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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搖籃 
油麻地戲院粵劇新秀回顧分享
文  
文華

編按：作者自二〇一二年起參與油麻地戲院場地伙伴計劃「粵劇新秀演出系列」，本文主要

談論作者於二〇一七至二〇一八年期間的演出。

 

香港八和會館主辦的油麻地戲院場地伙伴計劃「粵劇新秀演出系列」，由「粵劇發展基金」

資助，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贊助場地，二〇一二年開始招考演員。最初由李奇峰先生、羅家英

先生、阮兆輝先生、新劍郎先生、龍貫天先生五位紅伶前輩擔任演出的藝術總監，後來再加

入著名花旦尹飛燕小姐和王超群小姐，旨在通過藝術總監執手指導，把粵劇藝術傳授予新一

代演員。我有幸自二〇一二年起便加入新秀演出系列的大家庭，蒙總監們的提攜和傳藝，讓

我的舞台表演技藝漸趨成熟，並因此獲得更多觀眾的認識和愛護。

回想加入計劃之初，我仍是一個業餘粵劇工作者，獲指派的多是次要角色，如小兵、路人、

朝臣，甚至跨行當的武生角色，透過實踐，學習演繹不同類型的角色。計劃除了供新秀演員

演出機會外，還提供定期的基本功訓練、唱腔指導、粵劇程式培訓等等，更有不同的交流活

動，使新秀們提升本身技藝之餘，亦接觸到不同的戲曲模式，擴闊大家的藝術胸襟。

我在二〇一五年初，辭去了原職，全身投入粵劇工作，而總監們也逐漸委我以重任，參演更

多我從未接觸過的劇目。二〇一七至二〇一八年我先後獲六位總監指導過不同的劇目，參與

新秀系列的演出場次超過五十場，可說收獲甚豐。這一年度，我主演得最多的是由是「大龍

鳳劇團」麥炳榮先生開山的名劇，計有《燕歸人未歸》、《旗開得勝凱旋還》、《桃花湖畔

鳳求凰》、《十年一覺揚州夢》、《百戰榮歸迎彩鳳》。這些戲的男主角有一個共同特色，

就是在戲中有比較「火爆」的唱情和功架，我亦從而明白了前輩麥炳榮先生被暱稱「牛榮」

的原因。

我過去比較少接觸這類莽撞的角色。在輝哥（阮兆輝）、田哥（新劍郎）和旭哥（龍貫天）的指導

下，我得以演出這一系列饒富特色的大龍鳳劇團戲寶，啟迪了我掌握這類劇目的技巧。例如

《旗開得勝凱旋還》旭哥親自指導單刀鑼邊花的運用；《桃花湖畔鳳求凰》田哥親自示範鏟

椅技巧；《百戰榮歸迎彩鳳》學會了落敗出逃的演出法。而《燕歸人未歸》我更曾在數年的

演期中，分別獲輝哥、田哥和旭哥三位總監指導演出，在輝哥身上學習如何演繹魏劍魂的沉

穩，向田哥學習唱情的委婉，向旭哥學習演情的力量，同一個戲能演出多次，也直接提升演

出的自信，真的獲益殊深。

這年度，也學了兩個重要的大審公堂戲，分別是由輝哥執教的《紅菱巧破無頭案》和燕姐執

教的《香羅塚》。這兩個戲均由唐滌生先生編撰，劇情曲折，充分表現粵劇傳統公堂戲的特

色。例如《紅菱巧破無頭案》的左維明，在戲中有三場戲與審案有關，但其中一場〈對花

鞋〉卻又表現了人物的睿智和幽默，對文武生的演技考驗很大。《香羅塚》陸世科一角，雖

是小生，但卻有一場超過四十分鐘的大審戲，從攔輿接狀、階下審犯，到三司會審，層層遞

進，其中讀狀考的是口鉗，傳統戲曲用的是白狀紙，演員看著白布，利用眼神流動就如看

狀，心中有字，手中無字，口中讀狀，加上是鑼鼓白，稍一不慎便易出錯，極度挑戰演員的

心理質素。《香羅塚》還有一場〈路遇〉，是小生與文武生的重頭戲，我有幸與阮德鏘做對

手，因為兩人的身形反差很大，我的秀氣巡案和他的粗莽皇爺形成強烈對比，這場戲兩人透

龍貫天先生與《旗開得勝凱旋還》（2017）演員合照 — 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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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英先生指導演出古老排場戲 《斬二王》（2017） — 照片由作者提供

