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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和中國自古結下不解緣。意大利探險家馬可孛羅

(1254-1324)早於十三世紀初東遊中國，是為早期具歷史文獻記

載的中意文化交流。1998年，張藝謀於北京太廟導演大型歌劇 

《杜蘭朵》，並由佛羅倫薩歌劇院演出，展現中意表演藝術的交

融性。此間香港首演《丑生遊中國》(Harlequin Travels in China)
，又是意大利與中國戲劇在中國南方的另一次相遇。

　　《丑生遊中國》作為香港法國文化協會舉辦的「法國五月」

(Le French May) 2008年其中一個推介劇目，它亦是「中法文化

交流之春」的演出項目。以香港作為演出首站後，它先後往中

國內地及歐洲巡迴表演。此劇於2008年5月13日假香港上環文

娛中心公演，由意大利「水仙花劇團」(The Asphodels Theatre 
Company)1 擔綱演出，透過意大利即興喜劇和中國戲曲的藝術交

匯，迸發出一幕幕戲劇高潮，展開一段中國公主與威尼斯男子的

愛情故事。此劇由8位來自中國及意大利的戲劇演員參演2：伍韻

飛飾 Xia Mei 及Zanni；Frédéric Tessier 飾 Ottavio 及 Tiberio；

朱何吉飾 SunYan；衣麟飾Yuan Jie 及I ombre du General Xu 
Xiang；Angelo Crotti 飾Evanisto；Fabio Ezechiele Sforzini飾
Francesco、Dottor Graziano及 Capitan Spavento等。

興之所至：意大利即興喜劇與中國戲曲

　　即興喜劇 (Comedia dell’ Arte) 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

劇種。它的來源眾說紛紜，有說認為它源自古希臘笑劇和古羅馬

阿特拉笑劇；也有說它是意大利本土的鬧劇表演3。「Arte」這個

字源於中世紀的語彙，意指一些具有特殊手藝的行業，如鐵匠、

木工等。因此Comedia dell’ Arte的原意是指「由專業演員表演的

喜劇」4。

　　中國戲曲以「歌舞演故事」，源自上古原始的巫覡跳神儀

式。戲曲學者鄭傳寅指，戲曲的血統「多元」，來源自民間社

火5、宮廷優戲及外來樂舞6等。據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的

調查結果指出，現存中國的戲曲劇種約有317種，包括崑劇、京

劇、河北梆子及蒲仙戲等7，集合了舞蹈、音樂、文學、雜技等

多種民間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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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據戲曲資料中心的統計數字顯示，07至08年度香港

的粵曲粵劇演出數字近1600場次，平均每天有4齣粵劇/粵

曲演出，反映其公演頻繁的情況。除了傳統粵劇，近年有

不少改編或創作劇目均獲好評。是期專題介紹的《丑生遊

中國》及《西園記》，前者乃中國及意大利劇種的融合創

作，後者是取材自崑劇的新編粵劇，演出吸引不少觀者的

注視和好奇。粵劇經歷了二百多年的演變及改革，憑藉海

納百川的包容性和創造力，發展出嶺南戲曲獨特的藝術軌

跡。這個夢幻舞臺屢經風雨，卻處處顯示其生命力，除了

靠政府、業界的努力外，編演者對粵劇別出心裁的構思和

舞臺呈現、以及具欣賞力、包容性的觀眾均是這南方劇種

能繼續發光發亮的重要元素。

蒙梁偉賢先生慷慨捐贈港幣四千元正資助出版
本期通訊，特此鳴謝。

感而遂通： 

撰文：張文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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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和行當

