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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霸開鑼狗年好戲連連

康華離鄉別井只為追夢

香港電台紀錄片《大鑼大鼓新戲派》

梁兆明梁燕飛新組合演經典劇

■ 梁兆明和梁燕飛以
往有很多合作演出。
往有很多合作演出
。

■梁兆明是香港觀眾的寵兒。

■年輕演員康華憑扎實的基本功，獲得觀眾讚賞。

康華自小愛上戲曲，盼望他日成為戲曲演員。十二歲
時，正處於求學階段的她提出放棄學業，轉而專心學
戲，卻換來母親的大力反對。後來，康華還是堅持踏上
了尋藝的旅程，毅然隻身前往新加坡和內地學習京、崑
劇。
在別人眼中，學藝過程甚為艱辛，但她卻不以為苦，
更立下信念，回港後要把所學到的技藝融入粵劇表演
中。十七歲時，父親為她度身訂做地編撰了一齣武場
戲，她憑着扎實的基本功，受到觀眾的熱烈支持。當
時，康華已備受矚目，但她未因此而滿足，反而覺得應
該跳出「刀馬旦」這個框架，尋求突破，於是她開始嘗
試鑽研文戲。
康華認為演員應該有屬於自己的戲，並要大膽嘗試，
探索不同的可能性。2017 年，她和父親廖儒安將海派京
劇《盤絲洞》改編為粵劇。上海京劇團的原版本注重刀
馬旦的表演技巧，並透過機關佈景、魔術等新穎的手法
營造劇場效果，令演出變得更富娛樂性、戲劇性。由康
華主演的粵劇版本，劇本上則重新作出處理，包括平均
六柱的戲分，並在人物性格、表演特色等方面，賦予新的思維，希
望向觀眾帶來一個劇情豐富，而且富娛樂性，更具備創新意念的演
出。創新固然重要，但她亦
不忘傳統，例如在過去的演
出中適當引用前輩名伶的唱
腔、演出方法等，以保留傳
統粵劇的特色與味道。
在節目中，康華坦言曾
擔憂個人的發展前景，然
而隨着演量增多，加上經
驗的累積，觀眾數目亦逐
漸增加。她抱着對粵劇的
熱誠，繼續堅持夢想。近
年，她曾自編、自導、自
演，更透過成立劇團實踐
創作。回想起學藝以來遇
到的不少挫折，但她卻堅
持走上這條崎嶇的道路，
無怨無悔，只因對戲曲的 ■除了武場演出外，康華銳意鑽研文
那一份追求和熱愛。
場戲。

香港新春是粵劇界僅次於神功戲的旺季，尤其是雄霸市場的大型班買少見少之後，有
很多小型戲班冒起，分別在港九新界各處會堂、文娛中心演出，熱鬧非常。今年新春，
有鳴芝聲巨型班霸在新光戲院一鎚鑼鼓演二十日，在沙田大會堂、高山劇場，都有劇團
演出新劇喜劇或是傳統經典名劇。

在2月26日至28日高山劇場有
一台戲是由梁兆明夥拍師妹

梁燕飛，聯同阮德鏘、郭啟輝、
林子青和杜詠心合演三齣經典名
劇︰《呂布與貂蟬 》、《蟠龍
令》和《龍城虎將震聲威》。這
組合相當新穎，有來自湛江的梁
兆明和梁燕飛，也有本港知名粵
劇世家傳人阮德鏘，青苗新秀林
子青、杜詠心和崛起得很快的丑
生武生郭啟輝。
梁兆明和梁燕飛都是湛江「小
孔雀粵劇學校」栽培的演員，梁
兆明更是得天獨厚有很好的際
遇，既得名伶林錦堂收為徒，又
有班主高金沛伉儷投資組班，當
年在湛江已時常來港演出，他憑
扎實的功夫和努力，迷倒香港不
少戲迷，年前他以優才計劃來港

■梁燕飛也是文武兼備的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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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 目
《粵樂妙韻會知音》
《粵劇龍城賀新歲》

