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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線女（以下尊稱女姐）是當今廣東粵劇界舉足輕重的一代

宗師。她是「紅派」粵劇的始創人。中國戲曲劇種的一切流派皆

以唱腔為主要標誌，而紅派藝術也不例外，她以「紅腔」（港稱

「女腔」）獨樹一幟，「甜、脆、圓、潤、嬌、媚」可以概括為

紅腔的特色。其實這只是紅線女的天賦嗓音條件而已，紅腔之所

以成為一代名腔，是在傳統的基礎上，廣徵博採，集諸家之長，

再結合自己的嗓音條件，大膽革新創造，形成自己的發聲、呼

吸、咬字、吐字、露字、共鳴、行腔的一整套獨特的演唱風格，

構成了紅腔豐厚的「骨肉」。紅派唱腔是粵劇流傳最廣、最多後

學者鑽研的唱腔流派之一。

　　紅派藝術有今天的碩果，不得不歸因於女姐在一九五五年作

出回廣州定居的這個重要決定。筆者認為，女姐在回國後由於受

到地域條件與政治影響的關係，使她在藝術表演的各方面都產生

極大的改變。就是這一線分水，成就了她在藝術的高嶺上蘸上一

抹「紅彩」。且讓我們來探討一下紅線女在回國前後的藝術作品

與唱腔風格之轉變，看一看這個分水嶺的成因。

　　紅線女生於一九二七年，自一九三九年開始跟從舅母何芙蓮

學習粵劇。自一九四二年起加入馬師曾的勝利劇團，後來當上正

印花旦。一九四五年後，紅線女主要在香港發展她的粵劇事業。

年青時期的紅線女，嗓音清脆嘹亮，唱腔甜美嬌嗲，加上她標緻

俊美，嫻淑端莊，一個優秀的戲曲演員所需兼備的條件：「聲、

色、藝」她都足夠非常。

　　要談早期的紅線女在粵劇方面的作品，不得不先談一曲《一

代天嬌》（參考曲目選段一）。此曲是奠定紅派表演藝術風格發

展的第一首作品。《一代天嬌》裡所選用的梆簧曲牌類別都成為

日後紅派曲目的經典材料，特別是「正線二簧」，屬紅派曲目最

常用的曲牌，也是最能表現紅腔特色的曲牌。正如當時與女姐齊

名的芳艷芬最擅長唱「反線二簧」。「芳腔」以細膩見稱，其唱

腔旋律主要在中音區，不高亢不低沉，屬於委婉含蓄的風格。

反線二簧是一種以Ｇ調作定調的曲種，在粵曲中屬中音旋律，唱

來可纏綿，可哀怨，是故芳腔多以反線二簧入曲。至於早期的女

姐聲音條件與芳姐截然不同，她高亢清脆，爽朗乾淨。正線二簧

的定調是Ｃ調，比反線二簧高五度音程，在粵曲中屬高音旋律的

曲牌。是故以「正線二簧」入曲最能表現女姐慷慨高越的唱腔特

色。

　　女姐早期的作品，歌曲題材主要是感傷出世的思想內容，這

與傳統粵劇的選材有關。她最著名的曲目除《昭君出塞》外，還

有《搖紅燭化佛前燈》。這些曲目，她在回國後仍有演唱，然而

前後期的唱法的確有很大的分別。就以《搖紅燭化佛前燈》（參

考曲目選段二）為例，早期的演唱感情聽來比較牽強。曲情說主

人翁柳無雙因飽歷滄桑，洗盡鉛華，來到佛堂避世。女姐唱來感

覺上很生硬，唱腔不太圓潤，字頭咬字也不是太準確，字腹吐字

未夠用力，字尾露字也不太清晰。至於感情演繹仍然屬嬌鬱的風

格，唯是聽來感情不夠深刻，大有「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

強說愁」之感。唱法上，特別是《搖紅燭化佛前燈》，曲牌銜接

過渡不夠順暢，轉調亦見突兀。

　　至於《昭君出塞》（參考曲目選段三），紅線女在處理襯字

的節奏（粵曲稱「擸字」）則未夠自然，襯字編排不平均，擸字

時而過急時而過慢，影響了整體的感情傳遞。行腔上，雖著意使

用一些滑腔，但在處理上感覺仍很刻意，也是不夠自然。

　　香港的粵劇，題材內容都是以市場為主導，須迎合大眾口味

為上策。那時，紅線女最受歡迎的作品有一首《游龍戲鳳》（參

考曲目選段四），是她與任劍輝唯一傳世流行的作品。當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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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小曲《平湖秋月》真是膾炙人口：「甜甜甜，乜你叫鳳姐咩，

