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實在第二批青苗成員之中，不但有受訓
於專業的演員，也有文學士，如黎耀威

是畢業於城大的文學士，他去年獲香港藝術發
展局頒予「藝術新秀獎」及前年獲香港電台主
辦的「粵劇年青演員飛躍進步金獎」。

黎耀威畢業後全情投入粵劇演出
黎耀威大學畢業後便全情投入粵劇演出，他

先後參加青年演員為主的劇團「朝暉劇團」及
第二屆「青苗粵劇團」，而近一年他也開始編劇
本，他初試啼聲之作是編寫之前由王潔清主理
的青草地劇團主演的《宋江殺惜》頭場，他的
作品陸續有來，有剛由天虹劇團演出的《青
蛇》，及快將由青苗粵劇團於本年(2012)十二月二
十七日及明年（2013）一月十二日分別在西灣河
文娛中心及北區大會堂上演的《一夢南柯》。
據「青苗」最高策劃人杜太稱，此劇的故事

是取材自莎士比亞名劇《仲夏夜之夢》，適合年
青人演之外，更因故事牽涉相當多人物，正合
青苗們排演，日前往「青苗粵劇團」排練場，
正巧遇到部分「青苗」演員在排此劇，而黎耀
威也在場，問起他有關此劇的創作特點，他
說︰「一直都有興趣編劇本，只是自己的興趣
仍以演出為高，所以只能利用工餘來寫，而現
在寫的劇本，多以自己熟悉的故事為主軸，而
莎劇為讀文學者之必修科，加以因杜太為『青
苗』覓群戲的新劇本，有意請威仔試寫一個群
戲的劇本，所以便開始動筆寫這個劇。」

故事雖取材莎劇但配合粵劇有改變
威仔說故事雖然是取材於莎劇，但為了符合

粵劇的表現模式，在劇情上作了一番改變，他
說︰「因為青苗有那麼多演員，我把《一夢南

柯》一劇中人分為三部分，這樣也可使觀眾看
戲時可以明確一點。」至於故事如何展開，他
笑 說請大家去看戲後給他意見。
參與演出的演員有藍天佑、關凱珊、林子

青、鄭雅琪、陳鴻進、韋俊郎、黃寶萱、康
華、黎耀威、袁善婷、王潔清等。此劇是由李
龍任藝術總監和王超群任藝
術指導，陳鴻進任助教，黃
寶萱任編曲，可以把合作精

神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齣新戲有一個演後座談會，在十二月二十

五日晚上七時半在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四樓
一號會議室舉行，有李龍、黎耀威及青苗劇團
演員任講者，想與新一代演員們交流，這是大
好機會。 文︰岑美華

香港青苗粵劇團運作了四年，十位

主要團員在有計劃的安排培訓及演出

過程中，大多取得不錯的體驗，尤其在第二個三年計劃中，其

中有些演員也為其他戲班樂於聘用，演出量增加，名氣隨之而

來，相信假以時日，他們必成為傳承香港粵劇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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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辦單位 劇　目 地 點

18/12 第25屆荃灣藝術節統籌委員會、
《刁蠻元帥莽將軍》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荃灣民政事務處

肇清音曲藝社 《羅文粵曲作品薈萃》 新光戲院大劇場

19/12 文化小水點 《名伶好友戲曲相輝傳文化》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20/12 金毅戲曲協會 《一捧雪》 高山劇場劇院

21/1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國傳統木偶表演（杖頭）》 屯門文娛廣場

香港演藝學院 《百戰榮歸迎彩鳳》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院

22/1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粵曲演唱會》 美林 噴水池廣場

天樂曲苑 《天樂曲韻廿載情》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香港演藝學院 《百戰榮歸迎彩鳳》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院

金毅戲曲協會 《孝莊皇后》 高山劇場劇院

23/12 雅弦曲藝社 《普天同慶粵韻揚》 沙田顯徑鄰里社區中心

華光協助失明人之友會有限公司 《地水南音會知音精神音樂會》 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粵劇折子戲》 香港文化博物館劇院

24/12 惠莊曲藝藝術研究中心 《粵藝緣聚五與七粵曲演唱會》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華絃雅敘 《華絃雅敘會知音（三）》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絃外知音曲藝軒 《絃外知音平安夜粵曲演唱會》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舞 台 快 訊