　　意大利即興喜劇有特定的人物，包括潘塔龍（Pantalone，威

尼斯商人）、年輕愛侶、博士、軍官、僕人（Zanni）等。除了男

女戀人的腳色名稱會有變化外，其他角色的名稱固定不變。演員

一生只扮演一個固定角色，有些演員甚至放棄原來的姓名而改稱

角色的名字。

　　中國戲曲則不以「人物」來界定，反而發展出精密的腳色，

其訓練十分細緻和有系統。以早年粵劇為例，基本行當分為十

行，分別為一末、二淨、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

貼、九夫、十雜8。

意大利即興喜劇與提綱爆肚戲

　　即興喜劇的一大特點是無固定劇本，演員根據劇情大綱臨時

編造臺詞，進行即興表演。除了扮演青年男女愛人的演員外，其

他演員都戴面具，因此又稱為「假面喜劇」9。

　　即興喜劇的故事情節通常都以愛情、詭計、性、食物及權

力有關。它之所以能於歐洲流行二百多年，最主要的原因不是

故事引人入勝，而是演員的精彩表演：翻筋斗、雜耍、噴火、

魔術等各種舞臺技巧的混合使用，加上演員的喜劇感，使之成

為一種典型的大眾戲劇 (popular theatre)。戲劇中出現很多習套

(conventions)及假定性的風格化戲劇形式，包括格式化的演出，

如「拉錯」(lazzo)10這種喜劇效果，便是演員於喜劇情節中常用

的表演套路。

　　中國戲曲以神仙、戀愛及戰爭等為主要故事素材，亦曾流行

即興演出。以「提綱戲」為例，便是1930年代或以前粵劇主要

的演出形式。演員以戲班「開戲師爺」所撰的提綱為演出藍本，

劇情的細節則由演員自度或集體發揮11，故常出現「爆肚」（即

興）情況，十分考驗演員的經驗和駕馭舞臺的功力。此外，演出

又牽涉大量戲曲程式、排場、特技、舞蹈及絕活以配合戲劇情節

及吸引觀眾。

　　總的來看，意大利即興喜劇與中國戲曲這兩種戲劇形式在故

事、表演形式12及戲劇美學，如面具13、化妝和戲服均有多方面

的類同，表演藝術的跨國性超越了地域和文化的鴻溝，也造就是

次《丑生遊中國》的誕生。

《丑生遊中國》與中意戲劇的融匯

　　《丑生遊中國》的演出語言分別有意大利語、法語、英語、

普通話及廣東話，語言的多樣性及互為對照難度甚高。導演

Luca14表示，劇本的原稿由他撰寫，以便演員掌握演出基礎及進

行首次排練。文本(text)於排練過程中不斷修訂，讓演員根據他提

供的情景即興地創作自身的演出文本。劇本原以法文撰寫，後被

翻譯成普通話及廣東話。及後翻譯文本再由演員修訂，以符合劇

情需要。

　　Luca指，排演此劇主要的困難在於不同語言之間的平衡點，

在沒有字幕的情況下，如何令歐洲和中國的觀眾也同樣明白演出

文本呢？幸而意大利即興戲劇和中國戲曲表演形式雖然有異，但

彼此也有相通的地方，如角色、符碼(codes)、身體語言等也來自

同樣的世界戲劇觀(universal theater)。

　　Luca續稱，意大利即興喜劇經常跨越語言界限，傳統上演員

也常根據自身方言發揮演出。是次與中國語言混合演出也達到此

劇交流目的。文化差異的展現豐富了人類的生活，雖然此劇只綵

排了一個月，但演員豐富的演出經驗克服了排練時間的不足，令

看來不可思議的演出成真。

西方世界與中國戲曲的意蘊與想象

　　《丑生遊中國》是一次意大利丑角遊歷中國的故事，也反映

西方戲劇觀對「中國」及「中國戲曲」的文化想象。在觀眾徐徐

入場的時候，於淡淡的燈光下，已有一位京劇演員在舞臺左側化

妝，這個「化妝」的戲劇行動貫穿着整齣戲，吸引着觀眾的視

線。不知何故，觀眾往往喜歡「窺看」演員化妝的過程，不但勾

起觀眾對演員的由平凡人變成「演故事的人」的浪漫幻想，也是

一種審視中國戲曲美學的第一角度。

　　此劇佈景簡約，使演員回歸為演出中心，讓觀眾可專注地

觀看演出，不同國籍的演員的對白及戲劇行動順溜而緊湊，不

論是中西意象對照（如以西洋劍和中國刀相比），或是中意小曲

對唱，也突顯出演員之間高度的合作性和民族的共融性。另一方

面，「等場」的演員會坐在舞臺兩側的小板凳上，適時以小鑼等

敲擊音樂伴演，不但可渲染氣氛，也改善了戲曲在室內劇場中音

響過份吵耳的問題，是為妙筆。

《丑生遊中國》宣傳單張，
展示中國戲曲與意大利即興喜劇的異地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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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仙花劇團成立於1992年，是歐洲主要的劇團之一，專門創作即興喜劇。他們四處
巡迴表演，演出的節目大膽富創意。《丑生遊中國》演出籌備長達六年，旨在作藝
術交流。