確係甜，可惜個店名呢，欠自然……」此曲勝在曲詞順口又淺

白，在當時以一般基層市民的文化水平為基礎的粵劇市場，其琅

琅上口之情況，直可比今天的「落花滿天蔽月光」。

　　紅線女在香港發展粵劇事業期間，從一九四七年起拍攝超過

九十部電影。第一部電影是《藕斷絲連》。九十部作品中包括名

作《慈母淚》、《原野》、《秋》、《李香君》等。在當時，粵

語歌唱電影亦十分流行，除古裝電影演唱粵曲，甚至連寫實的時

裝戲都唱粵曲。紅線女亦因拍電影而浸淫出細緻的演技來。是故

紅線女在回國後，往北京演出《搜書院》，周恩來總理來欣賞之

後也大讚女姐的演技，說她的內心活動很細緻，並說看得出她是

曾經拍過電影的。紅線女在演繹人物內心世界及從人物思想感情

出發而創造唱腔的功夫與電影表演技巧的訓練不無關係，所以電

影亦是孕育紅派藝術的一個重要元素。

　　紅線女在早期，以獨有的嗓音條件及細膩的演技縱橫粵劇

界及電影界，成為伶影兩棲的藝人。不過，她早期的唱腔只有

「嬌」，尚未達到「媚」，而且行腔仍然較生硬。在作品題材方

面，屬傳統的劇目內容的較多，而且以商業為主導，加上當時的

電影界出現一種「七日鮮」的流水作業式的文化，使電影製作及

粵曲歌唱片都只有量而無質，片商只顧賺取利益，作品毫無藝術

價值。紅線女於一九五二年與馬師曾、薛覺先一起籌辦的「真善

美劇團」所排演的劇目如《蝴蝶夫人》、《清宮恨史》等都是擺

脫了過份市場導向及不著重質素的作品。直至1955年12月，紅線

女回歸祖國發展，翌年加入廣東粵劇團，在藝術上出現一個分水

嶺，由一個藝人逐步成為一個藝術家。

　　中國在五、六十年代，推行「戲劇配合教育改革政策」並舉

行過多次的藝術教育發展研討會，各種中西方藝術都得到新的改

革與發展，而粵劇也不例外。紅線女從前在香港演出的那些商業

性劇目未必能一一符合國家發展的要求，因而有發展新劇目的需

要。一些意識正面，內容思想積極健康的劇目應運而生。那些如

《游龍戲鳳》、《蝴蝶夫人》及《清宮恨史》等劇目（女主角都

是無辜慘死），內容被視為陳腐而有欠鼓舞性，不利於教育。雖

未至於禁止，但在創作新劇目時就要避免重複這樣的題材。所以

在國家政策導向下，紅線女主演的粵劇有一些前所未見的勵志性

劇目出現，在文革前就有《搜書院》和《關漢卿》等。

　　另外，紅線女回歸國內之後，很快便與政治拉上關係，她加

入了共產黨。自此，許多以文化交流作手段而展開的政治活動，

紅線女都有參與。故此紅線女的人面廣了，視野也擴闊了。在藝

術的創作上由於地域之間交流多了，也促成她從許多人身上得到

新題材作排演粵劇之用的機會。例如《關漢卿》及後來的《昭君

公主》都是由名編劇家田漢及曹禺的歷史話劇劇本改編而成的。

　　女姐被列為國家重點培育之演員，所以她的藝術表演多少都

被用作宣揚某種政治思想。在她的作品裡，多了一些為政治而服

務的類別。《昭君公主》就是個典型。「它是為配合中國外交路

線的政治宣傳劇目，把本來被迫『和番』之王昭君，改成肩負國

家重任、自願去作『友好的親善大使』，在國內引起重大的爭

議。女姐在穗公演此劇時（文革後）中央政治局負責統戰工作的

烏蘭夫作了批示，認為曹禺之改寫是可以接受並有意義的。可是

觀眾不捧場，彈多於讚，因此在後來的出國演出中，此劇都未有

列入她的演出劇目中，只是保留馬師曾版本的《昭君出塞》那段

折子戲。」1

　　另外，女姐亦有一些含政治性的現代劇，最著名的有《山鄉

風雲》及《劉胡蘭》。在文革時也有做過一些「樣版戲」，最觸

目的可算是《沙家浜》。文革後又創作了《白燕迎春》及《春到

梨園》，這兩齣都比較少革命的成份，但仍帶些許社會性。

　　紅線女的戲路開托了新的領域，她不再恪守於從前在香港時

期的傳統框框內，許多不同題材的新曲新劇她都悉心演繹、勇於

改革。是故紅派粵劇，不只有哀傷的劇目曲目，女姐的舞台藝術

及劇目題材都變得多樣化。

　　若說《昭君出塞》及《打神》是紅派的悲情劇之經典，那麼

《刁蠻公主戇駙馬》就是紅派喜劇的最佳例子。由於《刁蠻公

主》的內容除了包含喜劇娛樂的元素之外，它還宣揚一個很好的

訊息：夫妻之間、鄰邦之間要以和為貴。雖然這是女姐在香港時

