個人，他雖然深懂
醫藥，但卻無力救治深愛過的人，悲劇的
層次逐漸推高，令觀眾情緒不能自已的大
受感動。今次演員方面幾乎是原班人馬，
蓋鳴暉演真如之外，吳美英演香凝、陳鴻
進演三千、阮兆輝先演新帝後演店小二、
呂洪廣演大臣平章、陳嘉鳴演紫月、蔣世
平演劉公濟、白雲龍演少帝、祝如山演仲
卿。這戲的燈光佈景都新穎，大家看戲時
要細心欣賞。

由李居明創作的粵劇《蝶海情僧》於今年二月首演之後，帶動了一

個前所未見的粵劇走向，他連續推出三個劇（《蝶海情僧》之後，又推

出《金玉觀世音》及《大唐胭脂》），各劇有不同的格調，其中又以《蝶

海情僧》的話題特別多，因為此劇的故事也改編為京劇和上海越劇，

由內地著名的演員演出，引起很大的迴響。擔演粵劇版《蝶海情僧》

主角真如的蓋鳴暉更借此機會到上海、北京等地與內地的戲劇名人交

流演藝，她認為得益不淺。粵劇《蝶海情僧》上演不及一年，迅即排

期，於7月26日至31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重演共六日七場，讓首演

時向隅的觀眾雀躍。 ■ 文︰岑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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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不如舊
有一個與戲曲改革相關的冷笑話是這樣的：

改良戲曲是好事，重點是不要把優良的改掉。
想不到短短的一個星期，竟然遇上兩宗「擬似
謀殺戲曲事件」。
第一宗發生在一個招聘樂師的場合。話說一

位在內地學習音樂的年青樂師面試時，考試官
問他為甚麼要加入劇團？他說自己加入劇團的
理由，是要一展改革香港粵劇音樂的抱負。他
認為本地的粵劇音樂太簡陋，樂師的水平也不
高，希望能夠把內地的一套引進本地粵劇團，
為提升本地粵劇音樂盡一分力。坐在我身旁的
名伶聽到該位年青樂師的豪言，真是火上心
頭，責問他看過多少本地名家的演出！該位年
青樂師在內地二線城鎮成長，見識有限也很自
然，所以才會把呂文成也算作內部粵樂名家。
但既然要提升本地粵劇音樂的水平，想他必然
對傳統粵劇拍和有相當的理解，於是我請他解
釋「拍和」和「伴奏」的分別。但見他支吾以
對，已可推論他對拍和裡的「補」、「引」、
「搭」、「齊」、「隨」等技巧理解不多，試問
由他來改革粵劇音樂，又怎會不發生「謀殺案」

呢？
第二宗「謀殺案」出現在某花旦身上。某晚

看戲，見眾花旦都穿上沒有水袖的戲服。心想
可能是班主想有突破，所以模仿內地的「現代
粵劇」，把水袖除掉。看了一段時間，在我肩
膊上突然多了一個圓圓的頭問我身旁的「戲曲
辭典」招菉墀：「為甚麼花旦沒有水袖的？」
招姑娘肯定地回道「一定是想學毛俊輝那齣話
劇！」於是頭圓圓的戲班老闆滿意的向身旁的
友人解釋花旦沒有水袖的原因，大家便繼續看
戲。到了下半場，花旦又有創舉，她在原來的
戲服上再披一件彷如意大利時裝的挺硬透明上
衣，於是不論她做甚麼動作，上半身的線條也
能保持不變。結果是整晚只見花旦豐滿的身材
在台上移動，花旦的身段和水袖擺動的線條美
便給「謀殺」了。
我一直主張粵劇須進行一定程度的改變，才

可以應對現代劇場的演出環境，但像上述兩個
例子，改良成了越改越不良的簡稱，我也只能
搖頭輕歎：「新不如舊！」

■文︰葉世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時尚宇、劉曉

靜 北京報道）說起戲逍堂，可能對於
香港的讀者比較陌生，而這個專業的
製作話劇團隊早已在內地名聲大噪。
戲逍堂，讓生活有點戲，是這個機構
的口號，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是野心
勃勃的戲劇狂人，他們了解戲劇，他
們為戲劇而生，他們絕對專業。
近日，戲逍堂旗下的又一座小劇場
—柏拉圖實驗劇場在京正式開業，
這也是戲逍堂從戲劇出品機構轉型
「戲劇發行公司」的標誌。堂主關皓月
目前身價已經過億，他對本報表示，
未來，他希望把戲逍堂開遍全世界，
只要有國人在的地方就會有戲逍堂。
關皓月介紹說，話劇在2005年幾乎

不流行，沒有幾個人會去看，直到
2011年隨 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
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去小劇場觀看話
劇。此次柏拉圖劇場有300個座位，並
配備了國際最先進的VDODC音響系
統，保證第一排和最後一排的觀眾能
感受到同樣的音響效果。關皓月認
為，現在只要時間足夠、錢包足夠、
戀愛足夠的人都會把話劇當做是生活
的必需品，因為話劇就是一塊巨大的
磁鐵，吸引 每一個人，每一個看話
劇的人都可以從話劇中找到自己生活
的影子。
從一開始，關皓月就把戲逍堂定位

成一座話劇工廠。他的理想是像生產
快餐一樣，標準化地生產話劇，讓原

本在中國非常小眾化的話劇，成為多
數人都能接受的娛樂方式，把戲逍堂
開到全國各地，做文化產業的連鎖
店。關皓月還對本報記者表示，他未
來希望把戲逍堂開在全世界，只要有
國人在的地方就會有戲逍堂。
眼下戲逍堂推出的新戲《忐忑》正

在北京火熱上演，話劇《忐忑》以荒
誕的形式描寫了精神病人的「愛情」
狀態，故事情節跌宕起伏，風趣幽
默，人物性格鮮明突出，使觀眾既忐
忑不安，又興奮異常。該劇的名字很
容易讓人想到龔琳娜走紅網絡的「神
曲」《忐忑》。關皓月說︰「其實，除
了用「神曲」作換場間奏外，二者並
無直接關聯。」據悉，該劇計劃在首
輪演出後，邀請內地與海外一線明星
加盟客串，打造一版「全明星」大劇
場話劇。

戲逍堂：

■《單刀會》的經典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