2	 導演Luca表示，最初的構思是於中國及歐洲分別招募五位演員。劇團更早於2007
年10月在北京、上海、南京及廣東的劇團選角。可惜最後南京及上海有兩位演員辭
演，因來不及補選演員，所以現在沒有老人和僕人兩角。

3	 宋寶珍，2003：71

4	 鄧樹榮，ttp://www.iatc.com.hk/medifestival/medifestival2007_preview04.html

5	 「社火」指民間節日迎神賽社所扮演的各種雜耍雜戲的總稱，也泛指民間表演藝術
的總稱。（鄭傳寅，1993：49-52）

6	 「外來」文化並非純指國外的舞樂文化，還包括周邊少數民族的「胡樂」、「胡
舞」。（鄭傳寅，1993：65）

7	 栾冠樺，2005：3

8	 麥嘯霞的《廣東戲劇史略》（1940：71）詳細列出十行當的分工如下：

一末：末腳、公腳、老生
二淨：大淨、紅生
三生：武生、鬚生、正生、總生
四旦：青衣、正旦
五丑：男丑、文丑、頑笑旦、彩旦、女丑、武丑、三花面、小花面
六外：大花面
七小：小生、文武生、北派小武、小武、文武小生、短打小武
八貼：花旦、貼旦、艷旦、武旦、馬旦、堂旦
九夫：夫旦、老旦
十雜：副淨、二花面、六分、拉扯、四大甲、五軍虎、手下

9	 宋寶珍，2003：72。

10	 「拉錯」（lazzo）種類很多，如「見面拉錯」、「恐懼拉錯」及「拖屍拉錯」等。
如「拖屍拉錯」中，演員上場發現屍體後，試圖將其拖走，過程中又會把佩劍掉在
地上，當他拾回佩劍時，屍體又會回到原地，他繼續拉，累得氣喘吁吁，每次皆徒
勞無功。（宋寶珍，2003：72-73）

11	 粵劇課程發展實驗小組，2004：119。

12	 例如京劇的丑角在表達恐懼時震動雙手，而意大利的丑角則會雙腳顫抖。

13	 中國的儺戲及一些地方例戲也有戴面具演出的習慣。

14	 Luca Franceschi為意大利劇場導演，於默劇大師Marcel Marceau的國際默劇學校中
接受默劇訓練。訪問以書面進行，分別由Rafaël Grynberg及筆者翻譯成英文及中文
版本。

15	 樂漪萍女士發言，劉勤銳整理。樂女士不認同「文戲不能出國」之說法，指出《牡
丹亭》及《朱買臣休妻》等文戲均馳名中外，顯示精湛的表演技術可令文戲於海外
展示其獨特的魅力。

16	 中國戲曲登入西方藝術殿堂早有先例，如1957年紅線女參與蘇聯莫斯科世界青年聯
歡節，憑《昭君出塞》獲東方古典歌曲競賽金質獎章。2007年，「京崑劇場」參加
巴黎中國戲曲節，憑著京劇《烏龍院》獲得「評審團特別大獎」。可見中國戲曲在
「唱唸」方面在非華語社會也有一定的感染力和認受性。

電子資源 

鄧樹榮
2006 《梅耶荷德表演理論：研究及反思》摘要 

http://blog.yam.com/tangshuwing/article/6141331

鄧樹榮
2007 《愚笨僕人超凡的技藝》 

http://www.iatc.com.hk/medifestival/medifestival2007_preview04.
html

鳴謝：香港法國文化協會提供照片及演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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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角色符號：中國戲曲臉譜》，北京：生活‧讀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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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繼青講述　　劉勤銳整理
2007 「南崑旦角演唱特色和正旦表演藝術」，載《崑劇朱買臣

休妻》，頁60-74，雷競璇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筆者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觀眾，雖然未能掌握意大利語對