期的作品，但由於它題材意識健康，有教育性，且老少咸宜，因

此亦被重新編排。是以近年，女姐要選材拍粵劇動畫，都選此

劇。

　　相對於其他粵劇的流派，紅派是特別多熱熱鬧鬧的作品的。

《荔枝頌》（參考曲目選段五）就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紅線女的

藝術。紅線女以廣東人的音樂、廣東人的語言、廣東人的歌聲來

歌頌廣東的名產──荔枝。女姐唱來嬌甜圓潤，歡快喜慶、跌宕

分明。她亦憑著此曲在一九五七年參加蘇聯的「第六屆世界青年

聯歡節」。女姐震動了當時的東歐聲樂界並獲得東方古典歌曲比

賽金質獎。

　　還值得一提的是紅線女創造了三個不同年代的王昭君。《昭

君出塞》一曲早已在香港深入民心，那是紅線女在香港唯一一首

可以打進粵曲迷心內的歌。《昭君出塞》所描述的是王昭君在毫

無選擇下被迫嫁去和番的心情，唱來委婉淒清。後期的紅線女還

創造了另外兩個不同心境的王昭君。先說前文提到的《昭君公

主》，雖然此劇未能大受觀眾的青睞，但大家都不得不讚女姐的

做功和唱功：五十多歲的紅線女，演活了十九歲的王昭君。此劇

也有《出塞》一折，但名為《昭君塞上曲》（參考曲目選段六）

。「紅線女以莊重、雍容、淳樸、細膩的姿態，著力唱出故國情

深、胸懷遠志的理想境界，豁達而又明快。紅線女在這個戲中的

唱腔藝術超越了她過去的水平，唱得更加洗鍊，意境更加深刻

了。她在咬字、吐字、行腔布局、節奏掌握及人物感情的披露等

方面都更加老練，功力更上一層樓。」2

　　另一首《昭君樂》（參考曲目選段七）是已故作詞家黃霑先

生生前為女姐編撰的「四大美人」唱片中之其中一曲。此曲比《

昭君塞上曲》更歡樂，全無半點愁意。內容是說王昭君嫁與單于

之後在胡地生活美滿，日夕歌舞歡宴，更被單于在醉中取笑她當

日出塞時的哀傷樣貌。紅線女以從心底裡笑出來的感情演唱，對

傳統的「十字二簧」曲式賦以歡樂的情緒，使之在此曲中成為一

段獨有的旋律。結尾的一段《蒙古小夜曲》唱來意境現實，姑娘

們在跳民族舞的景像活現眼前，女姐唱出了那份動感！

　　對於一些舊作品的演繹，例如在前期時代的《一代天嬌》（

參考曲目選段八）、《昭君出塞》（參考曲目選段九）及《搖紅

燭化佛前燈》（參考曲目選段十）現在聽來，感情深入了、真摯

了、感染力強了，可以說是近乎完美。在感情的深入揣摩上，筆

者相信是文革的幫助。文革使得女姐得到許多人生的體會，個人

的經歷，對於藝術表演絕對有很大的影響。在技巧上「女姐強調

自己的唱法為『龍頭鳳尾』，即吐字時，字頭要吐得『龍』一樣

威猛，咬字音準而穩，令觀眾不看字幕也能聽懂；字腹要充盈飽

貫；字尾則鬆而不散，搖曳多姿，有如『鳳』之華麗美艷。」3

所以新舊版本的唱腔一較之下就是有天壤之別。

　　誠然，女姐的作品較之前期，行腔花巧了許多，但這不是胡

亂地花巧，而是確實地根據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為依歸去創造

的。腔花了，那種美感帶一點刻意，但仍無損表演，反而更見「

嬌」與「媚」。「花腔」的使用令感情更真摯了、自然了。而

且，以前聽來是「高而尖」的現象，現在已沒有了。女姐的發聲

部位更準確，還有適當地使用共鳴音，使歌曲聽來更舒適、更耐

聽。

　　女姐的演唱技巧之所以會有這樣大的進步，全因她善於將各

種的歌唱方法、技巧與風格融入到自己的唱腔裡去。女姐在國內

的其他表演藝術圈子裡都極為知名。跳舞的、唱歌劇的、演話劇

的，當然少不了其他兄弟劇種的圈子。因為女姐經常去請教其他

表演藝術家，去作交流學習，將別家之長都化為己用。藝術交流

在國內的地域條件，比之從前在香港時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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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姐將崑曲、民族聲樂、甚至西洋歌劇的歌唱技巧都滲進入