一年總結在年底，十二月底至翌年一月初，各類名目的十大選舉
之聲此起彼落，好不熱鬧。自2007年起，香港電台第五台每年都舉
辦的「梨園十大要聞選舉」，在十二月十八日已經展開，十九則
「候選要聞」已貼在香港電台網站供公眾投票。

十九則的「候選要聞」包括「西九大戲棚演出賀歲粵劇」、「盛
世天戲劇團租用新光戲院四年」、「阮兆輝獲頒榮譽院士」、「任冰
兒獲頒傑出藝術貢獻獎」、「尹飛燕獲頒年度最佳藝術家獎（戲曲）
及榮獲榮譽勳章」、「王潔清獲頒藝術新秀獎（戲曲）」、「鍾雲山
辭世」、「胡芝風獲頒榮譽院士」、「周振基獲頒榮譽博士」、「油
麻地戲院復修後重新啟用」、「香港八和會館—油麻地戲院場地夥
伴計劃2012-13粵劇新秀演出系列展開」、「芳艷芬捐款三百萬予香
港中文大學推動粵劇發展」、「粵劇體驗場為遊客提供粵劇導賞節
目」、「陳楚蕙辭世」、「李奇峰獲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頒發嘉
許狀及獎章」、「白駒榮誕辰120周年」、「羅家英榮獲榮譽勳章」、
「新劍郎獲頒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公佈
『戲曲中心』建築設計比賽結果」。

細讀上述十九則的「候選要聞」，2012年的梨園界真是「好多
事」，但也是「多好事」。其中最遺憾的「要聞」是潮劇名伶陳楚蕙
以六十九歲之齡辭世，為潮劇界的重大損失。至於「骨子腔唱家」
鍾雲山辭世，我個人當然傷感，但他在七十多歲時割痔瘡險些喪
命，最終吉人天相，享年九十三歲，已經是長壽。其餘十七則「要
聞」都是讓人開心的事情，所以我用「多好事」來形容。今年出現
三項粵劇發展有長遠影響的項目：「油麻地戲院復修後重新啟
用」、「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公佈『戲曲中心』建築設計比賽結果」
及「香港八和會館—油麻地戲院場地夥伴計劃2012-13粵劇新秀演
出系列展開」，前者二項「硬件帶動發展」實踐，第三項則是人才
培訓的粵劇傳承計劃。

文︰葉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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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8/12/12

