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實，這一陣時見林錦堂的作品（導演的作品），如最
近口碑甚好的《瓊花仙子》，之前也是由衛駿輝及陳 儀
合演的《青蛇》、《大唐胭脂》等，由他導演的幾齣戲都
有突出的風格，也看得出他很用心去做導演這一門新的
工作，還道他決心轉行，以後會朝這個方向去發展事業
的不同天地，想不到桐油埕還是桐油埕。

堂哥敬業樂業全情投入

日前在天虹劇團的春茗上見到堂哥，問起他的新動
向，他說剛為衛駿輝、陳 儀的劇團導完《瓊花仙子》，
前幾天都和燕姐等排自己「錦添花」在高山劇場上演的
戲，接下來要閉關⋯⋯，當時問為何要閉關？他表示平
時多東西做，腦海裡有千絲縷的念頭，事情雖然一件件
的做了，但也要時間去清一清，否則演自己的戲時就不
能全情投入，影響表現。
每個藝人處理及準備演出的方式都不同，聽堂哥這麼

說，再度印證堂哥敬業樂業的態度，他對任何演出必不

會掉以輕心，他的戲迷、粉絲們時常對我說，很愛看堂
哥細膩的舞台動作，只是近年他好像興趣移到導演方
面，看他演出的機會相對少了。
堂哥說不是不想演戲，只是搞一台戲演出，有太多東

西要跟，碰巧過去兩年，陳寶珠、衛駿輝及演藝學院都
訂了他做導演，他表示自己心不想多用，所以便把自己
的演出意慾押後，在有時間準備才演出。
他也不諱言，今次和燕姐演的幾個戲都是最佳的劇

目，由於演出日期不多，所以每一齣戲的主角都有不同
的性格，他說︰「這樣可以過下戲癮。」說到底，演員
當然是喜歡在舞台上演出，至於堂哥何時執起導演筒？
「早於七十年代已經做導演！」他說︰「不是在香港，而
是到內地，因為那時候廣州有幾個文武生要做香港大老
倌如新馬、何非凡等人的戲，邀我上去導戲。」

指導演員發揮演藝表現

其實近幾十年廣東傳統戲行中的文武生就是一團之
帥，統領劇團，要做導演並不
新鮮，何況堂哥拍過電影、電
視，尤其了解導演的工作。
「不過做戲行導演和影視有些不
同。」堂哥說︰「因為每一位
紅伶都會有基本功，做得主
角，也都在圈中打滾多年，大
都有其職業個性，做導演的，
不會教他們如何做戲，而是指

導演員如何把自己最好的演藝表現出來，當然更要把戲
台所有有利觀眾生好感的元素動用。」
他舉個例，在《瓊花仙子》一劇有很多打鬥場面，武

師一定要有，如何打得好睇，就要導演、主角和武師協
商，設計不同的武場，天兵、鬼仔、人將分別和主角打
鬥，不就比較好看嗎！
而有關文場戲，劇本一味話要演粵劇，全場唱晒梆

黃，不一定掂，有場口可以唱，活用口古、南音、加些
小曲都是活化粵劇唱曲元素。正所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
年書，若問得其所，堂哥毫無保留講很多的體驗，至於
講他自己演的戲，他不肯自我宣傳，只說︰「今台在高
山的戲（三月十二日至十四日），除阿燕和我及阮兆輝，
阮德鏘、唐宛瑩、資深老倌文寶森，又有一些新人︰陳
紀婷，陳培甡等，相信會有些火花擦出。」 文：岑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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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謂
「唱片曲」

分兩類：其一，指專為灌錄唱
片撰寫的粵曲，包括單支粵曲
或唱演整個故事的長篇粵曲；
其二，指把舞台粵劇或粵劇主
題曲改寫成適合灌錄唱片的長
篇粵曲或單支曲，由於受膠唱
片可錄載的時間限制，須專人
重新編曲，主要刪減口白和鑼
鼓，增添歌唱部分，旋律多用
小曲。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麗