自己的作品裡。這種滲入融進很難抽出來獨立觀看，因為女姐的

融會貫通是整體的，變成女腔的特色，每個作品都有，不是那一

兩首曲就有那一兩種融合。我試圖將女姐的「融進」歸納為以下

三個來源：

　　一是崑曲。崑曲的特色最能從女姐的作品發現出來。舞台上

的崑曲由於是用「現代語音」（即普通話體系的語音）演唱，

所以缺少了粵語那種「中古語音」的「入聲字」，少了頓挫之

感。是故崑曲的演唱每多在行腔處加入「頓音」（近似於聲樂的

staccato，在戲曲聲樂稱之為「挫（tsok）音」）或在某些字的尾

腔處的最後第二個音，先頓一頓吸入少許氣再唱一個音，然後去

下一個字，這種唱法在崑曲裡稱為「嚯腔」。女姐的歌曲在短腔

處每多發現有這個特色。例如《搖紅燭化佛前燈》頭段的「紅燭

淚」：「鴛鴦扣，宜結…↓it不宜解。」（參考曲目選段十）箭

咀符號處是偷氣位；又如在《昭君出塞》開首的小曲《子規啼》

：「家國最難忘…↓ong悲復愴呀」（參考曲目選段九）。

　　二是西洋歌劇。女姐的唱腔，也加入了歌劇花腔女高音的花

腔特色。基本上，女姐的整體唱腔旋律裡主要是崑曲混合花腔的

特色的滲入。她每一處的行腔音都是一些短花腔。而在某些曲目

的行腔裡可以特別明顯地見到粵曲化的花腔特色，最典型的是晚

年之作《藝海抒懷》（參考曲目選段十一）的結尾有四句「淘盡

千古愁」在第三句的「盡」字的拉腔處就使用了遞升式的花腔。

另外一首《祥林嫂》（參考曲目選段十二）的後半部一段「新腔

二流」的尾句散板：「受苦更呀深呀……」就使用了遞降式的花

腔。這段花腔是由高音Ｃ滾下至低音Ｇ，音程橫跨了差不多兩個

八度。在晚年退出前線表演前的最後一張錄音唱片裡的《打神》

（參考曲目選段十三），在結束全曲的最後一句滾花裡，也使用

了花腔：「哭他個海沸山搖……」。還有一首《赤壁周瑜》之〈

大江東去〉（參考曲目選段十四）是女姐與她的入室弟子歐凱明

合唱的，在此曲女姐又融合了聲樂男女聲分部唱的特色來演唱。

歌詞是宋代蘇軾的《念奴嬌》，用歐凱明雄壯的小武唱腔襯托起

女姐嬌甜的歌聲，正好是曲中一對主人翁的寫照：「遙想公瑾當

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滅」字之後又有粵曲化的花腔，這次先是遞升然後滑落。女

姐不是胡亂把別家之長放進自己的口袋裡破壞一己之特色的，反

之是「施夷之長技更顯己長」。

　　三是民族聲樂。女姐還有許多調寄廣東音樂的小曲，在演唱

這些粵曲時，她巧妙地參考中國民族聲樂的唱法來演繹。這些作

品的內容多是歌頌盛世新時代的，例如香港回歸時所作的《還珠

賦》（參考曲目選段十五）調寄《平湖秋月》；又澳門回歸時的

《蓮花頌》（參考曲目選段十六），調寄《彩雲追月》；還有歌

頌五羊城新面貌，調寄《旱天雷》的《花城之春》（參考曲目選

段十七）。當然最經典的還要算是享譽國際的《荔枝頌》。民族

聲樂是西方美聲唱法與我國傳統的戲曲聲樂的有機結合。女姐學

習這種表演技巧融進演唱這類粵曲裡，唱來有民歌的渲染力又有

粵曲的韻味。現在的粵曲歌壇有許多這類作品的出現，但誠然，

這樣的粵曲作品題材及演唱風格是從一首《荔枝頌》開創的。

　　紅線女的粵劇藝術生涯以回國發展前後作分水嶺。在香港發

展的時間是她藝術的萌芽與哺育時期。至於回國發展，可說是為

她施肥，使她的藝術茁壯成長的結果。紅線女回國後受到地域文

化的影響，使她的粵劇藝術得到與其他劇種及表演媒體的無限交

流，神州地大物博的文化使她在表演風格上得到創新、融會的無

限泉源，這是在建基於商業之上的香港藝術及當時少與國內傳統

藝術有交流的香港所難以達到的。許多人認為女姐在回國發展

後，唱腔受到革命劇種的洗禮而變得面目全非。的確，這些洗禮

當然有影響，但一個藝術家在確立了自己的表演體系之後卻不能

固步自封，還需要隨著時代變遷，求取新發展，才不致被淘汰。

紅派藝術的內涵，使得紅派粵劇在芸芸眾多粵劇流派中，成為最

「百花齊放」的一門。她甚至可以衝出粵劇的界限登上中國戲曲

流派之一脈。

1	 見孔茗，《驀然回首──紅線女傳奇之二》，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5
，頁107-137。

