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香港中文大學一直以宏揚中國文化為己任，戲曲藝術方面，歷

年來在中國戲曲教研、行政和表演方面，均培養了不少人材。

戲曲資料中心自成立至今，致力提供戲曲資料整存及查詢服

務，今年9月至11月間先後籌辦了「一代歌王李向榮與其豉味

腔粵曲」講座、粵曲音樂劇《夢蝶劈棺》及「戲曲文學與美

學」示範講座暨折子戲滙演，讓公眾人士可透過多元化

的戲曲活動加深對中國戲曲的興趣和認知。是期

特別收錄《夢蝶劈棺》及「李向榮及其

唱腔」特稿，以饗讀者。

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出版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廿一期　　夢蝶劈棺

創作分享
　　重演《夢蝶劈棺》，劇本的劇情和唱詞，我都作了大幅度修

改，不但為小寡婦迫於生活而急於再嫁加重了描寫，也試著把莊

周夢蝶的哲理探討與田氏夢蝶的愛情嚮往的兩個場景關連起來，

以突顯兩個夢之間的矛盾，希望把莊子為了證明事無常態，情無

永恆而再三試妻的心路，更明白地展示給觀眾。莊子認為人很容

易受累，受偏見之累、受表相之累、受利欲之累。諸如生死之

懼、善惡之分、美醜之別、是非之辯、自我之意、語言之巧、好

惡之情都很累。其〈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人

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七篇，都是反覆

討論如何避開或超越人間之累，以達到「全德」境界的議論。他

為了驗證妻子即使信誓旦旦，卻終難逃情關，所以他化身富有而

英俊的王孫來情挑田氏。

　　當莊子眼看妻子冷對王孫的到訪，更用自己生前不求聞達、

不慕虛名、不圖實利，一心潛隱的遺志來應對王孫時，他內心的

確起了敬重之意。後來看到妻子能在自己死後一月，面對多方說

親，仍甘於守貧，堅貞不改，其情之真、愛之深實令莊子對事無

真假的想法有了動搖。為了進一步驗證妻子的情到底能維持多

久，到底世上有沒有不變之情，他向田氏作最後的試探。

　　 《贈花試情》這場戲，就是從「試真」到「試永」的關鍵，

在這裏莊子早已看清田氏和小寡婦的不同，得到導演胡芝風老師

的同意，我沒有讓莊周用金銀財帛，或是其他照顧田氏的行為來

取悅田氏，而用一朵象徵真摯愛情的蝴蝶花，引起了田氏幸遇知

音的聯想。為怕失之交臂，田氏戰戰兢兢接受了王孫的愛。到了

這裏莊子雖得到辨證上的勝利，但想到妻子一如世人般受表相所

蒙混時，卻也十分黯然，這個黯然是感到妻子終不能像自己一樣

擺脫悟透世情，是恨無知音的黯然，而非單為妻子不忠而不快。

不過莊子很快恢復了理智，他轉而再試田氏對王孫的情，於是出

現了用人腦治病，進而要用死去一個月的人腦治病，迫使田氏墮

進愛的絕谷。

　　我試著把田氏追求真愛作為《夢蝶劈棺》的主題思想，希望

為田氏劈棺給後人的觀感帶來新的理解。一句「先生試妻理不

當」是田氏唯一微弱的反抗，田氏最後化蝶的處理，是象徵她被

誘而誤入情網陷阱，最後不堪羞辱而死，化成蝴蝶奔向自由。莊

子的蝴蝶夢（我夢蝴蝶還是蝴蝶夢我），應是他達到本然自由、

開放人生及「逍遙遊」的意態反映。可是莊子當義助小寡婦搧墳

再嫁的同時，卻為何對於妻子在自己死後動情而深感悻悻呢？對

於自己試妻辱妻，莊周表面上是為辨明真理，卻更反映了他始終

未能參透大道。所以最後導演胡芝風老師要求莊周拿著扇子坐在

地上沉思，就是讓莊子又回到那個人生大道的探討中去。

（轉載自《夢蝶劈棺》演出場刊，2008年11月5日）

1

　　《夢蝶劈棺》是中國戲曲的傳統戲碼，取材自「莊子試妻」

的故事，同劇見於河北梆子戲、崑劇（名為《蝴蝶夢》）及粵劇

（又名《莊周蝴蝶夢》）等。文華改編的粵曲音樂劇《夢蝶劈

棺》於2003年由「天馬音樂藝術團」首演，其中「劈棺」一折更

於「全國國花杯中青年戲曲表演大賽」榮獲金獎，演出水準得到

表揚。

　　此間《夢蝶劈棺》於香港中文大學校園首度公演，由文華

分飾莊周及王孫、靈音飾演田氏、陳宛君飾小寡婦、李偉圖飾

媒婆。下文轉載文華親撰的創作筆記，讓讀者可分享她的創作心

路。

文華

作者簡介：
文華（李曄），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經梁沛錦博士

引薦開始學習粵劇，並從事粵劇編寫工作。後蒙中國一級編

劇陳牧及蔡衍棻悉心指導編劇要領，另外獲曲藝老師鍾麗蓉

及吳聿光啟導粵曲唱腔技巧、及戲曲表演藝術家胡芝風教授

戲曲舞台導演手法，現隨名伶林錦堂鑽研粵曲唱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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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石庵，作曲家、樂師，自幼跟隨黃柏仁先生學二胡及音樂

