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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大戲棚」的節目馬上就來臨，開幕日期在明天
（2013年1月30日），演出節目也即時開始，由該日起到2月
16日（年初一2月10日及年初二2月11日休息）。

「金英華粵劇團」率先登場

首先登場的是由羅家英王超群領銜的「金英華粵劇團」
演出兩齣名劇《福星高照喜迎春》及《蟠龍令》；2月1日
及2日是「龍飛劇團」，李龍和謝雪心擔綱演出《白兔會》

和《雙仙拜月亭》；2月3日及4日是吳仟峰和尹飛燕
領銜的「日月星粵劇團」演出《樓台會》和《大紅
袍》；接 2月5日及6日由龍貫天和南鳳領銜的「金
龍劇團」演出《梟雄虎將美人威》和《獅吼記》；2
月7日及8日是由梁兆明和陳 儀擔綱的「心美粵劇
團」演出《周瑜》和《洛神》。

幾個由大老倌領銜的劇團之門票便宜，票價只是
$100及$150，有高齡、殘疾人士、綜緩受惠人士、全
日學生半價優惠。而大會也設有免費大戲供市民欣
賞，負責演出的是本港一群充滿活力，由資深老倌
輔導，不斷爭取機會踏台板的年輕演員所組成的兩
個青年粵劇團體擔任。

2月12日之日及夜場是由香港青苗粵劇團演出，日
場是折子戲專場，有五個折子戲︰康華、袁善婷及

關凱珊演《白蛇傳之盜草》、黎耀威黃寶萱主演的《對花
鞋》、袁善婷林子青演出的《俏潘安之店遇》、關凱珊王潔
清演出的《再世紅梅記之折梅巧遇》、藍天佑鄭雅琪演出
的《寒江關》。而晚上演出長劇《蓋世雙雄霸楚城》，由藍
天佑、鄭雅琪、阮德鏘、郭啟煇、王潔清、黎耀威等合
演。

折子戲專場戲迷期待

2月16日演出日夜免費場的是演藝青年粵劇團，日場也
是折子戲專場，由王志良、阮德文、黃漢欽、林穎施、陳
紀婷、林小葉、曾素心合演四齣折子戲︰《乾元山》、

《白龍關》、《斷橋》和《八仙過海》，晚上演長劇《馬上
良緣》。

西九文化區大戲棚接近民居，位於尖沙咀廣東道消防局
側，交通很方便，有巴士、小巴及地鐵，搭乘西鐵 到柯
士甸站，戲棚就眼前。演出時間也貼近市民生活習慣，日
場在下午2:15開場，晚上在7:00開場。

「西九大戲棚」也有其他的輔助活動，不同日子有其他
品類的娛樂節目，也有小賣攤檔，市民可在日間到大戲棚
所在地參觀、購物及拍照，據悉西九文化區有意把大戲棚
項目作為本港新春的特別設施，年年有鑼鼓響，成為一個
港人的特別日子活動，值得大家齊齊支持。 文︰岑美華

西九大戲棚鑼鼓又響迎新年
大老倌領銜演出多個劇團響應西九文化區於去年開始為農曆新年提供場地，

特別建築傳統大戲棚，邀本港當紅劇團演出名劇

以饗市民，成為一時佳話。今年，西九文化區的

「大戲棚」計劃捲土重來，消息已於月前發放，不

少愛看戲或是未參與過大戲棚觀賞效果的市民都

躍躍欲試，四出打聽「大戲棚」的所在地及節目

詳情，大家只需在所有政府文娛會堂就可以找到

「大戲棚」的單張，收取有關的資料。

香港電台第五台每年一選的
「梨園十大要聞」，上星期五公佈

選舉結果，大熱紛紛勝出，賽果如下：（一）油麻
地戲院復修後重新啟用，致力推動粵劇發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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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冰兒獲
頒「傑出藝術貢獻獎」；（四）「盛世天戲劇團」租
用新光戲院四年；（五）阮兆輝獲頒榮譽院士；

（六）芳艷芬捐款三百萬予香港中文大學推動粵劇發
展；（七）尹飛燕獲頒「年度最佳藝術家獎（戲曲）」
及榮獲榮譽勳章；（八）「西九大戲棚」演出賀歲粵
劇；（九）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公佈「戲曲中心」建
築設計比賽結果；（十）羅家英榮獲榮譽勳章。

除「十大要聞」的主角如任冰兒、羅家英、阮兆
輝、蓋鳴暉、李奇峰、尹飛燕、陳志輝教授、李居
明及阮德鏘等新秀出席外，第五台還請來吳君麗、
譚倩紅、南鳳等擔任揭曉嘉賓。當日紅伶、新秀聚
首一堂，正好象徵本地粵劇界薪火相傳，後繼有
人。