白的意思，但丑角的形體表演確令人開懷大笑，也令人很快可

跟隨劇情及感染演出氣氛，同時印證了形體藝術在表達人類情感

時跨越文本及國界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對於中國戲曲部份，

有時演出顯得「搔不到癢處」，未能充份為中國戲曲的精萃點

睛。在西方觀眾的眼中，京劇、川劇（特別指變臉絕活）、粵

劇等地方戲已被揉搓成一個模糊及混雜的中國戲曲想象，水袖、

中國功夫和尖嗓子頓成了它顯要的符碼。如中國公主一角未能

突顯戲曲旦行的傳統套路和特徵，可能因為演員需同時分飾公

主及小丑兩角，她只可簡單梳髻演出，並沒有以傳統戲曲髮飾 

（如片子及鳳冠）及化妝登場，也由於與宣傳單張上的中國公

主造型判然不同，使筆者預期和實際演出產生了落差。劇中 

「公主」亦一直以「小女子」自稱，令人對其「公主」身份感到

模糊。當然，若觀眾純以「戲劇」的角度品評演出，演員嫺熟的

水袖功和身段足令人感到中國戲曲旦行的意蘊。

　　意大利即興戲劇和中國戲曲的結合難度在於唱唸，較易拿捏

的是形體表演。西方的「中國戲曲」價值觀主要建基於「做」和 

「打」兩方面的技藝，不少外籍觀眾的中國戲曲觀都由《西遊

記》美猴王漂亮的筋斗中建構。導演Luca學習默劇出身，善於形

體表演，如他所言，演出以形體為主，因為它是萬國語言，可以

打破不同族群的語言界限，此劇亦充份挪用中國戲曲程式來對照

和補充意大利即興演出。如劇中講述中國殺手潛伏在開往威尼斯

的船上，在船倉中碰上了意籍僕人，兩人摸黑、互探、錯摸，此

處在丑角滑稽的跌撞中巧妙地配合了殺手《三岔口》的套路，劇

理上、形體上的配合造就一個十分成功的對照。

　　肢體的融合、語言的對位令《丑生遊中國》成為一個饒具中

意文化交流意義的演出，也是繼《馬可孛羅遊記》以後，另一個

讓我們探知西方中國觀的文本。

　　國內一直有「文戲不能出國」之說法，因多年來的海外交

流演出，也認為外國人看不懂文戲，故以京劇的武打戲為主15。 

「唱唸做打」是中國戲曲表演藝術的基石，在「做」和「打」成

功感動非華語觀眾後，繼續以「唱」和「唸」打動觀眾的心扉16

，則需中國戲曲不斷追求、歷煉和提升，跨越文本語言的界限，

以歌舞演故事，方可突顯其永恆和跨種族的藝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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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
第一場 〈問梅〉

