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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喉唱腔典範——「薛腔」（中）
上世紀二十年代，傳統粵曲

唱法仍然主導梨園；唱者依樣
葫蘆刻板式的運腔，少用鼻音
做主音，聲較低沉，小生假嗓
重，唱曲較快，跌宕不夠分
明。
薛覺先那時的唱法跟傳統已

經有了一些不同，除了效法千里駒
那種跌宕分明、字眼咬得實、清楚
露字的唱法，還效法瞽師的注重鼻
音。但他跟瞽師唱法也有分別，那
時舞台上還未有擴聲器，所以演員
的聲線不一定要大，但要求去得遠
（粵劇術語叫做「能落台」），這
就一定要吐字玲瓏，每個字要咬得
實。故不能單注重腔，否則愈拉腔
就愈不能露字，字不露就不遠，台
下便聽不清楚。薛覺先初時在唱方
面也老愛咿咿呀呀的，例如：「口
問心時，心問口……呀……」等
等。後來他發覺此「呀」字脫節，
好像突然割斷了再續回似的，不好
聽。他認為腔亦可以代字，腔與字
可以結合不斷，順着口型來拉腔，
可以將「口」字拉成「烏」字腔。
他發現了這一點樂理後，便根據每
句最後一個字取腔，這叫做「問字
腔」（問字取腔）。後來，他覺得

還不夠完善，便進一步要求從開口
到中間每字也可以取腔，或根據上
一字來取腔，或看情況可取腔者取
腔。
比方他在那首本戲之一《胡不

歸》中，即使短短一句：「情惆
悵，意淒涼，枕冷鴛鴦憐錦帳」，
也唱得細緻到每一字都有一腔，而
且感情豐富，使人盪氣迴腸。他唱
來字字都經過加工，每一字都有腔
包尾，而且包得很圓潤和諧，沒有
刺耳的音調，沒有拖泥帶水的弊
病，非留心細聽還覺察不到這字裡
有腔。
如在《璇宮艷史》中那句「中
板」：「原來皇妻陛下在此檢閱御
林軍」。「閱」、「御」二字本是
同一口型的，一般唱來就不易露
字，薛覺先便從「閱」字拉腔以突
出「御」字，而腔也拉得不多不
少，恰好夠用，並利用拉腔的機會
來呼吸，所以婉轉動聽而又字字清
楚。他不加花腔也絕不亂加虛字。
有些演員為了堆砌音飾，便鬧出了
像「西風黃葉落紛紛」唱成「西
風——系咐黃——呀葉——咐我就
落呀紛紛」的笑話了。

■文︰葉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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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節日活動延續到12月，於維園演出棚
戲之後，分別於10月21日及11月18日

在灣仔活動中心及禮頓山社區會堂舉辦「粵
藝工作坊及導賞」，於12月9日的「粵藝
日」，在禮頓山社區會堂公演折子戲專場。
是次「灣仔粵劇日」活動順利展開，是該

區區議會和熱愛粵劇曲藝社團及粵劇老倌合
力推動。早在半年前已展開聯繫工作的陳慧
思說出搞這活動的緣由，她的粵曲教授課堂
向來在灣仔區，而為「香港粵劇曲藝協會」
付出努力的拍檔周潔冰也是灣仔區議會副主
席暨灣仔區議會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副主
席，都想推動社區文化，遂開始籌劃。她們
議定必須要有公開的演出，也要有實質的藝
術傳播，當然更重要活動是與眾同樂形式；
不過由於灣仔是香港的心臟地區，大多公眾

場地都要花長時間預訂，終於磨合出現在這
一個方案，陳慧思很興奮指出申請到8月26
日在維園一號足球場日夜上演粵劇折子戲︰
「市民不知多少年沒有在維園睇到大戲了，
今次還是免費入場，不但方便港島區的市民
來睇，港九各區市民也應把握這機會。」
陳慧思透露大會邀請得大老倌龍貫天任藝

術總監，確保節目的質素和內容，在維園響
鑼的「灣仔大戲棚」日戲是下午1時開始，
會上演七個節目，包括有︰《鳳閣恩仇未了
情》、《合兵破曹》、《搜書院》、《白龍
關下卷》、《打金枝》和《怒劈華山》等。
夜場節目有目前粵劇界中青專業演員演出

五個折子戲，有︰黃成彬和陳妃婷合演《穆
桂英招親》、文華和盧麗斯合演《帝女花之
庵遇》、陳鴻進和梁心怡合演《拷紅》，以
及龍貫天和陳慧思合演《鳳閣恩仇未了情》
與《刁蠻公主戇駙馬》。
至於10月及11月的粵藝工作坊及導賞，邀