粵曲會知音

陌路蕭郎
（薛覺先、上海妹）

絕唱胡笳十八拍
（龍貫天、甄秀儀）

題紅記
（林家聲、馮玉玲）

王十朋會妻
（羅家寶、曾慧）
無情寶劍有情天

（陳劍聲、鍾麗蓉）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蔣艷紅）

李龍

星期三
19/12/12

轉播立法會會議

星期四
20/12/12

粵曲會知音

紅樓夢之葬花
（梅雪詩）

秦香蓮之投府救雛
（王超群、葉慧芬）

郵亭詩話之
拜月訂盟

（新劍郎、尹飛燕）

趙子龍無膽入情關
（朱劍丹、陳嘉鳴）

拉郎配之戲官
（阮兆輝、彭熾權）

文成公主雪中情
（梁漢威、蔣文端）

陳婉紅

星期五
21/12/12
粵曲OK
一段情

（鍾雲山）

鳳閣恩仇未了情
（麥炳榮、鳳凰女）

搭錯線
（劉善初、白鳳瑛）

陳婉紅 陳永康
戲曲群星
嘉賓：

梁兆明、陳 儀

陳婉紅 陳永康
15:00  梨園多聲道

聽眾熱線電話：
1872312

昭君出塞
（紅線女）

招菉墀
陳婉紅 陳永康

星期六
22/12/12
金裝粵劇

紫釵記（上）
（任劍輝、白雪仙、

梁醒波、任冰兒、
靚次伯、蘇少棠）

陳永康
詩情曲意＃1

曹操

阮眉 陳婉紅

星期日
23/12/12
解心粵曲

大石蒲頭之絳珠宮
（李雪芳）
三審玉堂春

（白玉堂、許卿卿）
林

（黎烈豪、李艷冰）
歐翊豪

粵曲會知音
南唐春夢

（鄧碧雲、李寶瑩）
六月雪之大審

（梁耀安、倪惠英）
啼笑姻緣

（新馬師曾）
大鬧梅知府

（張月兒、譚倩紅）
青燈紅淚

（陳錦棠、余麗珍）
歐翊豪

梨園一族
嘉賓：

劉惠鳴、御玲瓏

歐翊豪 林煒婷

星期一
24/12/12
金裝粵劇

紅樓金井夢(上)
（何非凡、吳君麗、

小千歲、麥秋儂、
曾雲飛、李寶倫）

陳婉紅

梨園多好事
戲曲視窗

青苗粵劇團演新編劇《一夢南柯》

黎耀威愛挑戰演而優則編

■關凱珊和鄭雅

琪在講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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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韻鏗鏘譜華章」重演兩齣大戲

「粵劇之鄉」廣東吳川市舉辦的首屆粵劇文
化藝術節早前開幕，包括紅線女、丁凡在內的
逾百名粵、港、澳、桂、瓊粵劇名家將同台獻
藝。本屆粵劇藝術節將延續7天，共有60多個文
藝團體參演。
廣東吳川是南派粵劇的發源地。南派粵劇是指

流行於廣東西南部的粵劇流派，具有濃郁的地方
特色，以粗獷樸實、勇武剛烈的風格著稱，其
「吊辮」、「過山」、「吐血」、「三上吊」、「踩
蹺」、「甩發」、「高台椅功」等南派武功，技巧
卓絕，曾代表粵港澳粵劇藝術向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申報粵劇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除揚名粵、港、澳地區，吳川粵劇團最近再

次赴新加坡演出，《神威羅通勇掃北》、《燕歸
人未歸》、《草莽英風》和《狄青怒斬黃天化》
等四齣南派傳統古裝粵劇，在保持粵劇梆、黃
的基礎上，唱腔、音樂設計作較大創新，還運
用了不少較流行的小曲，使觀眾耳目一新。
吳川市文化廣播新聞出版局局長肖康玉表

示，中國戲曲市場目前漸漸滑向低潮，粵劇市
場更大受影響，許多從業人員紛紛轉行。但在
吳川，情況恰好相反，不僅演出市場活躍，而
且從事粵劇行業的演員和演出經紀人之多，超
乎意料。同時，學粵劇、唱粵劇人數之多，在
粵西地區絕無僅有。
在吳川，當地城鄉居民歷來有酷愛看粵劇的

傳統，每逢年節必演粵劇，且一演就是數天，
有的村莊甚至演出一個月，一大批粵劇老倌名
伶常應邀前來獻藝。 文︰中新社

尹飛燕近來埋首於兩齣戲的重演工作，分別
是《一捧雪》和《孝莊皇后》，據知燕姐更把這
兩齣戲放在她一年一度的個人重點演出項目之
中，特別名為「燕韻鏗鏘譜華章」之中。

這兩齣戲的演員大部分都是首演時的演員，
只是有一兩個角色有改變，如《一捧雪》的男
主角之一的莫懷古由龍貫天擔演。而《孝莊皇
后》是燕姐首個自導自演的劇，當年演多爾袞
是威哥，可惜他因癌症離我們而去，她想重演，
但礙於人選而頭痛，幸好阮德鏘在統籌重演《一
捧雪》，啟發了新的人選，同時更應了他想一家
三口在同一齣戲中共演的心願。現《孝莊皇后》
的演員是由龍貫天演多爾袞，阮兆輝演皇太極、
尹飛燕演大玉兒，阮德鏘演多鐸⋯⋯。
《一捧雪》和《孝莊皇后》都是在高山劇場

上演，《一捧雪》訂在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
日，而《孝莊皇后》則訂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及
二十三日上演，兩戲之間的一日空間，燕姐說

因為《孝莊》是一齣牽涉較多元素的劇，所以
特別利用這一天來密集最後綵排。

文︰白若華

■在《一捧雪》中，阮德鏘（中）如願和父親

阮兆輝（右）、母親尹飛燕（左）同場演出。

■阮兆輝在《一捧雪》中演反派湯勤，尹飛燕演

義妾雪艷。

■ 林 子 青 與 袁 善 婷 在

《花田八喜》中的演出。

■藍天佑、鄭雅琪及關凱珊在《隋宮十載菱花夢》中的演出。

■關凱珊、林子青、鄭雅琪、黎耀威及藍天佑在練功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