過口白力量、表情身段，引起全場觀眾多次鼓掌。演出後我們都非常激動，所以我把這個戲

搬到自家「天馬菁莪粵劇團」再度演出，把劇本稍作整理，用不落幕的舞台手法，令重演效

果更邁進一步。

另外，我獲羅家英先生指導演出古老排場戲《斬二王》張忠一角，雖然只是一折戲，但包括

了粵劇傳統古老排場戲的唱做技藝，如大靠大架程式、鏟椅、跌枱和關城門的虛擬表演。我

得以全面認識粵劇小武功架，過去也少見坤生出演此場跌枱的表演，在自己體能和武功還能

應付的情況下成功演出此戲，是很值得把握和珍惜的機會。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能讓新秀演員嘗試演出不同類型的角色，發掘自己不同的潛質。我在

二〇一七至二〇一八年間，曾獲指導演出兩個反派人物，一個是輝哥指導的《大鬧廣昌隆》

的趙懷安，此人騙財騙色，最後被女鬼報仇勒死。我透過此劇成功練了甩髮絞紗，也挑戰了

一個不曾演過的奸人角色。另一個由旭哥總監，《洛神》裡城府極深的曹丕，我很喜歡這個

角色，因為他的內心戲很多，這是非常壓抑的一個戲，演員需要有較好的唱功和內心表達，

才能讓觀眾明白和同情劇中扭曲的人性和非主流的愛情追求。

這一年我還演過兩個比較難處理的戲，分別是羅家英先生指導的《英雄兒女保江山》和王超

群小姐指導的《風流文士戲宮花》。難處理是因為我從未看過這兩個戲，不可能有舞台紀錄

可借鑒，而數十年不演的戲，也必定有它的舞台限制。作為文武生的我，面對未看過的戲，

只能透過總監指導，慢慢學習自我揣摩角色，把人物呈現給觀眾。也因為沒有固有的人物概

念，在表演上就能較自由發揮，對我們將來處理新劇本，是很好的基礎鍛煉。

在「粵劇新秀演出系列」的數年，不但豐富了自身的技藝，開拓了眼界，也直接認識了許多

紅伶前輩，令我有機會在二〇一七年初，大膽地向新劍郎先生提出，請他為我主理的天馬菁

莪粵劇團總監《帝女花》一劇。田哥知道我想還原《帝女花》全劇的許多資料，需要他協助

全劇的整理和審訂，考慮了一周才答應我的請求。正如田哥在是次演出的〈總監的話〉中言

道：「歷年來，無數劇團不斷搬演《帝女花》，若有統計，相信近十年來演得最多的粵劇劇

目，《帝女花》必在三甲之列。今次應『天馬菁莪粵劇團』之邀，擔任此劇的藝術總監，實

有點戰戰兢兢，因此劇已深入民心，觀眾早已習慣既有的演繹模式，故而可供調度之空間有

限，如何在有限空間下，作出一些處理，實在頗具挑戰……今年乃是唐滌生先生百歲冥壽，

由一個相對較新之劇團，第一次承演其戲寶——《帝女花》，寓演出於學習，我覺得別有一

層意義。看著團隊為是次演出付出頗多時間進行各項準備工作，包括劇本整理、換景程序、

分組排練、全樂隊總響排等，期盼觀眾給予他們多些包容、支持及鼓勵。」可見田哥在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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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劍郎先生指導《帝女花》（2017） — 照片由作者提供

文華（李曄）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後修畢香港演藝學院中國戲曲文憑(粵劇)課程。天馬菁莪粵劇團團長，
編劇，舞美設計，演員。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二〇一二年起參與香港八和會館油麻地戲院
場地伙伴計劃「粵劇新秀演出系列」，隨各藝術總監學習。

監這個戲時，也承受了頗大壓力。得到田哥的全力支持，以及廖國森先生、溫玉瑜先生等前

輩的優秀配合，我團製作演出的《帝女花》獲得空前成功，補充了現在已不見演出的許多片

段，完整展示《帝女花》原劇面貌，利用不落幕技術，在三個半小時內完成全劇。觀眾的熱

烈迴響，成為我用同手法、繼續製作任白經典名劇的動力，也讓我更有信心邀請不同的名伶

前輩前來參與，或者指導我團演出，讓天馬菁莪粵劇團逐步走上全職業劇團的演出模式，而

高質的製作，也得到更多觀眾的認同和支持。

油麻地戲院場地伙伴計劃「粵劇新秀演出系列」，讓新秀演員得到較全面的指導，在一個固

定的場地經常演出，豐富新秀的演出經驗，在較完善的演出規範下得到技藝的提升。因為有

政府資助，票價較便宜，對拓展粵劇觀眾群也有很大幫助，這個計劃把許多不常看戲的觀

眾，慢慢變成了油麻地戲院的常客，也為新秀演員廣納了不少戲迷。多年來計劃內容不斷調

整優化，增設了中小學推廣和大學專場，培養年輕一代觀眾，又推出不同的戲曲講座，提升

粵劇的學術地位，鞏固粵劇的本土文化特色。透過計劃，不少原來的新秀，已成為可以獨當

一面的演員，新一代的粵劇課程畢業生，又可投考，繼續接受培訓，達到代代承繼、薪火相

傳的效果，令人十分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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