2	 	同上。

3	 	同上。

參考曲目唱片資料：
一)	 《名伶名曲．第四輯》，陳冠卿撰曲，香港：妙聲唱片有限公司，1993。

二)	 《采石磯前鶼鰈淚；搖紅燭化佛前燈》，唐滌生撰曲，香港：娛樂唱片有限公

司，1993。

三)	 《粵劇歌后紅線女名曲四首》，馬師曾撰曲，深圳：深圳市先科娛樂傳播有限公司

出品，深圳市激光節日出版發行公司出版發行，1996。

四)	 《名伶名曲．第一輯》，香港：妙聲唱片有限公司，年份缺。

五)	 《昭君出塞．紅線女唱腔藝術精選》，陳冠卿撰曲，中國：中國唱片廣州公

司，1998。

六)	 《紅線女金曲選（三）搖紅燭化佛前燈》，秦中英撰曲，彭家榥編曲，香港：香港

百利唱片有限公司，香港遠發經濟貿易有限公司，1991。

七)	 《四大美人珍藏版》，黃霑撰曲，黃繼謀編曲，香港：當代唱片有限公司出品，華

納唱片有限公司發行，1990。

八)	 《紅線女粵劇經典．叁》，陳冠卿撰曲，香港：天中唱片有限公司，2001。

九)	 《昭君出塞．紅線女唱腔藝術精選》，馬師曾撰曲，中國：中國唱片廣州公

司，1998。

十)	 《紅線女金曲選（三）搖紅燭化佛前燈》，唐滌生撰曲，黃繼謀編曲，香港：香港

百利唱片有限公司，香港遠發經濟貿易有限公司，1991。

十一)	 《紅線女粵劇經典．陸》，紅線女作曲，林墉作詞，香港：天中唱片有限公

司，2001。

十二)	 《紅線女粵劇經典．壹》，蔡衍棻撰曲，香港：天中唱片有限公司，2001。

十三)	 《紅線女粵劇經典．壹》，楊子靜撰曲，香港：天中唱片有限公司，2001。

十四)	 《棲鳳樓．紅線女.歐凱明粵劇唱腔集粹》，紅線女、秦中英撰曲，陳保坤指揮，	

廣州：中國唱片公司，1997。

十五)	 《還珠賦．紅線女唱腔藝術特輯	2》，蔡衍棻撰曲，廣州：中國唱片公司，1997。

十六)	 《紅線女粵劇經典．陸》，蔡衍棻撰曲，香港：天中唱片有限公司，2001。

十七)	 《紅線女粵劇經典．陸》，蔡衍棻撰曲，香港：天中唱片有限公司，2001。

《昭君出塞》王昭君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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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線女藝術中心（下簡稱「中心」）是全國首間以戲曲伶人為主題的藏館，

它位於廣州珠江新城，白皚皚的大樓外豎立紅彤彤的歡迎旗幟，代表着女姐對訪

客的熱情，亦建構她的莊雅嬌紅的形象。

　　中心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正式落成，適逢當時紅線女從藝六十周年，亦為廣

州市政府表彰她對戲曲藝術卓越貢獻的特別嘉許。這幢外形彎曲翻捲的建築物由

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建築大師莫伯治1設計，總建築面積5000多平方米，是一

座以展覽廳、小劇場為主體的綜合性現代化建築。

　　走進大堂，迎面的啡色牆身上置有一段鑄金鑲成、雄渾蒼勁的筆跡：「活

着，再活着，更活着，變成了勞動人民的紅線女。」這段話由已故國家領導人毛

澤東所書，擷取自毛氏致女姐的信函內容。大堂還設有小劇場，座位舒適，供專

業演出、藝術交流及會議之用。步出劇場，右方有「紅線女藝術之路」展廳，展

覽逾半百與女姐有關戲曲、電影的照片；及她與國家領導人如周恩來的合照；大

堂各角落分別置有六尊約兩米高的青銅和漢白玉塑像，王昭君、朱廉秀及翠蓮等

戲曲人物活現眼前。

　　拾階至二樓資料庫，可看到紅線女小時候的圖片、文字及實物資料。沿牆設

置的透明展覽箱收藏了十尊穿上女姐珍貴戲服的塑像，如昭君公主、鳳霞公主、

焦桂英及崔鶯娘等。此外，會場亦展示了一系列珍貴的圖片，包括女姐與國家領

導人的合照、演出劇照及家庭照等。從這些圖片中，我們得以重塑和窺見她從藝

的心路歷程及身處不同的大時代時個人和社會的變更情況。

　　中心三樓的錄音室設有先進的數碼錄音設備，可為需要者提供專業的錄音服

務；還有多功能廳及會議廳等。中心底層亦設有紅線女藝術產品展銷部，供戲迷

選購女姐的影音及圖文珍品。

　　據了解，女姐對中心工作孜孜不倦：她每天上午十時便到中心上班，中心的

每張圖片、塑像，以及日常大小事務，皆親自揀選、處理，可見她對戲曲推廣和

傳承的熱心。

　　「中心」的設立，整

理和總結了紅線女六十多

年的舞台實踐和藝術成

就，不僅標誌中國政府及

人民對紅派戲曲藝術的肯

定和表揚，也反映一種薪

火相傳的意識。誠然，「

中心」彰顯的不僅是紅線

女一人的成就，而是社會

對戲曲的重視和振興的決

心。

紅線女藝術中心記

1.	 莫伯治，廣東東莞人，1914年出生。1936年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工學院土木建築
系。中國工程院院士、曾任廣州市規劃局總工程師。莫氏為廣州市規劃局技術總顧
問，華南理工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教授和總建築師。（資料來源：廣州市城市建設
檔案館網頁）