地 點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高山劇場劇院

《美哉秦少游》
新光戲院大劇場
《戎馬干戈萬里情》
葵青劇院演藝廳
《
「粵韻傳情」
戲曲欣賞會》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仙鳳揚(妙韻)會知音》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明聲展藝慶豐年》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金鳳銀龍迎新歲》
葵青劇院演藝廳
《歲歲年年-雙龍丹鳳霸皇都》
高山劇場劇院
《春日彤音會知己》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嚴振邦師生良朋會知音》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情俠鬧璇宮》
葵青劇院演藝廳
《蝶影紅梨記》
高山劇場劇院
《新聲妙韻粵曲演唱會(四)》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明威粵曲獻唱》
油麻地戲院劇院
《經典名曲精選匯演》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蓋世雙雄霸楚城》
葵青劇院演藝廳
《秀雅仙姿粵劇折子戲專場》
高山劇場劇院
《明威粵曲獻唱》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
「愛心敬老傳妙韻演唱會」粵曲演唱會》
油麻地戲院劇院
《搶新娘》
葵青劇院演藝廳
粵劇折子戲高山劇場劇院
《濃情友好匯高山》
《鄧有銀歌迷會敬老粵曲會知音》 粵劇折子戲及粵曲演唱
會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荃灣區議會社會服務及社區宣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錦繡名劇賀新春》
傳委員會長者友善社區及復康
工作小組及荃灣區長者福利會
生輝粵劇研究中心粵劇
高山劇場劇院
《呂布與貂蟬》
樂弦佳韻
《樂弦佳韻粵新輝好歌名劇賀新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歲》粵劇折子戲及粵曲演唱會

金靈宵粵劇團製作的《宋徽宗
李師師周邦彥》在沙田大會堂重
演，獲得戲迷的追捧，指該劇編
導演均具水準，三位主演者都掌
握了劇中人的性向，劇情的接駁
位都順暢，唱曲和音樂既有格律
也有新意，是一齣有新鮮感的傳
統粵劇。
宋徽宗是北宋的末代帝主，他
有藝術天分，一手瘦金體字留傳
千古，他與李師師的一段情，並
且有才子周邦彥居其中，成三角
情，已超乎一般才子佳人戲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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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年談
「狗仔腔」
演唱力度加強節奏感，使聽者印
象更為深刻。同時通過節奏的頓
挫使拖腔高低起伏強弱分明，既
要讓人感到拖腔的精心雕飾與眾
不同，但又有流暢自如，瀟灑動
聽的感覺的個人特色。三是在行
腔時，不受問字攞腔的方法束
縛，故意使用酷肖小狗吠叫的一
音一頓的『喔喔』聲，故時人將
『凡腔』戲稱為『狗仔腔』。 」
有前輩說何非凡的「狗仔腔」
源自「乞兒腔」。
「乞兒腔」即「馬腔」，創始
人馬師曾早年多演丑生行當，根
據自己嗓音洪亮扎實但欠圓潤的
特點，有意識研究賣檸檬小販的
叫賣聲，演唱時用力壓迫喉頭，
對音色不着意修飾，創造出一套
滑稽、跳躍，吸納了大量廣州話
和俚語入曲，拖腔用顫舌音的唱
腔。1924 年他在《苦鳳鶯憐》中
首次使用這種唱腔。雖然聽上去
聲音略帶沙啞，但演唱的節奏短
促明快，吐字清楚，多用「呃」
和「吔」聲拖腔，別具一格。因
其飾演的是義丐余俠魂，所以又
稱「乞兒腔」。
■文︰葉世雄

踏入狗年，祝各位身心康
泰，心想事成。
去年底，為高山劇場的
「粵劇教育及資源中心」撰
寫介紹幾位老倌的唱腔，看
到網頁上把「非凡」和「狗
仔腔」放在一起。我接觸粵
曲之初，老一輩說用「狗仔腔」
來形容名伶何非凡的腔口，是說
他的拉腔只得「喔喔」的聲音，
像小犬吠聲，帶有貶意。不過時
移世易，原來何非凡的「狗仔
凡」已獲得平反，以下是摘自內
地戲曲網頁的介紹文字：
「凡腔流派唱腔。創始人是 20
世紀 40 年代的粵劇小生何非凡。
何非凡嗓音明亮，圓潤甜美，聲
線高低自如；演唱叮板穩準，跳
擸頓挫，強弱分明；節奏爽朗，
絕無拖遝。他根據自身嗓音條件
較好的特點，有意識地採用跳躍
性的吐字與跌宕起伏的唱腔，行
腔跳頓較多，不刻意追求唱腔的
連貫性，善於使用鮮明的節奏拖
腔，形成帶有何非凡個人獨特色
彩的流派唱腔：『凡腔』。『凡
腔』有三個較明顯的特點，一是
在演唱中，通過停頓適當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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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命鴛鴦
(歐凱明、紅線女)

風雨故園情
歡喜冤家鬧洞房
雙珠鳳送花樓會
(林家寶、蔣文端) (陳小漢、梁淑卿) (龍貫天、甄秀儀)

康熙夜訪六朝居
(尹光、胡美儀)

