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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劇本創作比賽 發掘新血

周潔萍奪冠 展開編劇之路

薛覺先的武藝

上周末，觀看電視轉播足球
比賽，一名球員在踢球入網
後，高興得做了一個原地後空
番動作；翌日早上，在家看演
出錄像做藝評，又看到飾演馬
僮的青年演員做出原地前空
翻，上期本欄剛巧以薛覺先男
女合班為題材，不禁聯想起薛
覺明在遺作《薛覺先的舞台生
涯》提過薛覺先不會「打大
番」的故事。
根據薛覺明的憶述，戲班裏
有人跟薛覺先開玩笑說：「你
的確是唱、做、唸、打件件皆
精，不愧為『萬能老倌』了，
可惜你就是不會『打大
番』。」薛覺先也引以為憾。
可是「打大番」的功夫又非旦夕可以練
得出來的。這時適巧有一場武戲，薛覺
先所飾演的角色要從高台上跳下來，本
來動作很簡單，但薛覺先想到：「我在
平地不會打大番，但我可以從高台上翻
下來呀。」於是他決定這樣演出。這時
同行都勸他說這很危險的，輕則擦傷
手足，重則跌得頭破血流，但他仍堅
持試練。開始練習時，他站在高台上
雙手扶着兩支竹竿，頭向下衝，雙腳
向後一撐，藉着臂力翻了個跟斗跳下
來。經過多次試練，可以不用扶竹竿
了。最初幾下由於用力不均也傷了手
和腳，但終於給他練得純熟，演出時
可以從高台上翻下來。班中人都佩服
他這種拚命苦練的精神，連武師也稱
讚他這一手不簡單的演技。
薛覺明是薛覺先的九弟，戲行人稱之
為「薛老九」，隨兄長演大戲，但始於
何時，我暫時未找到資料，但第一屆
「覺先聲」班便有他的名字；上世紀五
十年代，他在廣州與薛覺先同台演出最
後一齣戲《花染狀元紅》，所以我認為
他陳述的薛覺先事跡，不是耳聞目睹，
也是有根有據的。
至於薛覺先為什麼不懂「打大番」，
也許和他 18 歲才跟姐夫新少華學戲有
關。1925 年，薛覺先 21 歲那年，離開
梨園樂劇團到上海。薛覺明在《薛覺先
的舞台生涯》一文說：「薛覺先在上海
兩年期間，受京劇的影響頗深，加上那
時他對粵劇傳統沒有什麼基礎，所以自
上海回來再度演出時，便帶有相當濃厚
的京戲的味道。」可知當時薛覺先雖然
成名，但粵劇基根十分薄弱。
■文︰葉世雄

《西河會妻》生旦水陸功架全面睇

經典名劇《西河會妻》是傳
統的戲曲故事，講皇親國戚欺
壓平民，強搶民女，受壓者告
上公堂甚至金鑾殿也不得要
領，但正面人物︰男的忠肝義
膽，女的節烈忠貞，在劇情編
排下，有很多讓演員表演武藝
功架的場口，其中女主投河被
男主救回的一大段演藝，成為
該劇的主題《西河會妻》。
男主趙英強，女主程美玉為
了對抗國舅郭崇安的強權，由
躲避至面對，在逃的過程中，
上山下海，無論男女演員都必
須全力以赴，表演其功力，今
期劇中照是洪海和鄭詠梅主演
《西河會妻》的精彩留影，洪
海的武藝毋庸置疑，身手硬
朗，招式有層次，劇中他把溺
水的妻子救起，二人表演了救
人的身段，因為昏迷中的女主
誤會拯救她的是強盜，她死命
反抗，也使出渾身解數，雙人
演出合拍身段，如水髮、單腳
車身、一字馬，都叫人喝彩。
■文︰白若華

粵劇在疫情打擊下，表演場地似一泓死水，但
行業仝人在偃旗息鼓的同時，並不氣餒，有很多活
動在進行中，如有不同機構舉辦粵劇創作比賽活動。早
前，勵進粵劇推廣會主辦「粵劇劇本創作比賽」第二屆得
獎作品頒獎禮，請得行政會議成員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立
法會議員馬逢國任主禮嘉賓，聯同教育大學粵劇傳承研究中心
梁寶華教授等頒獎予大獎周潔萍、二獎黃紫紅及成績最佳的十
多位得獎編劇，鼓勵戲曲界在文化藝術做好儲備，開發未來。