撰文：張文珊

資料來源

廣州文化信息網

http://www.gzwh.gov.cn

廣州市城市建設檔案館網頁

http://www.gzuda.gov.cn/news/

紅線女藝術中心外觀

中心二樓展覽廳展示紅線女的珍貴歷史照片

中心標誌：一條紅絲線繞成

一個「女」字，代表紅線

女；左上方有一水點，乃是

水泉，「泉」亦取自「線」

字，表示戲曲藝術如泉水般

湧現，生生不息。

地點：廣州市珠江新城海安路363號

開放時間：上午9時至12時；下午2時至4時30分	

（全年開放，逢週三休息）

電話：3820	0005　　傳真：3820	0006

輕黃淺白染嬌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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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線女名劇介紹
　　《玉女凡心》是唐滌生第一部為紅線女、何非凡初步合作之

大中華劇團編寫的文藝壯烈大悲劇。此劇於1951年4月30日夜場

在普慶戲院開山。開山演員有何非凡、紅線女、白龍珠、英麗

梨、梁醒波、林家儀、何驚凡、鄭碧影、石燕子等。

　　此劇有三個賣點：第一，悅耳小曲，有何非凡的《啣坭猶得

帶殘紅》和紅線女的《玉女思凡》；第二，精彩武打，「石燕子

領導武師大打北派」；第三，劇情改編自有關古代美人步非煙的

民間故事，《華僑日報》廣告刊登兩首步非煙的唐詩以點出全劇

引人入勝的地方，「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

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泥誰」，「畫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