的呼聲、商業電台、綠 電台
等商營電台相繼成立，連同政
府營辦的香港電台，電台大量
播放粵曲，使唱片粵曲的需求
大量增加。為了增加產量，唱
片公司在曲藝界找尋出色的唱
家，子喉唱家冼劍麗、崔妙
芝、李寶瑩等突然冒起，連紅
伶如任劍輝也和她們合作灌錄
唱片。
電台播放長篇粵曲，聽眾先

入為主，把它當作舞台演出的版本。及
後，劇團因應聽眾要求和期望減少演出時
間，也取用長篇粵曲曲本作舞台演出藍

本。編劇家葉紹德曾指出「仙鳳鳴」當年
在油麻地佐敦公園戲棚演出《再世紅梅
記》，白雪仙將上場口白，改用唱片之慢
板。原來劇本上場口白是「楊柳怯秋風，
折腰款擺何時了，桃花驚暴雨，未逢洗劫
墮湖中」，而唱片曲之慢板是「山影送斜
暉，波光迎素月，一樣西風，吹起我新愁
萬種。消息隔重簾，人似天涯遠，芳心更
比秋蓮苦，只怕夢也難通。背燈徒自嘆，
對鏡為誰容，我本玉潔冰清，羞作玉龍彩
鳳」。
在核對唱片曲資料時，發現商人把電影

原聲帶改稱「精彩粵劇」發行。以《金葉
菊》為例，「長篇粵劇」有三個版本，分
別由「桂名揚、關影憐」、「鍾雲山、崔
妙芝」、「何家權、許卿卿」等領銜主
唱。任劍輝、余麗珍領銜主唱的版本由一
間出版鐳射影碟的公司發行，唱片時間長
七十九分零三秒，與一般電影的原聲帶的
長度相同；此外，分場似「粵劇電影劇
本」，聲音也具「電影原聲帶」偏尖偏薄
的特點，以上述的條件來判斷，這齣「精
彩粵劇」根本就是「電影原聲帶」。
以商言商，一物多賣，增加收入，實無

可厚非。但以「精彩粵劇」來形容，又不
說明出處，就會誤導公眾，錯把電影當舞
台演出了。 文︰葉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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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2/3/13