至於揭曉嘉賓吳君麗和任冰兒近年甚少出席傳媒
活動，能夠請到她倆出席，也是監製陳婉紅的天大
面子。說起兩位前輩，上月出席「2013紀念任劍輝
女士(1913-1989) 百年誕辰粵劇藝術國際研討會」
時，便有講者提及他們。其中一位提到任姐在新聲
劇團的拍檔陳艷儂，說「細女姐」在「新聲」跟隨

「儂姐」學藝，推車絕活便是得她的真傳。另一位講
者便是我，匯報香港電台唱片房保存了四張吳君麗
和任劍輝兩位合作的唱片，其中兩張是電影原聲帶

《三王嫁二喬》、《烽火戲諸侯》，另外兩張是唱片曲
《去年今夜桃花夢》、《鏡花緣之贈荔》。其實，任姐
和麗姐在六十年代拍攝了很多粵劇電影，其中部分
出了鐳射影碟，在坊間可以找到。 文︰葉世雄

香港電台梨園十大要聞選舉結果揭盅
戲曲視窗從今年2月10日起，安徽省多位梅花獎得主將遠赴美

洲，為當地的華人華僑帶去黃梅戲盛宴，用中國傳統
的戲曲藝術陪同他們歡度蛇年新春。21日，戲劇梅花
獎得主、安徽省黃梅戲劇院院長蔣建國；戲劇梅花獎
得主、安徽省政協委員吳亞玲夫婦在接受中新社記者
專訪時，向記者介紹說。

「皖風徽韻，黃梅飄香；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
得幾回聞」。海外媒體曾這樣盛讚過安徽的黃梅戲。吳
亞玲對記者說，多年來，黃梅戲的足跡踏遍美國、德
國、法國、日本、荷蘭、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地。優

美的鄉村音樂「黃梅戲」令人目不暇接，以它的熱情
繽紛、優美抒情的韻味，讓世界看到一個極具活力和
動感的新安徽。

這次即將赴美演出的黃梅戲演員，多位是國家一級
演員，戲劇梅花獎得主，其中包括活躍在黃梅戲舞台
上的吳瓊、趙媛媛、徐君等。演出劇目包括經典折子
戲《戲牡丹》、《路遇》、《狀元府》等。將在紐約法
拉勝高中音樂廳等地演出5場。

吳婭玲認為，黃梅戲介於高雅藝術和通俗藝術之
間，之所以受到華僑華人的青睞，一是因為海外游子

對鄉音的渴望，二是黃梅戲雖是安徽安慶方言，但接
近普通話，唱腔易懂，曲調優美。

記者了解到，1998年，安徽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唱
響黃梅戲」的口號，選擇了以文化的方式來跟世界對
話。

蔣建國說，安徽歷史悠久，文化資源豐富。黃梅戲
作為安徽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國內外家喻戶曉，

「黃梅戲外交」的突出使命就是在推動安徽對外交流的
進程中，發揮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的作用。

文︰中新社

安徽黃梅戲將赴美演出 為僑胞送春意

作為越劇觀眾當然認識茅威濤及她歸屬的小百花越劇團，
事實上香港有很多越劇觀眾是隨 「小百花」成長，對他們
的名劇自然懸念萬分，新光戲院大劇場主席李居明有幸邀得
茅威濤率領「浙江小百花」來港演出該團的名劇《西廂記》，
因為此劇自1992年起獲獎無數，包括茅威濤憑此劇獲的第十
一屆二度梅花獎、第四屆文華大獎、第三屆中國戲曲節優秀
演出獎、浙江第五屆中國戲曲節優秀演出獎、在省第五屆戲
曲節中榮獲燈光操作獎、裝置獎、伴舞獎、魯迅文學藝術獎

「優秀成果獎」等。
茅威濤是三度梅花獎得主，她希望把演出的名作承傳給下

一代去演，所以她特定演出連串《西廂記》之後，自己不再
演此劇的「張生」且封存起來，而《西廂記》來到香港

（2013年1月24日至27日）演出，已是茅威濤演這個劇之封箱
大典的尾站。

為了讓更多觀眾欣賞到此劇，小百花越劇團特別安排由茅
威濤主演兩天，另外兩場是本 承傳的因素，由茅威濤主演
半場，半場則由蔡浙飛擔演。

《西廂記》是中國家傳戶曉的愛情故事，由越劇來演繹如
見流動的詩畫，越劇 重流暢的陳述故事，舞台設計簡明優
雅，音樂節奏如詩場面調度如畫，令場內觀眾陶醉而不知時
光的飛逝⋯。

