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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排66 個節目顯功架

男女合班解謎

上月收到水橫舟君以短訊
傳來她的新作《「覺先聲」
是香港 1933 年解禁後，首演的粵劇男
女班》一文的連結。事緣我在 2011 年
曾寫過數篇關於 1933 年香港解禁後的
第一個粵劇男女同班劇團的遊戲文
章，承蒙水橫舟君不棄，惠賜新作的
初稿。為了追尋真相，她搜羅了 1933
年與題目相關的新聞報道、演出廣告
及政府文獻，把事件的來龍去脈整理
出來，但初稿仍有些點子有待考證，
只是給我先睹快。拜讀她發表在網誌
的新作，修訂了部分內容，並增加了
不少篇幅，其中糾正前人（包括我）
論說錯誤的部分，尤其珍貴和重要。
我在 2011 年撰寫文章時，也做過一
些搜集資料的工夫，可惜隨着電腦突
然「死亡」，資料在瞬間全消失了。所以在收
到水橫舟君的初稿，也要重新進行資料搜集，
好喚醒「失去的記憶」。
在搜集得來的眾多文章裏，我對來自《香港二
十八總督》（張連興著）和《大江紅船》（辛磊、
祝春亭合著）本書籍的資料印象最深。
《香港二十八總督》是一部介紹香港歷史的
專書，書中有一段講述 1933 年香港解禁後首演
的粵劇男女班的資料，被內地學者廣泛採用。
但水橫舟君考證出該書講述 4 間戲院院主共同
請求港督貝璐准許男女同台粵劇在香港戲院演
出的資料有誤，其實只有高陞、普慶和利舞台3
間戲院的院主，太平戲院的院主並未參與。
《大江紅船》是一部戲曲小說，書中一節描
述 1933 年秋天，薛覺先夫婦率覺先聲劇團來香
港演出，唐雪卿對香港禁止華人男女同台表深
惡痛絕。她決定打破這條荒謬的禁令，在慰問
香港警員後備隊的義演中，公開亮相，頓時掀
起軒然大波，香港的保守華民紛紛指責她。及
後當時的香港立法局議員羅文錦出面跟香港總
督貝璐交涉，貝璐與法律顧問萊頓會見羅文
錦。羅文錦提出中國的法律和習俗，並不是永
不可破的，比如男女同校同班，華民不是也慢
慢接受了嗎？香港的華民能接受歐美戲劇男女
同台演出，就能夠接受中國戲劇男女同台演
出。廢除禁止華人男女同台的舊律，就像准許
男女同校同班，有着非常積極的意義。貝璐總
督接受了羅文錦的意見，簽了廢除禁止華人男
女台演出的舊律。薛覺先夫婦立即將覺先聲劇
團改組為男女班，農曆九月廿七日正式在香港
普慶戲院公演。
由於是小說，虛構內容，情節不一定符合事
實，讀者只宜視作軼聞一則。
■文︰葉世雄

疫情令演出檔期改到
改到 9 月

◀《燕歸人未歸》之金殿爭夫。

八和會館與油麻地戲院合作的「粵劇新秀演出系列 2020-2021」演期因疫情無奈
取消，定於 9 月 2 日至 19 日上演第二演期已排出 6 個節目 12 場次，並於上個月 22 日
起於城市售票網售票站及網上開售。

是期由阮兆輝、新劍郎、尹飛燕任藝術總監，為新
秀們排演 6 個節目，包括元代戲劇大師關漢卿的

作品精選，由阮兆輝任藝術總監，選出 3 個故事改為短
篇折子戲《趙盼兒風月救風塵》、《望江亭中秋切鱠
旦》、《關大王獨赴單刀會》，他亦指導新秀演出名劇
《帝女花》。還有新劍郎和尹飛燕任藝術總監的《江山
錦繡月團圓》、《紅菱巧破無頭案》、《寶蓮燈》和
《燕歸人未歸》。
今期參與演出的新秀有黃成彬、瓊花女、陳澤蕾、王潔
清、阮德鏘、吳立熙、柳御風、黃葆輝、黃鈺華、郭俊
聲、司徒凱誼、文雪裘、溫子雄、陳紀婷、杜詠心、文
軒、任丹楓、紫令秋、劍麟、郭俊亨、沈柏銓、蕭詠儀、
蘇玉橋、菁瑋、文華、芳雪映、鍾一鳴、楊奕衡等。
八和會館與油麻地戲院自 2012 開始成為場地夥伴，
八和邀得多位資深老倌任藝術總監，有阮兆輝、羅家
英、龍貫天、新劍郎、尹飛燕、王超群，今年又加入陳
嘉鳴、多年來並得李奇峰任客席藝術總監，培訓新秀演
出數以百計的經典名劇及精選傳統古腔粵劇和排場戲。

■《燕歸人未歸》的惜別。

推廣粵劇文化——《白兔會》為主題
■《紅菱巧破無頭案》之公堂大審。

今次阮兆輝親自指導的關漢卿 3 個劇作，講述人世間
仍有仗義及俠氣的短篇劇，近年比較少在舞台上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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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月下釋貂蟬
(新馬師曾、崔妙芝)

明日又天涯
(梁素琴、阮兆輝)

韓玉娘
(龍貫天、楊麗紅)

釵頭鳳之贈釵
(任劍輝、李寶瑩)