獨飛，畏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裡送人歸。」1（見圖一）

　　《玉女凡心》用民間故事為中心結構，講述趙綠萍、步非

煙、步翠兒三人之間的愛情故事。步仲（梁醒波演）膝下有二

女，步非煙（紅線女先演）和步翠兒（紅線女後演）。非煙已嫁

給武參軍武平業（石燕子演）為妾侍；翠兒尚年幼，與父、姐同

住參軍府。平業婚後不久便有事離開參軍府，讓非煙獨守空房，

使非煙與租住隔壁的趙綠萍（何非凡演）日久生情。綠萍母親（

白龍珠演）得悉後，主動為二人做媒。當晚，非煙與綠萍一夜

纏綿。剛巧，被初回府的平業撞見二人同床之景，大怒下痛打非

煙，非煙因而氣絕身亡，綠萍為此隱居避世。綠萍之妹趙孟珠（

鄭碧影演）為母親及兄長，求平業原諒，並甘願嫁平業為妾。

　　十七年後，翠兒偶遇綠萍，對他一見鍾情，約他到家中見

面。綠萍推辭不了，便應約相見。同時，平業亦重遇翠兒，因她

貌似非煙，便決意娶她為妾。當翠兒知道綠萍為非煙愛人，而綠

萍只愛其姐，平業又苦苦相迫時，翠兒在痛心下飲砒霜企圖自

殺。眾人誤以為翠兒毒發身亡，皆指責綠萍，綠萍也決心皈依佛

門。最後，翠兒得悉綠萍削髮為僧，立即現身阻止，在眾人幫助

下，勸阻綠萍，並與綠萍結為夫婦。全劇終。2

　　《蠻女催粧嫁玉郎》是「唐滌生為普長春最新編撰第二部狂

笑喜劇」。此劇在1954年12月24日由普長春劇團於高陞戲園（

見圖二）開山。當日參與開山演出的演員有何非凡、紅線女、任

冰兒、張醒非、何驚凡、梁醒波、李學優、陳醒章、關美蓮、羅

艷卿和石燕子。

　　《華僑日報》廣告介紹劇目五項精彩部份。第一，「特煩何

非凡反串俏丫環子喉唱小曲『我唔嫁』」；第二，「紅線女一塲

蠻女催粧嫁玉郎，刁艷絕梨園」；第三，「石燕子一塲銀燈照新

娘雌雄難辨」；第四，「梁醒波新法教女做人父母者要看」；第

五，「羅艷卿痴情倩女誰料伴嫂竟與郎眠」，以上是當年普長春

劇團精心推薦。（見圖二）

　　《蠻女催粧嫁玉郎》講述褚道明（梁醒波演）受董永妻子遺

命，將董永之女董蠻冰連同血書交給董太君。後來道明偷天換

日，將養女褚小蠻和董蠻冰互換，褚小蠻便成為郡主，董蠻冰則

交由褚夫人撫養。

　　十九年後，小蠻（紅線女演）刁蠻美艷，被譽為皇族美人之

首。藩王之子桂紹陵（石燕子演）傾慕小蠻多年，小蠻卻愛上家

境貧窮的蕭玉廉。蕭玉廉（何非凡演）得罪了董太君，只能裝成

丫環入府見小蠻。可惜小蠻未能認出玉廉，更要求玉廉代嫁紹

陵。經小蠻多番勸告後，玉廉答應代嫁紹陵，但實際上紹陵是玉

廉的仇人，代嫁只是玉廉報仇的偽裝。玉廉嫁入桂府後，紹陵因

事離家，吩咐其妹桂鳳屏（羅艷卿演）照顧玉廉。玉廉向鳳屏表

明自己是男兒身，因見鳳屏心存愛慕，請求鳳屏幫助逃離王府，

並利用她企圖殺害紹陵。同時，蠻冰拿血書到董府與太君相認，

太君氣極下趕小蠻離開，更下令通緝道明。

　　道明、小蠻、玉廉三人重逢。道明怕玉廉連累小蠻，勸他離

開小蠻。經一番波折後，道明、小蠻、玉廉三人和好，而且小蠻

和玉廉二人再績前緣。同時，鳳屏與紹陵再遇道明、小蠻、玉

廉，在鳳屏勸解下紹陵與玉廉之間的仇恨化解。紹陵見鳳屏對玉

廉一往情深，提議玉廉娶鳳屏為妾。劇終。3

整理：崔承恩

1.	 詩句出自《全唐詩》第800卷中，步非煙寄趙象詩四首其中兩首，一首是《答趙子（一作寄詩答趙象）》；另一首是《寄懷》，末句本作「送郎歸」。

2.	 故事內容按照戲曲資料中心收藏《玉女凡心》泥印本簡寫而成。

3.	 故事內容按照戲曲資料中心收藏《蠻女催粧嫁玉郎》泥印本的影印本撰寫。

圖一、《華僑日報》1951年4月30日

圖二、《華僑日報》1954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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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海盜名流》由陳錦棠(飾褚熙

官)、紅線女(飾姚玉芙)、黃千歲(

飾褚玉良)、羅艷卿(飾桂屏香)、

李海泉(飾希聖)及衛明心(飾珍珠)

等主演，小冊子刊登了此劇演員

戲裝照片、本事及精選曲詞。此

刊物亦兼錄《冇膽趙子龍》精選

曲詞(陳錦棠、紅線女主唱)及《

鐵漢蠻花》本事、演員表及曲詞

等。小冊子為複製本，封面連封

底共32頁，聯華印務公司印製。

《未央歌》試映會暨地水南音

演唱於4月23日(三)下午假香港

中文大學利黃瑤璧樓LT2室舉

行，邀得師娘唐小燕小姐演唱

地水南音《嘆五更》及《香蓮

夜怨》，並由杜泳及羅啟基先

生伴奏。由香港浸會大學電影

系同學自資籌拍、王貽興、麻

一葦主演的電影《未央歌》首

次於中大試映，導演鄺保威先

生親臨與觀眾對談。

整理：張文珊中心藏品

紅線女於1980年赴港演出後設宴，

與任劍輝、白雪仙聚首。

紅線女與任劍輝、白雪仙合照。

戲曲資料中心活動花絮

由飛鵬木偶團及戲曲資

料中心合辦之「懸絲傀

儡顯奇技」中國傳統提

線木偶示範講座已於3月

1日(六)下午於新亞書院

圓形廣場舉行。除了提

線木偶歷史、結構及其

基本操作等簡介外，劇

團還示範演出提線木偶

《武松打虎》、《白蛇

傳之索夫》、《鍾馗醉

酒》及《土地公收妖》

，令觀眾享受了一個歡

樂的下午。

粵劇示範及導賞於4月

17日(四)下午假香港中

文大學許讓成樓LG04室

舉行，由天馬菁莪粵劇

團的吳祉樂小姐及王希

穎小姐示範及講解。活

動內容包括粵劇簡介及

身段示範，亦邀觀眾試

穿戲服及耍槍，現場反

應熱烈。

「說戲品藝講人生」戲曲藝術文化

講座已於3月29日(六)假西灣河文

娛中心文娛廳圓滿舉行，邀得資深

京崑藝術家楊明老師為嘉賓講者。

在短短兩個多小時的講座中，楊氏

以「少女的早晨」為引子，一肩挑

示範京劇《拾玉鐲》花旦、小生、

彩旦三個行當的表演藝術，及析述

其文化及社會意義。講座精華內容	

(文字版)己上載至中心網站，歡迎

讀者瀏覽下載。

1.	《搖紅燭化佛前燈》由唐滌生編

劇，是當時「南唐稗史宮幃香艷

文藝巨構」。由何非凡、紅線

女、任冰兒、張醒非、李學優及

梁醒波等主演。小冊子收錄主題

曲《蠟炬成灰淚始乾》(何非凡

唱)、《身似搖紅燭影》(紅線女

唱)及此劇精選曲詞。

相片 演出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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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曲 資 料 中 心 獲 捐 藏 品
捐贈者 捐贈日期 獲捐藏品