請得龍貫天和陳慧思、鄧美玲和尹才榜主持
講解粵劇入門知識、導賞及粵劇示範和實習。
壓軸於12月9日舉行的粵藝日，於是日下午
6時開始由李秋元、陳慧思、煒唐、鄭詠梅
等分別合演三個折子戲：《牡丹亭驚夢之幽
媾》、《花染狀元紅之庵堂重會》、《艷曲
醉周郎》及粵曲演唱。
粵劇是本地的文藝精華，各區有心人盡

力推動安排和坊眾共樂，實在是好人好
事。 ■文︰岑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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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江蘇省蘇州昆劇院應希臘藝術節之邀
請日前在雅典阿迪庫斯露天劇場表演經典昆
曲劇目《牡丹亭》，向現場2,000餘名觀眾
獻上一場精彩的演出。也為2017「中希文化
交流與文化產業合作年」添上濃厚的色彩。
《牡丹亭》是中國明代著名劇作家湯顯祖
創作的昆曲劇本，這不僅是他的代表作，也
是中國戲曲史上經典的作品。此次中國當代
著名作家白先勇攜手江蘇省蘇州昆劇院的表
演藝術家改編創作出了青春版《牡丹亭》，
以「情」為主題，重述湯顯祖筆下「天下第
一有情人」杜麗娘因夢生情，因情深而起死
復生的動人故事。
而希臘阿迪庫斯露天劇場擁有1,856年歷

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劇場，以及是同時期

最傑出的建築物之一。今次《牡丹亭》在雅
典上演，讓兩國歷史悠久的文化遺產在希臘
「相遇」，為雅典的仲夏夜編織出一個來自
古老東方的瑰麗夢境，簡直是跨越中西方戲
劇文化和時空。 ■文︰新華社

維園搭棚演大戲 與眾共樂
陳慧思邀龍貫天任藝術總監

日期

22/8
23/8

24/8

25/8

26/8

27/8

28/8

演員、主辦單位

永高粵藝推廣會
東區區議會、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及東區康樂體

育促進會
團藝(業餘)中樂社

粵華雅聚

粵劇營運創新會-龍駒琴
絃閣

丹山鳳粵劇團、金玉堂
劇團及蓬瀛仙館

玉荷曲藝社

紫鳳軒
粵劇營運創新會-龍駒琴

絃閣
粵劇營運創新會-龍駒琴

絃閣
丹山鳳粵劇團及傳統戲

曲發展聯會

香港青苗粵劇團

唐藝軒
粵劇營運創新會-揚鳴粵

劇團
縈音曲藝苑

劇 目

粵劇《碧血寫春秋》

《慶回歸東區粵劇欣賞晚
會》

《粵曲會良朋》
《粵華雅聚樂繽紛》粵曲
演唱會及粵劇折子戲

《鍾馗》

少年兒童粵劇《尋找爺爺
嫲嫲的故事》

《荷苑。戲中情。曲中
意》粵劇折子戲及粵曲演

唱會
《鼓樂粵韻折子戲專場》

《蘭陵王》

《梁紅玉擊鼓退金兵》

粵劇《宮主刁蠻駙馬驕》

《小青苗暑期粵劇培訓班
暨結業演出》粵劇折子戲
《唐健垣南音粵韻》

粵劇《白兔會》

粵劇《夢斷香銷四十年》

地 點

高山劇場劇院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元朗劇院演藝廳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沙田大會堂文娛廳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舞台快訊

■六元帥

■「推車」與「坐車」。

演藝學院粵劇課程已開辦了十
多年，並成立了學士學位戲曲學
院，學院今年已有首屆畢業生，
演藝培育的戲曲人才，不少散佈
在各戲班，其中定期演出的「青
苗粵劇團」和「演藝青年粵劇
團」中的成員，大部分都是演藝
戲曲課的畢業學生。
適逢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

周年紀念，演藝校董會決定讓
戲曲課程已畢業的學生展開一
次盛大的匯演，特別安排演藝
學院歌劇院為演出場地，於8
月 14 日 至 27 日 （21 日 除
外），共演出13場大戲，於開
鑼日（8月14日）更由全體演
員合演粵劇晒冷戲《六國大封
相》及三齣古老排場戲《六郎
罪子》、《平貴別窰》、《金
蓮戲叔》之後每兩天換一個戲

