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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小田
願望常自失落

誰人明白你心境寂寞
眼淚灑不盡

世事難得公允定厚薄
盡力無問收穫

誰人能做到 甘於淡泊
美夢會消逝 戲劇人生終有日閉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依江）黎小田生
於音樂世家，父親黎草田是著名音樂人，在四
五十年代為長城電影公司做配樂，母親是作家
楊莉君，妹妹黎海寧則是著名的編舞家，也是
城市當代舞蹈團的創辦人之一。5歲時，黎小田
童星出道參與電影《兒女經》及粵語長片《可
憐天下父母心》等經典作品，15歲遠赴英國留
學，60年代學成回港的黎小田曾任樂團的領
班。
到1973年參加TVB第一屆《作曲邀請賽》獲
得季軍，從此展開他的音樂人之路，並於1975
年加入麗的電視，與薛家燕主持節目《家燕與
小田》成為金牌組合，同時為麗的創作不少經
典電視劇主題曲，和填詞家盧國沾、鄭國江、
黃霑等合力打造了包括《天蠶變》、《天龍
訣》的《殘夢》、《人在江湖》的《人在旅途
灑淚時》、《浮生六劫》的《戲劇人生》等。
可與TVB的顧嘉煇分庭抗禮。還有電影《胭脂
扣》、《靚妹仔》、《警察故事》主題曲等，
也是香港樂壇的黃金時代，而且小田心態年
輕，跟年輕人打成一片，不同年代的人也可合
作，包括潘偉源、陳少琪、張美賢、朱潔儀、
崔恕等填詞人，作品300多首，更培訓出新一代

作曲家趙增熹。

入華星為樂壇注入新力量
黎小田與薛家燕合作後成功打響知名度，乘
住節目效應更發行同名唱片。到1982年，黎小
田加盟華星唱片擔任音樂監製，又策劃開辦
《新秀歌唱大賽》，發掘多位巨星如已故天后
梅艷芳、呂方和杜德偉等歌星，為當時興旺的
樂壇注入新力量。黎小田曾在訪問中表示當年
梅艷芳仍在舞廳唱歌，他從行家口中得知對方
歌藝了得，遂前往捧場，一聽之下覺得梅艷芳
的聲線很有徐小鳳的影子，於是叫她報名參加
《新秀》，最後梅艷芳贏得冠軍。
另一位已故巨星張國榮也視黎小田是大恩

人，當年正因為黎小田改寫張國榮的歌路，又
替他監製首張個人大碟《風繼續吹》，從此定
下張國榮在樂壇的地位。
黎小田的作品令演繹歌手獲獎無數，個人獎
項方面他在香港電影金像獎中，憑《胭脂扣》
獲得「最佳電影配樂」獎，也在電台頒獎禮中
獲得「最有貢獻唱片監製」、「最有貢獻作曲
人」、「殿堂作曲家」及「CASH音樂成就大
獎」等。

香港文匯報訊 事業得意的黎小
田在情路上多彩多姿，兩段婚姻都
失敗的他被指多情所致，小田也曾
承認感情是他人生中最失敗的事
情。24歲時遇上首任妻子羅錦
霞，婚後雖然育有一子，但離婚後
已少與前妻及兒子聯絡。第二任妻
子則是關菊英，二人拍拖8年於
1982年結緍，當時設下100席喜宴
也成為佳話，但婚姻只維持短短兩
年就完結。生前接受專訪中曾透露
與關菊英離婚原因，雙方當時還年
輕，性格又主觀，因一句晦氣說話
傷到太太的心。關菊英離婚後移民
加拿大退隱，直至2007年也與黎
小田合作主持音樂節目《超級靚聲
演鬥廳》。
黎小田自小愛慕薛家燕也算是公
開的秘密，薛家燕也透露二人曾拍
拖兩年，可惜無結果。當年薛家燕

失婚後人生
跌入低谷，
雖 獲 TVB
邀請參演長
壽處境劇
《真情》，
但她卻嫌人
工低，最後
得小田相助
加薪才接下工作，「好姨」一角也
令薛家燕再創事業另一高峰。黎小
田多次表示很欣賞薛家燕既勤力又
認真，為人樸素，在公在私兩人都
很有默契。去年在紅館演出的《小
田金曲50年作品演唱會》，小田
公開承認在薛家燕離婚後追求過對
方。小田近年演出作品都多與薛家
燕有關，包括劇集《皆大歡喜》和
音樂節目《流行經典50年》，也
是他的最後演出作品。