理論。1960年加入桂林歌舞團擔任樂師，並參與歌劇、舞

劇及地方戲曲的創作工作。1964年及1965年所創作之桂劇

《在生活的激流裏》、《好代表》唱腔選段已由中國唱片廠

錄製78轉唱片；1974年應香港新聯電影公司之邀，為電影 

《桂林山水》撰曲，同年師從上海音樂學院夏飛雲教授，學

習指揮。移居香港後，加入香港中樂團為全職樂師，曾為香

港中樂團編曲並公演的曲目共四十餘首。其中《楊枝露滴

牡丹開》(1994)；《倦尋芳》、《遁世仙鄉》(2004)；《連

城璧》(2005)；《求神》、《幽媾》(2006)；《花田錯會》

(2007)；《玉梨魂》、《驚變》(2008)分別是香港中樂團與

粵劇名伶羅家英、汪明荃、蓋鳴暉、陳寶珠、文千歲及梁少

芯等合作之大型民族管絃樂伴奏粵曲演唱的製作。李氏亦

為BMG唱片公司出版之二胡演奏家許可、蕭伯墉的獨奏唱片 

《天鵝》、《獨弦操》、《病中吟》編寫伴奏。其部分作品

亦曾由台北市立實驗國樂團、新加坡華樂團、澳門中樂團演

出。

　　電子合成器滲入戲曲音樂約起於80年代末，到90年代大盛，

究其原因，主要是工資大幅提升，劇團的樂隊人員不斷減少，但

又不想降低演出音樂的份量和質素，於是請來編曲者以電子合成

器預製Midi，演出結合現場鑼鼓及少量主要器樂，看指揮手影播

放演出。部份出國演出團體，為節省開支，更連鑼鼓也預錄好，

這樣演出時便不用帶樂隊了。節省資源當然不可能在藝術上達到

很好的效果，但這種做法提醒了我在資源極度短缺的情況下可以

發揮的幫助。當時我為酷愛粵劇的女兒和她的同輩做了一首又

一首，一劇又一劇的Midi音樂，讓她們在音樂的伴奏下排戲和練

唱，穩固音準和拍子感，作為學生演出達到起碼的整齊效果，但

透過這種類似卡拉OK式的戲曲音樂製作，亦促使我開始嘗試為粵

劇全劇編造主題音樂、人物音樂，以及大膽為全劇作交響配器。 

　　編製粵劇全劇音樂的工程真的非常浩大，每段音樂之間的接

駁位要與現場鑼鼓完美配合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必須由熟悉鑼鼓

的人來操控音樂播放。而以電子琴配器的好處是一部琴能幻化數

十種不同的樂器，可配合不同的情緒以不同的樂器來襯托拍和，

加上擴音設備會讓人有大樂隊的感覺，這對經費有限的小劇團以

及出埠演出很難招集大型樂隊的劇團的確有很大幫助，但缺點是

必須在音量的調配上達到很好的平衡，否則就會產生適得其反的

效果，因此每次演出一個好的現場音效控制員是不可或缺的。

　　因為這類戲以唱段及音樂為主導，口白為副，也欠缺傳統粵

劇中的鑼鼓白和口古形式，更加入了大幅度的燈光變化來突顯人

物內心轉變，和編劇商量後，把這個發展方向定為粵曲音樂劇，

本團以這個模式新創的演出有《倩女幽魂》、《紅樓夢》等，而

本團在2002年製作的《夢蝶劈棺》便是比較成功的作品，後來再

經數度修訂，能再次公演，希望得到更多的迴響。 

　　作為音樂製作人，心中最理想的音樂伴奏當然是資源充足到

可以請大樂隊，所以每次為中樂團編寫80人大型粵曲伴奏雖然

煞是勞累，但坐在台下欣賞演出，可真是一種美的享受，有時不

禁想起像廣東省創作粵劇《花月影》、《山鄉風雲》般的音樂製

作，甚麼時候會出現在本港的粵劇舞台呢？ 

　　我認為所有藝術都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人們的喜好而不斷

更變的，粵曲／粵劇的音樂也會在社會發展的推動下不斷向前邁

步。我自14歲入行從事戲曲音樂至今近50年，參與過下鄉演出的

三數件伴奏樂器以及樂團的幾十人大樂隊，從用鋼筆抄譜的年頭

走進了電腦寫譜的時代，這些變化都是我始料不及的，往後還會