襄陽才子張繼華偶遊西園，步至紅樓下，被一紅梅打在頭上，原

來是西園主人趙禮之女兒趙玉英臥病在床，王玉真想折取紅梅以

慰好友，誰知失手落花。繼華擡頭見一女子，就誤以為是趙玉英

對他有意，心中暗喜。

第二場 〈詢病〉

張繼華為見佳人，於西園任西席先生。某天聞得玉英病了，便以

為玉英是因思念自己成病。後遇見玉真之婢翠雲，又說小姐無

病。之後趙家園公卻又說小姐病重，張繼華便認定小姐是不想自

己擔心才叫翠雲隱瞞病情。

第三場 〈聞訃〉

玉英病逝，玉真傷心欲絕，此時遇見剛為小姐求簽回來的張繼

華。玉真悲喜交集，一句「一言難盡」便飄然離開。張繼華疑惑

不已，卻遇園公說小姐已經抱病身亡。張繼華於是以為方才所見

乃小姐魂魄夜返陰間。

第四場 〈閨怨〉

玉英死後，玉真過房易姓，認趙禮作義父。豈料之前向玉英逼婚

的王伯寧此時又想強娶玉真。為了終身幸福，玉真決定去找張繼

華，向他表明心跡。

第五場 〈夜訪〉

張繼華於書齋設靈拜祭小姐，哀慟不已。此時玉真到訪，繼華因

認定玉真是鬼，於是對她說道今世無緣，玉真卻以為他變節。後

趙禮說要給他和玉真辦喜事，繼華先是以為和鬼冥婚，後又以為

是玉英之妹，決意逃走。

第六場 〈驚婚〉

繼華逃走不成，被老秀才夏玉追到，被逼與玉真成親。拜堂後張

繼華喜見新娘子竟然就是意中人，卻又以為她是玉英鬼魂。最後

經香筠解釋，繼華才明白自己一直有所誤會，於是大團圓結局。

開山資料

原著：吳炳

劇務：陳澤蕾

首演日期：2008年6月28日（星期六）

首演地點：新光戲院二院

演出劇團：月白戲臺

藝術指導：鄭福康

擊樂領導：江仲天

音樂領導：鍾炳耀

腳色及演員

小生：張繼華（陳澤蕾飾）

閨門旦：王玉真（白玉鳳飾）

丑：翠雲（羅展眉飾）

花旦：香筠（王希穎飾）

老生：趙禮（梁萬成飾）

小生：夏玉、茂兒（馮彩雲飾）

老生：園公（呂少娥飾）

資料提供：月白戲臺 攝影：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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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一年，周傳瑛先生為當時浙江崑劇團的年青演員導