宋江
(羅家英、李香琴)

寶蓮燈之劈山救母
(文千歲、李寶瑩)

祥林嫂
(紅線女)

轎夫恨
(梁醒波)

艷陽丹鳳
(羅劍郎、芳艷芬)

高君保私探營房
(黎文所、鍾麗蓉、
梅欣、李寶瑩、
何燕燕)

穆桂英
(梁素琴、馮鏡華、
劉錦超、劉克宣、
梁碧玉、郭少文、
羅家會、李銳祖)

潞安州
(陳劍聲、尹飛燕)

崖門訣別
(梁漢威、曾慧)

歸來燕之柳營待罪
(麥炳榮、鄧碧雲)

有情活把鴛鴦葬
(龍劍笙)

冷月照梅宮
(何非凡、任永兒)

風流天子
(徐柳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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釵頭鳳之春娥勸夫
(新劍郎、鄧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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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簪記之秋江哭別
(馮麗、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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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信會為觀眾帶來新鮮感。另外 5 齣名劇，是藝術
總監們時常選來作培訓的劇目，這些劇目在行內外都有
一定的地位及吸引力，《帝女花》有一定的擁躉；《江
山錦繡月團圓》講家國興亡匹夫有責的故事，劇情充滿
正能量；《紅菱巧破無頭案》有曲折和剖析人本性的劇
情，劇中有公堂大審；有清官智取破案證據的《對花
鞋》折子戲；《寶蓮燈》是傳統神話愛情倫理劇，華山
初會的歌舞、二堂放子的倫常道義，當然有令人期望的
沉香劈山救母，還有一齣《燕歸人未歸》講民間女子如
何和皇族公主爭夫的故事，以燕子歸來作愛情許諾，穿
插一些奇遇，劇情發展頗有吸引力。
為推廣粵劇藝術文化，油麻地戲院新秀演出系列每個
演出季度都會安排社區推廣場，今期設在本月 29 和 30
日及 9 月 12 和 13 日下午舉行，會以元代四大南戲《白
兔會》為主題，由新劍郎任主持講述有關《白兔會》的
戲曲資枓，編劇家唐滌生的詩句曲詞的美妙，且請得新
秀文華、靈音等演出《白兔會》中的《留莊配婚》及
《逼書設計》兩段戲，惟因本港疫情惡劣，八和於上個
月 31 日發布取消本月 29 及 30 日的推廣場，雖然可惜和
無奈，我們且等待 9 月的推廣場，把握吸收文化知識亦
看戲機會。
■文︰岑美華

熱門經典折子戲《碎鑾輿》

■小演員演海瑞和嚴貴妃在公堂上大鬥法。

賊美人
(劉善初、伍木蘭)

(梁之潔)

▲《白兔會之留莊配婚》

(黎曉君)

(阮德鏘)

(林瑋婷)

香港電台第五台網址：http://rthk.hk/radio5

■嚴貴妃在公堂上與宮人一起撒潑。

在名劇《海瑞奏嚴嵩》一劇
中，高潮戲應是《寫表》和
《十奏》，其實此劇還有多個
場次都令人百看不厭，例如
《碎鑾輿》便是其中一折。
此折戲的內容顯示海瑞剛正
不阿，不畏強權，也顯示嚴貴
妃目無法紀恃寵生驕，生旦的
對手戲固然吸引，同場的宮人
及衙役都有戲，其唱曲版本更
是演唱會的熱門曲目，連兒童
演出也有選這折子
戲，今年沙田大會
堂新春匯演的日夜
場演出前都有加插
兒童演出的折子
戲，其中日場便安
排了小演員演出
《碎鑾輿》，可見
此劇的受歡迎程
度。
■文︰白若華

梅派名劇《鳳還巢》
網上付費模式演出
湖北省京劇院繼推出開箱大戲《秦香蓮》網上直播演出後，大受網粉歡迎。於是
再次試水溫，演員透過在網上以付費模式演出，為觀眾奉上梅派名劇《鳳還巢》。
京劇《鳳還巢》由梅蘭芳根據清宮藏本《循環序》改編，原名《陰陽樹》，又名
《醜配》。此劇情節巧妙，行當齊全，與清代傳奇劇本《風箏誤》有異曲同工之
妙。雪娥的幾大段唱腔華麗別致、明快跌宕、如訴如歌，是梅派唱腔中廣為流傳的
著名唱段。故事說的是，明朝末年，侍郎程浦告老還鄉，生有二女。正室生女名為
程雪雁，貌奇醜；次女程雪娥為側室所生，美貌聰明，程浦愛如掌上明珠。程夫人
為貌醜親女雪雁定下奪夫大
計，但卻弄巧成拙。穆居易討
賊有功，元帥及監軍強給主
婚。洞房中，見雪娥貌美，確
非雪雁，穆大喜。雪娥卻因穆
拒婚，委屈非常，在穆一再謝
罪之下，才轉悲為喜，終諧伉
儷。
本次網絡直播演出，由湖北
省京劇院梅派新秀潘欣、葉派
小生第三代傳人王銘及朱世慧
■演員們通過網絡直播「雲演出」的方式為觀眾奉 先生得意弟子談元、鄧穩等聯
袂獻演。
■文︰中新社
上梅派名劇《鳳還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