粵曲會知音

九天玄女之
羽化登仙

（劉惠鳴、李淑勤）

霸王別姬
（杜煥）

長憶拾釵人
（梁漢威、王超群）

幾主悔情慳
（陳笑風、嚴淑芳）

陸文龍
（龍貫天、楊麗紅）

斷鴻零雁記
（譚家寶）

李　龍

星期三
13/3/13

粵曲會知音

俏駙馬偷看公主
（彭熾權、盧筱萍）

英雄掌上野荼薇
（新任劍輝、新白雪仙）

殘夜泣箋
（羅艷卿）

牡丹亭驚夢之幽媾
（龍劍笙、梅雪詩）

十載菱花夢
（黃千歲、梁素琴）

紫塞玉笙寒
（新劍郎、葉慧芬）

紅樓金井夢之
悼金釧

（林錦堂）

林煒婷

星期四
14/3/13

粵曲會知音

最後情書
（梁瑛）

白龍關
（阮兆輝、李鳳）

情俠鬧璇宮之
鳳閣定情

（李龍、尹飛燕）

文姬歸漢
（丁凡、黎佩儀）

金枝玉葉
（麥炳榮、鳳凰女）

語解相思
（張月兒、羅麗娟）

陳婉紅

星期五
15/3/13
粵曲OK
晴雯撕扇

（任劍輝、紅線女）
程大嫂

（芳艷芬）
王寶釧之平貴別
（新馬師曾、吳君麗）
（陳婉紅、陳永康）

戲曲群星
嘉賓：
鄧美玲

（陳婉紅、陳永康）
15:00梨園多聲道
聽眾熱線電話：

1872312

一代名花
（張惠芳）

招菉墀
陳婉紅 陳永康

星期六
16/3/13
金裝粵劇

蝴蝶夫人
（天涯、鍾麗蓉、
梅欣、何燕燕）

粵曲選播：
啼笑姻緣之送別

（黃少梅、劉艷華）

香妃之清宮存貞
（關海山、南紅）

文君嘆月
（白鳳瑛）

陳永康
詩情曲意＃13
主題：紅樓夢

選播：
紅樓夢之葬花

（文千歲、李寶瑩）
寶玉哭晴雯
（陳笑風）
阮眉 陳婉紅

星期日
17/3/13
解心粵曲
道窟奇花

（半日安、上海妹）
誤會分妻

（白駒榮、倩影儂）
白兔記之三娘汲水

（郎筠玉）
歐翊豪

粵曲會知音
風流天子孟麗君
（蓋鳴暉）

關公月下釋刁嬋
（蔣艷紅）
洞庭十送

（衛駿英、陳嘉鳴）
同命鴛鴦

（梁無相、呂紅）

歐翊豪
梨園一族

嘉賓：
任丹楓、
紫令秋

歐翊豪 林煒婷

星期一
18/3/13
金裝粵劇

一入侯門深似海
（何非凡、崔妙
芝、陳錦棠、芙蓉

麗、曾雲飛）

粵曲選播：
楊繼業闖碑
（靚次伯）

陳婉紅

日期 主辦單位 劇　目 地 點

12/3 錦藝軒粵劇苑 《紅菱巧破無頭案》 高山劇場劇院

香港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 《2013香港藝術節－戲偶人生》 油麻地戲院劇院

13/3 香港仔婦女愛心協會 《心連心樂韻演唱會》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盛世天戲劇團 《錢塘金粉》 新光戲院大劇場

錦藝軒粵劇苑 《香羅塚》 高山劇場劇院

14/3 錦藝軒粵劇苑 《洛神》 高山劇場劇院

香港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 《2013香港藝術節－戲偶人生》 油麻地戲院劇院

15/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粵曲演唱會》 李陞街公園籃球場

中西區區議會

藍天藝術工作室 林家聲戲寶專場《無情寶劍有情天》 高山劇場劇院

16/3
宮商藝社

《謝應時師生新春會知音2013》
油麻地戲院劇院

粵曲演唱會及折子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福建南音音樂會》 南蓮園池香海軒

藍天藝術工作室 林家聲戲寶專場《周瑜》 高山劇場劇院

17/3 歡樂之友 《歡樂美樂友情薈知音》 大埔富善社區會堂

凱旋粵樂社 《陳秀嫻師生好友粵曲欣賞會》 天耀社區會堂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新蕊粵劇場演出系列《莊周試妻》 油麻地戲院劇院

18/3 金玉堂劇團 《精選粵劇折子戲》 高山劇場劇院

舞 台 快 訊

本 內容：戲曲 副刊

《青蛇》驚蟄「出洞」 下周赴港首演
話劇《青蛇》在驚蟄日「出洞」，秦海璐、袁泉等一眾主演露

面。導演田沁鑫希望將該劇做成「有中國氣質的中國大戲」。
出現在媒體面前的秦海璐眉眼間頗有點兒「妖」，她表示，平時

觀眾對她的印象都是有點中性、剛勁的，所以這次演「青蛇」導
演挖掘出她不為人知的一面。飾演「白蛇」的袁泉與秦海璐同為
中戲表演系同班同學，《青蛇》是二人畢業後首次聯袂合作舞台
劇。「演《青蛇》更像一次學習，需要調動小時候學習中國戲曲
的基本功，確實很不容易但也特別受教」。
事實上，田沁鑫正是看上了秦海璐和袁泉的京劇功底，「她們

兩個都有 扎實的中國戲曲傳統文化傳承，身段很漂亮，又都是
很好的話劇演員；既具備漂亮的造型意識和節奏感，又能轉化成
話劇的表達，所以她們兩人都會是獨特的呈現，袁泉的白蛇就是
袁泉的，秦海璐的青蛇也不會是別人的。」
劇中飾演「法海」的是田沁鑫的「御用男演員」辛柏青。劇中

的法海慈悲為懷但也會犯錯，從年輕一直演到老年，對演員的要
求很高。辛柏青自言這個「法海」不是演出來的，而是從內心表
達出來的，「他是一個求佛的人，對信仰極其堅定，悲憫心的胸
懷是演不出的，導演說我有一種乾淨的氣質，我希望自己能勝任
這一角色。」
與電影《青蛇》相比，田沁鑫表示，電影更能表達細節，而話