演《西園記》，編劇是老師輩的貝庚先生。兩位大師為一班學

生編導一個「戲保人」的劇目。當年，戲曲改革的風潮已經直

捲各省戲曲，周傳瑛先生和王傳淞先生幾經艱苦，才能以《十五

貫》讓崑曲再度為人關注，被人重視。而幾年後，周氏想到的不

是獻藝，而是傳藝，有系統，有計劃地為一班小伙子編排一齣清

新簡樸、易於為觀眾接受的劇目。周氏曾謙說「對不住“大先

生”（即沈月泉先生）」，自愧「勿曾把“大生先傳給他的都學

下來”」，而最教他感到自責的是「勿曾把“大先生傳給他的 

‘傳’下去”」。在《西園記》中，他除了擔當導演，還自己擔

演趙禮一角，以烘托的形式，把學生臺上的表演和臺下的排練都

細心關顧，一力承擔。致力於「承」，矢志於「繼」的志向和堅

毅，代代相傳，延至汪世瑜先生，延至崑劇眾藝人。

　　汪世瑜先生解說張繼華的特點是「自負而多情」，其演繹為

我開闢了一條林蔭大路。我依從先生的大路而行，策馬上山，為

張再加上一層「年少」的色彩。據吳炳曲文，張繼華時為二十

歲。不過我所言的「年少」並非指年齡上的長幼，而是指未經世

情，未識畏懼，一鼓作氣，勇往直前的「年少之心」。劇中，有

不少張繼華庸人自擾，驚惶失措的片段，正好與他對王玉真的態

度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他的書生可能會猜疑對方會不會對自己有

好感，可能會試探，但是張繼華對情感的投放，卻有萬夫莫當之

勇。更重要的是他並非不去猜疑，不作試探，而是想也沒有想過

要這樣子做。這個特色不會在劇中清晰可見，但卻是在下演繹這

個人物的底。希望憑著導演和先生的指引，以及自己對張繼華的

感知，做到家門中見人物。

　　演繹如何，還待指正。下文希望一談是次演出中面對的問題

和所犯錯誤，好與同業共勉。

一、 氣息的處理

　　上場第一段【二王流水板】，出現氣息不穩的情況。我一直

百思不解，只好不停拍曲，看看發生甚麼問題。慢慢發覺拍曲時

沒有氣息不穩的問題，那麼究竟問題在哪？為何只有這段曲子出

現這種亂子？及後發現是身段與演唱的節奏不合，導致呼吸紊亂

所致，由此提醒了我，唱、唸、做、表緊密扣連，能否恰當地互

相配合，直接影響演出的「精、氣、神」。另外，由於我找不到

穿褶子打馬的寸度，戲服、砌末與身段的配合並不協調，影響

呼吸。這個問題，不怕諸君見笑，至今我還沒找到當中的點兒。

還有，由於這段是全劇中張繼華首支曲子，出場前情緒和狀態的

預備會直接影響表現的準繩。上場第一段如果演來順暢，及後

的戲，便容易唱多了。如果不順，便要立刻在下場的時候趕緊定

神，否則兵敗如山倒，再收拾也只是殘局。

怎麼才稱得上我國戲劇的“演員”呢？我國戲劇演員世稱

“藝人”，既為“藝人”，按我看有三條：

一、入戲界，認真“學藝”；

二、上臺了，認真“獻藝”；

三、有成了，認真“傳藝”。

洛地

二、寧神與靜氣

　　在現時環境下，不少劇團的演員都需要處理不同的事務，尤

其是臨近演出，事務便愈為繁瑣。在下曾在響排日因為執意處理

舞臺面貌的問題而搬運佈景，並且處理臺面設置的問題。此實為

大錯特錯之決定，原因：一、我始終是演員，開了場以後，搬到

臺面的佈景會否出現已非我能力所及，終究徒勞；二、不分輕

重，就連本份也做不好，弄得忘詞和分神，不但影響個人表現，

也直接影響對手演員的演出；三、氣息需要神養，倘若心神不

寧，只會落得心浮氣燥，為演員之大忌；四、氣息不穩不但會影

響唱曲效果，更會導致誤用不恰當的演唱方法，尤甚者會出現喉

頭過勞，傷害身體的情況。

三、戲服與身段

　　演員自有責任在日常練功時有意識地訓練肌肉和筋骨，不

過也要留意個人體型與動作的關係。以在下為例，由於四肢過

長，故此，必須找尋方法處理身體上的限制。解決方法，還在尋

找中，現階段，我發現穿上絲製戲服有助改善這個問題，尤以身

型瘦削的演員為甚。如果穿上由人造物料製之褶子，當作手臂屈

曲的動作時，權宜之計是把手放在背後；如果需要屈曲手臂置於

胸前則要作比其他演員更斜的子午式，不過也要留意身體不要太

側，對鏡自觀自不可少。還有一個方法是可以試試多穿一件戲

服，例如第五場，因我太高，難以租用合身的戲服，自己的褶子

又太單薄，故此會嘗試穿一件不合身但質料較重的戲服在底。這

個方法因環境上的限制，只能在演出日才能試驗，故未知成效如

何。

四、積習難改

　　排練時如果把曲詞唱錯，萬勿掉以輕心，因為下一回，很可

能再犯同一個錯誤。例如：第三場「隱聽哭聲風送玉魄慘」，我

經常唱為「隱聽風聲哭訴玉魄慘」。臺上忘詞，任誰都知是大

錯，而這種習「非」成「是」的問題，卻因不自覺而積習難改，

不能不察。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初演張繼華 陳澤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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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目統計  (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

演出日期 劇目/節目 演出團體/製作 編劇/改編 改編劇本
原著 演出者 地點 備註

11/8/2007 《哪吒》 香港八和粵劇學院 區文鳳 陳定邦、陳曉琳、伍潔珩
少年兒童

粵劇

31/8/2007 《蘇小卿月夜泛茶船》 金玉堂劇團 區文鳳 　
龍貫天、陳好逑、溫玉瑜、 

任冰兒、鄭詠梅、廖國森、敖龍
香港文化中心 

大劇院
　

8/9/2007 《比目魚》 龍騰燕劇團
葉紹德、 
李明鏗

李笠翁
李龍、尹飛燕、阮兆輝、陳嘉

鳴、陳鴻進、廖國森

28/9/2007 《大唐風雲會》 香港八和會館 新劍郎 　
文千歲、文劍飛、尹飛燕、 
呂洪廣、梁少芯、陳劍烽、 
陳劍聲、陳鴻進、鄭詠梅

香港文化中心
劇院

　