■行政會議成員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頒獎予周潔萍
行政會議成員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頒獎予周潔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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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獎的周潔萍連續第二次奪得
此榮譽，首屆得大獎作品︰

《西門豹治鄴》，今屆得獎作品
《周處自新》。追溯她的創作路
程，可顯示粵劇文化令人入迷及有
志者事竟成的實例。周潔萍坦言不
是來自戲劇之家，只自小愛聽任白
名劇，看粵語長片，她對唐滌生名
劇運用的詩詞唱曲最為崇拜，她
說︰「我原本的學歷，只有高中程
度，要進入戲曲編劇圈真是談何容

易，許是機緣，上世紀九十年代香
港設公開大學，我即報名入讀中
文，是為圓我的詩歌賦夢。」
在公開大學，她得到教授的指點，
懂得和沉醉如何在古籍中尋找、享受
中國文字韻律風格的奧妙，當然也有
實踐寫作，她說︰「嘗試寫劇本，是
因為劇本可套用上文句詩詞。」她又
表示為了更有激進效果，除了多寫，
就是參加劇本創作比賽，她曾參加粵
劇發展基金主辦的首次粵劇劇本創作
比賽，其作品《杜十娘》得優異獎，
去年得玲瓏劇團主辦已公演。

邊寫劇本邊學格律
周潔萍進入粵劇編劇行業，最初只
為實踐寫詩作詞，對寫粵劇的格律規
矩不太明瞭，有機會入讀八和編劇
班，是她個人編劇進階里程。說到創
作主題，最初專注浪漫、才子佳人，

她的首齣長劇作品是由尹飛燕、新劍
郎主演的《郵亭詩話》，她笑說︰
「這是我劇作的初戀情人，不過首演
的長劇是《碾玉緣》。」
周潔萍自 2000 年開始不斷寫作，
她指自己相當幸運，得到粵劇界不少
大老倌的指導，編過大型名劇《武皇
陛下》，參加勵進粵劇推廣會的劇本
創作比賽時，因大會希望大家編出使
青少年認識和領悟中國文化藝術的作
品，所以她選了有正能量的題目，上
一次選《西門豹治鄴》，說好的父母
官如何為民解困，今次由《世語新
說》中選出《周處三害》，以其洗面
革心為題的《周處自新》。
周潔萍表示自己編劇的路雖然展
開，當然有很多不足，會邊做邊學，
據知她已有兩齣寫就的劇本在等候上
演，我們翹首以待。
■文︰岑美華

■阮兆輝和鄧美玲主演的《杜十娘》。

■尹飛燕領銜的《武皇陛下》。

■觀眾可在網上看到《西門豹治鄴》一劇精彩片段。

◀洪海和鄭
詠梅合拍雙
人一字馬。
人一字馬

■周潔萍第一齣公演的《碾玉緣》。

晉劇愛好者
觀看鄰居家鄉戲

近日，河北井陘縣晉劇團在太
原梅蘭芳劇場演出，同一天上演
《火燒慶功樓》和《血戰金沙灘》
兩場晉劇傳統劇目。來自山西各地的
晉劇名家、戲曲愛好者等入場，觀看
河北「鄰居」表演「家鄉戲」。位於太
行山東麓的河北井陘縣，民間戲劇流派
▼水髮和單腳車身。
繁多，被稱為「戲窩子」。十九世紀中
葉，晉劇由山西傳入與其接壤的井陘縣，
經數十年融合，井陘晉劇由此誕生。
井陘縣晉劇團團長尹海軍說，該劇團成立於
1952 年，常年輾轉於山西、內蒙古、陝西等地
演出，每年演出 500 餘場，其中，在山西演出
次數至少達到 350 場。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井
陘縣晉劇團曾有 13 名演員拜丁果仙、牛貴英
等晉劇名家為師。幾十年來，該劇團在傳承
晉劇的同時，不斷創新。尹海軍又說，我
們根據觀眾的口味進行創新，80%的劇本
均為自創劇目和改編劇目。
與傳統晉劇相比，井陘晉劇在唱腔
上，既有山西梆子的柔潤、河北梆
子的高亢，又有井陘口音的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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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武兼備，秋色平分。2011年，井陘晉
劇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
表性項目名錄。
■文︰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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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間，為豐富群
眾的業餘文化生活，在
山西太原市陽曲縣侯村
鄉開展文化下鄉活動。
戲曲演員在舞台上表
演，貼近百姓生活的精
彩節目，受到當地市民
的歡迎。 文︰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