譚廸遜 27/2/2008

《串戲定親》潮劇劇本乙本

《盜冊》潮劇劇本乙本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週年‧潮劇節》特刊乙本	

《潮樂曲韻》場刊乙本

「南華儒劇社」特刊乙本

《踏潮放歌‧陳學希藝術之路》乙本

《梨園老黃牛--陳炳光藝壇耕耘錄》乙本

《潮劇年鑒》乙本

《潮劇軼事趣聞》乙本

《潮劇年鑒(1997年卷)》乙本

《三竿恨》鐳射光碟乙隻

《二度梅》鐳射光碟乙隻

《謝瑤環》鐳射光碟乙隻

《小梅花潮劇藝術培訓中心》特刊乙本

《陶三春》特刊乙本

王建勛 28/2/2008 《廣州民間歌謠》乙本

廖闔瑩 14/3/2008
《新霸王別姬、趙五娘千里尋夫》CD乙隻

《紅樓夢之探春遠嫁‧林沖之魂會山神廟》CD乙隻

馮兆安	 20/3/2008
《荀慧生老唱片全集》(一)及(五)共2盒

《班昭》DVD乙隻

盧譚飛燕 2/4/2008

《口傳心授與文化傳承》乙本

《笛聲何處》乙本

「粵曲不離口」(81-96集)共8盒

《崑劇朱買臣休妻》乙本

蕭啟南 7/4/2008

溫州鼓詞《玉棋緣》鐳射光碟	(1-11集)

「金色華章﹕中國戲曲經典交響樂音樂會」DVD乙隻

京劇《貞觀盛事》鐳射光碟乙隻

《蒯徹裝瘋》鐳射光碟乙隻

《楊門女將》鐳射光碟乙隻

紹劇《兩狼山》鐳射光碟乙隻

《京劇名家名段》CD乙隻

《馬師曾、紅線女名曲精選》CD乙隻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9/4/2008

《中國戲劇漫談》複製本乙本

《譚劇宮譜》複製本乙本

《白玉廂與蹦蹦戲》複製本乙本

《琴學新編》（第壹集）複製本乙本

南音及徐柳仙資料複製本共三份

香港八和會館 10/4/2008
《大老倌》2本

《陽光戲曲》乙本

香港潮商互助社音樂部 26/4/2008

《香港潮商互助社於2007年11月3日訪問潮汕三市及區縣全程錄像》

鐳射光碟共七隻

《香港潮商互助社音樂部演出節目實錄》鐳射光碟3隻

《香港潮商互助社》特刊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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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資料中心使用情況

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籌辦

	 二零零八年

	 二月	 三月	 四月

開放日數	 22天	 23天	 23天

平均每日使用人次	 1人次	 5人次	 9人次

總使用時間	 5839分鐘	 16490分鐘	 20162分鐘

總開放時間	 11700分鐘	 12180分鐘	 12300分鐘

使用率	 50%	 135%	 164%

藝發局委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ADC.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下午二時至六時	
(逢第二及第四個週六開放)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團體或使用特別藏品需另行預約)

新

書

推

介

《粵劇六十年》

口述：陳非儂

執筆：余慕雲

重編：伍榮仲、陳澤蕾

出版日期：2007年12月

價格：港幣70元

發行商：中文大學出版社

銷售地點：向日葵文化良品、

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及各大書局

簡介：《粵劇六十年》由著名粵劇演員陳非儂口述，

余慕雲先生執筆，先在香港《大成》雜誌連期刊載，

及後輯成單行本面世。此書現由伍榮仲及陳澤蕾重

編，記錄陳氏的演藝生涯、教學心得、粵劇的歷史變

遷及憶述他在粵劇界的所見所聞。此外，書中亦描述

粵劇化妝、服裝、道具、例戲、傳統名劇、紅船歷史

及常用術語等珍貴戲曲資料。

《粵曲的學和唱：王粵生粵曲教程（第三版）》
（隨書附送鐳射光碟，收錄王粵生教學現場珍貴錄音）

著者：陳守仁

出版日期：2007年12月

價格：港幣80元

發行商：中文大學出版社

銷售地點：向日葵文化良品、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

中心及各大書局

簡介：《粵曲的學和唱：王粵生粵曲教程（第三版）》

由陳守仁教授編寫，編排及整理了粵樂名家王粵生

先生教授粵曲的講學內容，是粵曲初學者的入門

教材。書中簡述王氏粵曲創作的生涯、粵曲基本概念及結構、王氏粵曲課

程摘要及粵曲教材，隨書附送鐳射唱碟乙隻，收錄王氏現場粵曲教學錄音	

《歸來燕》、《撲火春娥》及《胡不歸‧慰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