1/10/2007 《掄才記》 香港八和會館 區文鳳
文寶森、岑翠紅、南鳳、梁漢

威、郭俊聲、陳詠儀、敖龍、溫
玉瑜、劉惠鳴、龍貫天、賽麒麟

香港文化中心
劇院

梁漢威譜部
份新曲

9/10/2007 《盛世梨園》 香港八和會館
區文鳳、 
蔡衍棻

　
梁漢威、文千歲、梁少芯、 
尹飛燕、陳詠儀、陳鴻進

　
梁漢威譜部

份新曲

24/10/2007 《芙蓉配》 錦陞輝劇團 阮眉 　 衛駿英、尹飛燕、阮兆輝
香港文化中心

劇院
　

25/10/2007 《辛安驛店雙鳳緣》 艷陽天粵劇坊 廖儒安 　
康華、郭俊聲、李蘋蘋、 
黎耀威、劍麟、李名亨

高山劇場 　

26/10/2007 《盜御馬》 香港專業青年粵劇團 廖儒安 　 康華、劍麟、郭俊聲、黎耀威 高山劇場 　

2/11/2007 《花木蘭之木蘭從軍》 粵劇戲台 葉紹德 　 李沛妍、李奇峰、盧麗斯 紐約 　

8/11/2007 《珍珠旗》 麗晶粵劇團 新劍郎 　
李龍、王超群、阮兆輝、 
呂洪廣、陳嘉鳴、新劍郎

新光戲院 　

12/1/2008 《新白龍關》
天馬音樂藝術團有限

公司
文華 蘇翁 文華、靈音、文軒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15/1/2008 《大明謳歌之削藩、靖難》
香港專業青年粵劇團演
出;艷陽天粵劇坊主辦

廖儒安
梁漢威、康華、 洪海、李蘋蘋、

梁煒康、黎耀威、郭俊聲、 
劍麟、劍英

高山劇場 　

27/2/2008 《長生殿》 粵劇場 曾志灼 阮眉
洪海、黃寶萱、黃金堂、黎耀
威、宋洪波、陳銘英、藍練欽

高山劇場

14/3/2008 《關大王獨赴單刀會》 香港藝術節 阮兆輝 關漢卿 羅家英、阮兆輝
香港大會堂 

音樂廳
　

14/3/2008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香港藝術節 阮兆輝 關漢卿 吳仟峰、任冰兒
香港大會堂 

音樂廳
　

14/3/2008 《望江亭中秋切鱠旦》 香港藝術節 阮兆輝 關漢卿 陳好逑、阮兆輝、新劍郎
香港大會堂 

音樂廳
　

25/3/2008 《大明謳歌之寧國宮主》 　 廖儒安 　 康華、洪海 高山劇場 　

12/6/2008 《胡笳十八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
辦；漢風粵劇研究院

製作
蔡衍棻 　

梁漢威、龍貫天、尹飛燕、 
陳鴻進、廖國森、任冰兒、 

梁煒康、康華

葵青劇院 
演藝廳

　

20/6/2008 《真鳳虛凰》 龍的藝術社 李明鏗 　
李龍、南鳳、阮兆輝、廖國森、

陳嘉鳴、黎耀威、宋洪波、 
林子青、杜詠心

新光戲院 　

28/6/2008 《西園記》 月白戲臺 陳澤蕾 吳炳
陳澤蕾、白玉鳳、羅展眉、王希
穎、梁萬成、馮彩雲、呂少娥

新光戲院二院 　

28/6/2008 《刺秦》 天虹粵劇研究院 李劍虹 　
天主教博智小學、聖公會鄧肇堅

中學、聖公會奉基小學、 
天虹粵劇研究院學員

高山劇場
少年兒童

粵劇

12/7/2008 《馬陵道》 香港青年粵劇團 區文鳳 高軍翔、高軍濤、鄭詠梅
京劇有同名
劇目、小劇

場作品

新編/改編粵劇劇目 (2007年8月至2008年8月)

歡迎各界提供新編劇目資訊，請聯絡戲曲資料中心職員

 粵劇(全本或折子戲) 粵曲演唱 神功戲 戲曲舞台劇

小計 742 576 256 10*

總計（約數） 1584 場次

平均每日演出場數 4 場次

* 指加入戲曲元素的舞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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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曲 資 料 中 心 獲 捐 藏 品 / 款 項
捐贈者 捐贈日期 獲捐藏品