劇是從整體呈現，「電影中妖的氣味更濃，法海仍然是反派；而
我的靈感是體現人、佛、妖三界，每一方各有各的堅持，由此產
生矛盾衝突，我只能把它們呈現出來，也沒有能力解答。這與電
影的文化品格有所不同。」
她坦言想把《青蛇》做成有中國氣質的中國大戲，「宋代的傳

奇非常了不起，我希望我的《青蛇》能體現出東方審美、中國意
趣和民間神話的特質，這種傳奇氣質會貫穿其中。作為生活在這
個時代的中國人，我能做的就是毫無保留的體現出中國人的文化
精神」。
話劇《青蛇》景高9米，寬度14米的背景牆可隨時移動，除7台

投影儀之外，還將有300多台燈。田沁鑫透露，「水漫金山」一場
中原計劃用三道雨來表現，但後來計算出循環用水將達20噸，考
慮到舞台的承重力不得不放棄這一方案，現在改為下霧，同時輔
以投影，效果更好。劇中的舞美、燈光和音樂都是由三位國外優
秀藝術家打造，「我們會因為太熟悉而感覺盲目，但他們對中國
的一切都很新鮮，他們看到一個東方大國特有的氣質並貼切地表
達了出來」。
話劇《青蛇》由中國國家話劇院打造，作為第41屆香港藝術節

的委約作品將於3月21日在香港首演，4月將在北京國話劇場連演
10場，此後赴澳門、台灣及上海等地巡演。 文︰中新社

香港藝術節粵劇節目油麻地戲院開鑼
本屆香港藝術節的粵劇節目已於三月

七日假油麻地戲院展開，一連四天，日
夜共演五場大戲，包括《隋宮十載菱花
夢》、《雙仙拜月亭》、《趙氏孤兒》（日
場）、《夢斷香銷四十年》及《再世紅梅
記》。
各場演出都是資深老倌連同新紅伶一

起演出，以配合今年藝術節粵劇的口
號︰「粵歷油麻地／三代同台做大
戲」。
看首晚演的《隋宮十載菱花夢》，已感

受到本港粵劇仝人於戲曲藝術的專業和
努力，龍貫天和南鳳是該劇的資深老
倌，分飾楊越將軍和樂昌公主，丑生行
檔的陳鴻進是已有知名度的年青演員反
串演楊母，還有新一代已薄有名氣的宋
洪波演徐駙馬、王潔清演楊雙卿，最新
一代粵劇演員譚穎倫演老臣顧存義，大
老倌固然演得揮灑自如，新老倌如譚穎
倫一點也不馬虎，演出了水平。
接 的幾個戲都是粵劇精品，日場由

兩代青年演員演的《趙氏孤兒》，苗丹青

演程嬰、鄭雅琪演程妻、梁煒康演屠岸
賈、王潔清演莊姬公主、黎耀威演趙
朔、宋洪波演公孫柱臼、關凱珊演趙武
⋯⋯都演出劇力萬鈞。
藝術節更舉辦加料講座，分別在三月

三日、九日及十日舉行《薪火代代傳》
講座，請得紅伶李奇峰和李沛妍父女，
龍貫天，文化堂社長彭志銘、阮兆輝和
阮德鏘父子、高潤權及高永熙父子主
持，今年藝術節添文化傳承元素。

文︰白若華

■《趙氏孤兒》全體演員謝幕。
■在油麻地戲院演出藝術節粵劇項目《隋宮十載菱花夢》

全體演員謝幕。

林錦堂放下導筒過戲癮
夥拍尹飛燕高山劇場演四場

■尹飛燕近來多夥拍新人，與好拍檔演出當然更是賞心

樂事。

■林錦堂希望每年演兩個台期，其餘時間專心做

導演。

林錦堂近年比較少在舞台演出，除了已演近二十年的南丫島榕樹灣天后神功戲，其他演出相當浮

動。蛇年伊始，堂哥的演出消息傳來，他夥拍尹飛燕在高山劇場演出四天戲，揀選的戲碼是他個人

喜歡和燕姐合作的《樓台會》、《紅菱巧破無頭案》、《香羅塚》及《洛神》。

■燕姐和堂

哥 演 出 合

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