碼，分別是《無情寶劍有情
天》、《雷鳴金鼓戰笳聲》、
《白龍關》、《龍鳳爭掛
帥》、《春草闖堂》、《帝女
花》等，學院畢業生演員有文
軒、林子青、宋洪波、黃寶
萱、藍天佑、王潔清、司徒翠
英、曾浩姿、鄭雅琪、陳紀
婷、王志良、林穎施、阮德
文、吳國華、林芯菱、一点
鴻、梁燕飛、符樹旺、莫華敏
等，也請了本港資深演員呂洪
廣、廖國森、溫玉瑜、黎耀
威、梁煒康、阮德鏘、郭啟煇
等配戲。
首演當天，各演員的粉絲、

市民觀眾、戲迷、學院行政人
員、其他科系同學都來捧場，
座無虛席，熱鬧非常。

■文︰白若華

■蘇州昆劇院的演員在雅典表演《牡丹亭》。

《牡丹亭》驚艷阿迪庫斯劇場

■表演者一舉手一投足都令觀眾拍爛手掌。

粵劇與香港市民生活關係密切，近年更因粵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

產，故而推廣及傳承活動此起彼落，港島灣仔是市民熱愛聚居地區，今年由灣仔區議會文化及

康體事務委員會、陳慧思藝友會主辦，灣仔區議會及多個曲藝社協辦及贊助，舉辦以《戲曲兩

面睇》為主題之「灣仔粵劇日」，將於2017年8月26日隆重揭開序幕，重點活動是該日在維

園搭棚，日夜上演十多齣折子戲及粵曲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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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進參與陳鴻進參與88月月
2626日的演出日的演出。。

■■文華參與文華參與88月月
2626日晚的演出日晚的演出。。

■■李秋元參與李秋元參與1212月月
99日的演出日的演出。。

■龍貫天與陳慧思為「灣仔粵劇日」費心經營。

■梁心怡將在8月26日演
出折子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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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2/08/2017
粵曲會知音

(何偉凌、阮德鏘)

粵曲

(陳禧瑜)

星期三
23/08/2017
粵曲OK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粵曲會知音

包公審陳世美(下)
(阮兆輝、陳好逑、梁

醒波)

還君嬌子在龍城
(李寶瑩)

(李龍、黎曉君)

粵曲
北地王之殺廟

(梁漢威、尹飛燕)

柳毅傳書之遞柬
(羅家英、李寶瑩)

女媧煉石補青天
(鳳凰女)

潘金蓮
(妙生、寶玉)

三審玉堂春
(白玉堂、許卿卿)

周瑜歸天
(新馬師曾)

(御玲瓏)

星期四
24/08/2017
粵曲會知音

(黎曉君、陳禧瑜)

粵曲
呂布與貂蟬

(羽佳、李香琴)

有情活把鴛鴦葬
(任劍輝)

柳毅傳書之花好月圓
(羅家寶、林小群)

三看御妹
(阮兆輝、李寶瑩)

西施之苧蘿訪艷
(林家聲)

(林瑋婷)

星期五
25/08/2017
粵曲OK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梨園多聲道

嘉賓:

(陳永康、黎曉君)

粵曲
王大儒

(白駒榮、新馬師曾)

武則天之
鐵掌拒柔情

(龍貫天、鍾麗蓉)

鄉下佬遊埠
(梁醒波、鳳凰女)

天子尋芳
(文千歲、梁少芯)

文君嘆月
(紅線女)

(陳永康)

星期六
26/08/2017
金裝粵劇
梁天來

(鍾雲山、陳錦棠、劉克
宣、郭少文、馮玉玲、

小千歲、梁素琴)

粵曲選播：

解脫情枷誦佛經

(梁少芯)

(丁家湘)
粵劇電影曲中尋#24

再世紅梅記
(陳寶珠、南紅)

(龍貫天、歐翊豪)

粵曲
紫釵記之拾釵結盟

(任劍輝、白雪仙、梁醒
波、任冰兒)

白馬王彪
(梁漢威、黃德正)

紅綾巧破無頭案之審頭
(吳仟峰、陳慧思、新劍

郎)

最後情書
(梁瑛)

(丁家湘)

星期日
27/08/2017
解心粵曲

(歐翊豪、陳禧瑜)

1400粵曲會知音
荊軻

(麥炳榮、鄭幗寶)
十八羅漢伏金鵬
(梁兆明、麥文潔)

鵲橋仙
(林家聲、李寶瑩)

陳後主
(白玉堂)

(歐翊豪)
1600梨園一族

嘉賓：藝青雲、粵劇編劇
鄭淦文

(陳禧瑜)

粵曲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林瑋婷)

星期一
28/08/2017
粵曲OK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粵曲會知音

(阮德鏘、陳禧瑜)

粵曲

(陳永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