梁曉輝先生 19/5/2008 《碧海狂僧》及《鳳閣恩仇未了情》提綱各一張

王侯偉先生 21/5/2008 《崑曲六百年》及《于丹‧游園驚夢》各乙隻

顏女士 24/6/2008 《粵劇曲藝月刊》共四本

盧譚飛燕女士 30/6/2008 《元雜劇的插科打諢藝術》乙本

謝漢堅先生 1/7/2008 《西風獨自涼、放楊枝》鐳射唱片兩隻

吳岳清先生 7/7/2008 《烽火梨園》、《錦繡梨園》各乙本

捐款者 捐款日期 金額($) 資助項目

梁偉賢先生 23/6/2008 港幣四千元正 粵劇研究計劃出版項目

戲曲資料中心活動花絮

英語粵劇導賞
王仁曼芭蕾舞學校年青學員於7月31日到訪戲曲資料中

心，參與粵劇導賞活動。除中心職員作導賞介紹外，亦邀

得年青粵劇演員王潔清及關凱珊現場示範「起霸」、「馬

蕩子」等戲曲程式。此外，參加者親身學習戲曲身段及做

手。導賞以英語進行，現場反應熱烈（如下圖）。

粵劇從業員口述歷史計劃
為了有系統地整理及保存漸趨散佚的粵劇從業員口述文獻資料，

香港八和會館進行資深粵劇從業員口述歷史計劃。首次專訪對象

為資深粵劇提場梁曉輝先生，訪談由羅家英先生主持，張文珊小

姐筆錄。梁氏暢談六十多年來參與戲行工作的佚事、分享擔當提

場的苦與樂。訪問全文已刊載於《八和匯報》（六月號），有興

趣的讀者可親臨戲曲資料中心參閱。

《碧海狂僧》（上）及 
《鳳閣恩仇未了情》（右） 

演出提綱



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

查詢
地　　址：香港中文大學許讓成樓G06室

電　　話：（852）2603 5098
傳　　真：（852）2603 5273
電　　郵：corp@cuhk.edu.hk
中心網址：http://corp.mus.cuhk.edu.hk

通訊出版小組
編輯：盧譚飛燕 執行編輯：張文珊

編輯助理：陳苡霖、王侯偉

戲曲資料中心職員（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
署理主任：蔡燦煌（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副 主 任：盧譚飛燕（香港中文大學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

　　　　　戴淑茵（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顧　　問：王建元（香港樹仁大學英文系）

　　　　　張學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主任）

　　　　　陳國賁（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

 余少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黃綺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行政統籌：張文珊

研究助理：陳苡霖、王侯偉

＊封面頁首說明：（左起）王潔清、袁善婷、曾浩姿、關凱珊、藍天佑及鄭雅琪為香港新一代年青粵劇演員。

特稿中的觀點及見解乃作者或被訪者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立場。

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印刷數量：3,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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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六月 七月

開放日數 22天 22天 24天

平均每日使用人次 3人次 1人次 2人次

總使用時間 10261分鐘 14601.5分鐘 12443.5分鐘

總開放時間 11760分鐘 11760分鐘 12840分鐘

使用率 87% 12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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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女花（青年版）演出劇本集》

出版日期：2008年3月

價格：港幣60元

發行商：中文大學出版社 

　　　（電話：2946-5385）

銷售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及

　　　　　各大書局

簡介

為配合「粵劇國際研討會：情尋足跡二百

年」，及紀念《帝女花》劇本誕生五十周

年，香港中文大學於2007年9月籌演《帝女花》（青年版），節

奏明快的劇本及年青演員的落力演出贏得不少觀眾好評。是次出

版《帝女花（青年版）演出劇本集》，以圖文並茂的形式為演出

作一個「全紀錄」。

《粵劇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下）》

出版日期：2008年3月

價格：港幣100元/套

發行商：中文大學出版社 

　　　（電話：2946-5385）

銷售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及

　　　　　各大書局

簡介

本書一套兩冊，是2007年「粵劇國際研討

會：情尋足跡二百年」會議發表的論文結

集，收錄了三十九篇論文，集合香港、內地、澳門及海外的國際

學者對粵劇歷史作出交流及探討的研究成果，課題包括「早期粵

劇發展」、「粵劇唱腔研究」、「粵劇音樂研究」、「粵劇電影

研究」、「當代粵劇發展(海外、香港、內地及澳門)」、「名演

員研究」、「粵劇傳承方式」、「名編劇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