曾認感情上最失敗

作品逾300 替歌手贏獎無數
親手發掘梅艷芳捧紅張國榮

獲黎小田寫新歌 湯寶如讚沒架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黎小田離世消

息公佈後，多位圈中人均深表可惜。曾在
《流行經典50年》與小田合作過的湯寶如，
在社交網分享合照並留言：「Michael永遠懷
念你。」湯記表示日前有到醫院探望小田，
大讚對方沒架子，當時四個主持一起像一家
人一樣，即使離開節目後也有保持聯絡，她
最記得主持最後一集《流行經典》時，小田
竟然流淚，想不到對方原來很感性，她反過
來安慰對方，即使離開節目也可以再見面。
湯記又稱小田已寫了新歌給她，只是演唱會
取消了無緣面世。
麥潔文表示：「小田，一直很欣賞他的音樂才

華，特別喜歡他的作品《大地恩情》，真有幸認
識他。80年代中期常與他及Leslie（張國榮）一
起到東南亞及美加巡廻演出，90年被邀請加入他
的世紀唱片公司，2018年再為他的作品演唱會演

出……」

他的音樂註釋了香港一個世代
陶傑在社交網貼上兩人合照，寫下題為

「只有」的文章悼念。陶傑說︰「今年三
月底香港怡東酒店最後一日，與黎小田最
後一次合影。他的音樂靈感註釋了香港一
個綠酒紅燈的無憂世代，雖然他私下常
說，他不是一個快樂的人。他畢竟是香港
一個很感性的藝術家，因為他的性情有一
份不褪的童真和好奇心。香港有成千上萬
會計師、測量師、醫生、工程師，畢竟香
港只有一個黎小田。雖然他有他的局限，
但不論活在哪裡，為你生活的那個城市有
最真誠的貢獻就夠了。年流如水，情逝若
雲，感謝黎小田先生，為我們釀造香港一
代的美好回憶。」

黎小田的秘書昨晨於社交網發表聲明證實黎小田離世，享年73
歲。聲明如下：「多謝各位新聞界或傳媒界的朋友的全日等

候，現本人Clara Lam以著名音樂人黎小田先生的秘書身份向外宣
佈，黎小田先生於2019年12月1日早上7時55分安詳離逝（世），
跟（根）據老闆黎先生生前的意願，將不會對外作任何有關病述（情）
之交代，並希望能以低調方式處理。稍後時日，我謹以秘書代理人
身份代表黎小田家人向大家再作有關喪禮事宜的發布（佈）。多謝
大家及各位傳媒朋友連日來的關心，辛苦大家。」

TVB會盡力協助辦後事
黎小田生前好友如薛家燕、大AL、陳欣健等已於前天趕赴醫
院見他最後一面，家燕姐透露前晚一眾好友在黎小田病床前唱歌
給他聽。對於好友離世十分傷心，大家都感謝他多年來對樂壇作
出的貢獻。
薛家燕昨日上午已發聲明：「在今（昨）早7:55，我們的好朋友
小田在家人及一班朋友陪伴下好安詳地離去……。在整晚間，大家
都唱了很多首小田的名作，尤其是《心肝寶貝》，是他去年的演唱
會中指定要我唱的歌，昨（前）晚我與小田的一班音樂界好友伴
唱給他聽，雖然他是閉上了眼睛，但我們深深感覺到他欣然地聽
，我的眼淚忍不住不斷地流下，因為真的很捨不得這位殿堂級的
好拍檔，他在樂壇作出很多的貢獻，小田離開，我很傷心……。小
田已吩咐了他的秘書及家人，他的身後事低調處理，至於出殯日
期，小田的秘書安排好會告訴大家，謝謝大家的關心！」
早幾年，黎小田曾因病在樂壇「隱退」了一段時間，直到薛家
燕找他一齊主持TVB節目《流行經典50年》復出，更舉行了個
人作品演唱會。黎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7月時薛家燕宴請《流
行經典50年》工作人員的慰勞宴。
TVB發聲明對黎小田離世深表惋惜，並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
問，並會盡力協助其家人辦理後事。

作品入選全國百首經典愛國歌曲
同是童星出身的徐小明知悉小田離世立即在微博上發文悼念：
「香港樂壇巨匠黎小田先生今（昨）晨安祥（詳）離世！小田兄
生前創作無數經典歌曲，攬盡不少重要獎項，培育了不少著名歌
星，他的音樂才華洋溢在他的樂章之中，他在香港樂壇創造了不
少傳奇，他的貢獻實在永垂不朽！非常有幸我們在電影電視中都
合作過。當日在麗的電視共事多年，觀眾們熟悉我唱的電視劇主
題曲《大俠霍元甲．萬里長城永不倒》正是黎小田作曲，這首歌
數十年來洋洋盈耳，幾乎全世界有中國人的地方就聽到它的存
在。黎小田先生今（昨）日離世，我們都感到惋惜，但絕對是無
憾，斯人逝世，作品永存，他的優秀音樂作品將永存世上！小田
兄，願你一路走好…」
其後徐小明接受記者電話訪問時表示，七月曾與小田聯絡，告
訴他其作品《大俠霍元甲．萬里長城永不倒》入選全國百首經典
愛國歌曲，是唯一一首廣東歌，很難得，小田也非常高興。之後
這首歌又入選慶祝國慶70周年全國優秀歌曲100首，12月6日於
澳門頒獎，非常遺憾沒有機會一齊上台領獎。