作為小百花越劇團領軍人的茅威濤在台上的風采更是迷
人，她在謝幕時特別感謝香港觀眾的支持，因為她們於三十
年前在香港新光戲院登場，今回再見觀眾熱情不減且增，豈
能不令人感動。 文︰白若華

茅威濤最後一次演《西廂記》在港「封箱」

■茅威濤進行《西廂記》封箱儀式。

■《西廂記》的主要場戲，西廂

待月等到佳人，有歌舞伴襯。
■謝幕多次，觀

眾仍依依不捨。

■吳仟峰和尹飛燕的唱做為戲迷追捧。

■觀賞席有大戲院風格。

■大戲棚設計傳統，在新春期

間出現，市民感到特別親切。

■羅家英領先演出，演過新春戲要

回內地拍劇。

■梁兆明成為香港居民，首次演本

地新春戲班。

■龍貫天和南鳳演出一文一武的名

劇。

■陳 儀和梁兆明合作受到戲

迷歡迎。

■謝雪心近年比較少演大戲，觀眾要把

握機會看她演出了。

■王超群表示首次和羅家英演這兩

齣戲,所以很早就要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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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第五台網址：http://radio5.rthk.org.hk＊節目如有更改，以電台播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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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9/1/13

粵曲會知音

秦香蓮之投府救雛
（王超群 葉慧芬）

秋墳
（陳錦紅）

重台泣別
（陳劍聲
梁少芯）

火鳳凰
（梁漢威 譚經綸）

趙子龍無膽入情關
（朱劍丹 陳嘉鳴）

李香君之
情寄桃花扇
（蘇春梅）

林煒婷

星期三
30/1/13

轉播立法會會議

星期四
31/1/13

轉播立法會會議

星期五
1/2/13

轉播立法會會議

星期六
2/2/13

金裝粵劇

清宮怨
（鍾雲山 白楊
馮鏡華 曾雲飛
新麥炳榮）

粵曲選播：
玉堂春之探情

（張月兒 鄭國寶）

姑蘇晚詠
（鄧碧雲）

陳永康
詩情曲意＃7
主題：李煜
選播：
玉樓春

（白雪仙）
李後主之去國歸降
（任劍輝 白雪仙）

阮眉 陳婉紅

星期日
3/2/13

解心粵曲
平湖艷跡

（新月兒 譚秀珍）
沙陀國借兵
（源妙生）
灞陵相別淚

（陳錫洪 梁玉卿）

歐翊豪
粵曲會知音
李後主之私會

（龍劍笙 梅雪詩）
仙姬送子

（李龍 陳詠儀）
龍鳳爭掛帥

（林家聲 吳君麗）

歐翊豪
梨園一族

嘉賓：袁纓華

歐翊豪 林煒婷

星期一
4/2/13

金裝粵劇

楚漢爭
（梁少平 李寶瑩
羅唐生 譚詠秋
小甘羅 盧麗卿）

粵曲選播：
王寶釧之回

（桂名揚 上海妹）

蒙正祭灶
（文千歲）

評雪辨
（文千歲 尹飛燕）

采石磯前鶼鰈淚
（紅線女）

陳婉紅

日期 主辦單位 劇　目 地 點

29/1 雷霆曲苑 《雷霆金曲夜》 新光戲院大劇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任劍輝名劇百回賞《帝女花》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香港八和會館 《穆桂英大破洪州》 油麻地戲院劇院

30/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任劍輝名劇百回賞《再世紅梅記》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西九大戲棚《福星高照喜迎春》 西九文化區

31/1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西九大戲棚《蟠龍令》 西九文化區

香港八和會館 《三年一哭二郎橋》 油麻地戲院劇院

龍飛製作有限公司 《良師益友和琴弦》 新光戲院大劇場

1/2 香港新界曲藝同樂總會 《曲藝同樂賀新年—粵曲演唱會》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明威樂社 《明威粵曲獻唱》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2/2 丹心粵藝社 《碧弦霞韻會知音》粵劇折子戲及粵曲演唱會 高山劇場劇院

3/2 香港八和會館 《萬里琵琶關外月》 油麻地戲院劇院

4/2 伏英館 《元武師生折子展繽紛（二）》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盈盈曲藝社 《懷舊粵曲演唱會》 高山劇場劇院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2/13 社區粵劇巡禮 ─ 金紫荊劇團《獅吼記》 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舞 台 快 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