鐵馬銀婚
綽頭王
金枝玉葉
(梁醒波、鄭幗寶) (阮兆輝、陳好逑) (麥炳榮、鳳凰女)

水冰心三戲過其祖
(新馬師曾、鄧碧雲、
蘇少棠)

刁蠻公主戇駙馬
(梁醒波、鄧碧雲)

湖山盟
(鍾雲山、嚴淑芳)

望，所以受到歡迎。
此劇的選角恰當也是其受歡迎
的原因，龍貫天演宋徽宗趙佶，
外形佔很大的優勢，而百變老倌
阮兆輝演周邦彥，一樣倜儻爾
雅；李師師由謝曉瑩飾演，李師
師全劇服裝新穎，唱曲方面相對
已出版的唱片，顯見進步，而做
手方面則多了點崑劇的韻味，今
次演來更得心應手，配合出身青
樓的李師師也未嘗不可，最令粵
劇觀眾歡喜的是好人好事，奸人
受懲，皆大歡喜。 ■文︰白若華

■周邦彥被充軍，幸得紅顏知己李師師以真相告以君皇，得以解厄
難，宋徽宗封李師師為妃子，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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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主辦單位
藝滙
民政事務總署-九龍城民政事
務處及九龍城區議會
鳴芝聲劇團
東凌粵劇推廣中心
才藝館
仙鳳揚曲藝社
明聲藝軒
東凌粵劇推廣中心
群藝社同學會粵劇
芍彤粵劇曲藝社
藝銘樂苑曲藝社
東凌粵劇推廣中心
菀雅瑩藝軒粵劇
彩鳳鳴曲藝會
明聲威樂社
蕙心粵曲組
東凌粵劇推廣中心
囍鳳朝陽粵劇團旺角分會
明威樂社
楊玉光先生慈善基金
東凌粵劇推廣中心
匡文曲藝社及喜迎迎粵劇團
鄧有銀歌迷會

之鶯」之稱的鄭幗寶門下深造唱
腔，也因自小在「湛江小孔雀」
受訓，基功扎實 ，扮相端莊俏
麗，可說是全面的花旦，她所欠
的是更多的舞台經驗，現時在演
藝青年粵劇團多和來自湛江的莫
華敏合作，大演文武戲場。
今次和舞台經驗相當多的師
兄、也是香港戲迷寵兒梁兆明合
演，不但是她演出的好機會，也
是觀眾愛看的節目。在《呂布與
貂蟬》中，「雙梁」會有多場對
手戲，其中《鳳儀亭相會》更是
粵劇排場戲之一；而《蟠龍令》
是一齣劇情複雜，武戲連連的經
典戲；《龍城虎將震聲威》是宮
闈袍甲戲 ，為新春增添熱鬧氣
氛。
■文︰岑美華

金靈宵重演《宋徽宗李師師周邦彥》皆大歡喜

舞台快訊
日期
20/2

定居，演藝事業並沒有放緩下
來，仍依計劃繼續發展，原由高
太策動的「心美粵劇團」，梁兆
明仍是文武生，正印花旦則由香
港的陳咏儀擔任，仍然受戲迷追
捧。
本來「心美」的花旦位置由湛
江的幾位小花麥文潔、梁燕飛、
莫燕雲、譚蘭燕分任，但梁兆明
來了香港發展後，這幾位花旦也
各奔前程，麥文潔隨夫梁兆明來
港定居；莫燕雲在廣州粵劇團發
展，而譚蘭燕則加入深圳市粵劇
團，時有來港演出；至於梁燕飛
則考進香港演藝學院深造，並成
為演藝青年粵劇團的演員，也常
應邀參與本港戲班演出。
梁燕飛在湛江時已甚為突出，
她的嗓音清美，曾拜在有「濠江

蝴蝶杯
(文千歲、吳君麗)

遊園驚夢
(徐柳仙)

花王之女
(廖俠懷、白楊)
唐伯虎點秋香
(任劍輝、梁醒
波、白雪仙)

(歐翊豪)
1600薪傳創未來
嘉賓：
康華
(何偉凌、阮德鏘) (李龍、黎曉君) (黎曉君、陳禧瑜) (何偉凌、黎曉君)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台播出為準。

(丁家湘)

(歐翊豪、陳禧瑜) (阮德鏘、陳禧瑜)

香港電台第五台網址：http://rthk.hk/radio5

(粵曲播放延長至
2600)

25:00
(陳禧瑜)

(御玲瓏)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台播出為準。

(林瑋婷)

(丁家湘)

(龍玉聲)

(陳禧瑜)

香港電台第五台網址：http://rthk.hk/radio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