薛 家 燕 唱《心 肝 寶 貝》送 別 舊 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著名音樂人黎小田今

年5月因肺炎入院治療，出院後一直停工靜養為主，

有傳早前發現肺部有陰影再作檢查，而身體狀況已大

不如前。昨日黎小田的秘書發出聲明，證實黎小田於

12月1日安詳離世，享年73歲。並按黎小田生前意

願不公開病情。生前好友薛家燕、大AL等於1日凌

晨忍住傷痛，守在黎小田病房內唱歌給他聽。黎小田

當年包辦了麗的年代的劇集歌曲，與TVB的顧嘉煇相

互輝映，同獲封電視劇主題曲的音樂教父，一生作品

超過300首，他培養、提攜不少巨星，如今這位殿堂

級音樂人逝世，令人惋惜，是香港樂壇損失。
人 生 閉 幕人 生 閉 幕
樂壇
教父黎 小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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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在私都很有默契公在私都很有默契。。

■■小田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小田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是77月時薛家燕宴月時薛家燕宴
請請《《流行經典流行經典5050年年》》工作人員的慰勞宴工作人員的慰勞宴。。

■■黎小田獲頒黎小田獲頒「「CASHCASH音樂成就音樂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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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人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致電身在澳門的導演及製
作人陳欣健，他心情難過地說：「估不到小
田走得那麼快，昨（前）日才去探望他，為
他打氣，在他耳邊說『你快點好轉，我仲要
上你節目做嘉賓合唱呀，你欠我一次。』慶
幸見到他最後一面，人生無常，真的要珍惜
眼前人！」他亦向小田秘書講了，有需要他
隨時來幫手。
陳欣健謂小田由童星開始，60年代就
已經走紅，1976年他第一次參與第一部
電影《跳灰》便找來小田寫首歌給蕭芳芳
唱，才有《問我》的誕生。

個子矮小膽識過人
陳欣健又感性地寫了一篇追悼文：「黎

小田和我就像飄在空氣中的番梘泡，兩人
一生中多次輕碰、然後分開。我從未當面
稱讚過他，只是在他的身旁以欣賞、羡慕
的眼神，渴望分享他的音樂才華。現在他
離開了，我才後悔沒有在當面稱讚他、感
謝他。可能他的自信和謙虛已經告訴了
我，『你不必讃（讚）我，我知道自己有
多棒！』60年代我們在喇沙初中每天一齊
上課，下課、逃學。小息和放學後，周末
時，總會聯群結黨、看電影，識女仔，打
拳頭架，他雖然個子矮小，但膽色（識）
過人。打架永遠站在前面，對手比他高時
他也會毫不猶豫跳起來出招！畢業後他成
為職業樂師，在很多地方，例如沙田的華
爾登酒店、夏蕙夜總會、珠城夜總會，我
都乖乖地聞歌而至，靜靜地細心欣賞。為
麗的及亞視創作了不少經典電視劇主題
曲。我入主『華星唱片』時雖然他巳
（已）經離開，然而他為梅艷芳、張國
榮、呂方所創作和監製的金曲和成就，更
成為我的榜樣和我的動力。有一段時間，
晚上想藉酒和音樂來忘掉日間工作的紛
擾，我便會去到跑馬地電車總站附近，他
主理那間Piano Bar。在窄窄的空間中，欣
賞他的鋼琴和低沉溫柔的歌聲，還有他帶
來的兩位青春女歌手，衛詩和衛蘭兩姊
妹，透過他們一首首的英文金曲，我渡
（度）過了多少個無憂的夜晚！1976年我
找來小田寫一首民謠風格的做電影挿
（插）曲，他大筆一揮就帶來一首永恆的
《問我》。」
「問我歡呼聲有幾多，問我悲哭聲有幾

多，我如何能夠一一去數清楚！問我點
解會高興究竟點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
講一聲我係我。無論我有百般對或者千般
錯全心去承受結果，面對世界一切，那怕
會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
回味《問我》的歌詞，似乎就道出了小田
為人強烈的自信，謙虛和對朋友的熱誠。陳欣
健表示，有朝相見，自己一定會拉他的手，
對他說：「小田，你是這個五十幾年老朋友的
偶像，你更是我們香港樂壇的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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