有什麼變化，我更加參透不了。然而從事藝術工作的人，必須接

受每個時代的變化，感受變化帶來衝擊，然後又幻化出新的藝術

方向。本港的粵曲和粵劇因為作者有著特別大的創作自由，所以

作品往往別樹風格，與廣東其他地區的創作自有分別，在音樂的

發展上應該也同樣得到更大及更自由的發展空間，為本地粵曲／

粵劇音樂平添特色。

李石庵（《夢蝶劈棺》音樂總監）有關粵曲音樂劇



田氏的忠心和背叛

　　以夫妻為主題的中國戲曲故事很多，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劇作

家對兩性關係和夫妻人倫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傳統戲曲故事多

以「夫婿高中，捨棄糟糠」為主題，如《陳世美不認妻》和《琵

琶記》等，處於弱勢的妻子往往博得觀眾最大的同情，並於故事

中獲得平反;也有些顛覆夫妻權力位置的戲碼如《武松殺嫂》、

《朱買臣休妻》等，這些故事中妻子因丈夫外貌、財富和社會

地位等原因嫌棄丈夫，並作出偷情、棄夫等不符常禮的行為，她

們的人物形象負面，而且下場慘淡。誠然，不管文本對「妻子」

的論述是忠是奸，往往表達了女性的抗爭形象，尤其置於現代重

新審視和閱讀時，往往有不同的闡釋和解構。有好些版本均由人

性普遍現象的角度描寫莊子2，在《夢蝶劈棺》中，他的形象棄

俗近聖，無情無慾，是個亦聖亦儒的哲學家。他忙於追求和辯證

真理，棄妻子三年遊學求道，對田氏可沒有真正的關愛。田氏最

後發覺被丈夫欺騙，最後於「劈棺」一折加以控訴，發出「先生

試妻理不當」的申訴。在天馬的處理中，以「懸斧劈棺」和「化

蝶」代替潑婦式的謾罵和傳統上持斧自殺的場面，與劇首的「夢

蝶」一折相互呼應，是為妙筆。田氏藉化蝶脫離試探、奔向自

由，莊周卻因夢蝶終日沉思，仍如陷困獸之鬥，形成弔詭的意

象。

　　此劇有三位女角：田氏、小寡婦和王婆。她們互為對照、迸

發衝突。王婆是中國傳統禮教的投影，她的出現為田氏作了側面

襯托，反映她不事二夫的決心和意志。小寡婦和田氏的對比色彩

濃烈，前者於夫死後三天改嫁，乃出於生活迫人，遵從了舊社會

女子宜家安室的命運。反之田氏對愛情和幸福的追求顯得自主和

自決，不囿於物質生活的束縛和社會的禮教：她先為了莊周放棄

再嫁的機會，安貧樂道，後來為了愛王孫，勇於捨棄自己的生命

及承受不義的罪名劈棺。一腦換一命，是為田氏的不忠。惟莊子

若指控田氏不忠不貞，未免過於武斷。她對「人」有異心，但對

愛情的執著和追求，卻從一而終，這牽涉到精神之愛和肉身之愛

的二元分野。她對莊周／王孫這個人動了情麼？還是被他的「蝴

蝶花」（純真愛情的象徵）觸動？諸多公子求婚，具才情和富貴

的人總不乏，眾裏尋他，偏偏選一個懂咏莊周之詞，情深贈花的

王孫，莫不是她對莊周和真愛的感通麼？再者，雖云取丈夫之腦

是為不忠，卻是義舉。現代社會均鼓勵家屬捐贈親人器官以救病

人，以死人救活人，方可令死者遺愛人間。

　　此劇每每在細微處刻劃人物，每一個戲劇動機和行為也顯得

處處進逼。對於筆者而言，此劇最動情之語，是「贈花試情」中

王孫的叫白：「田姐」二字。王孫初見田氏，稱之「師母」，復

見之，稱為「田姐」，向她訴衷情一幕，喚她「田妹」。在舞臺

上，演員間即使形體十分親近，也未必可令觀眾產生認同感，反

而稱謂的變化卻不知不覺地令人對王孫產生親切感，故日後田氏

動情，也變得合理化。

　　田氏劈棺取腦，幾度猶豫。一方面因王孫對她動情，才致其

病發，田氏總有愧意。再者田氏本性溫柔善良，見他受苦，難掩

其惻隱憐愛之心。最重要是她難遇有情郎，反正莊周已死，二害

取其輕，在情在理，也需救他一命。她本先以自己性命救王孫，

但王孫要求要「死去一個月的人腦」，迫使田氏沒有選擇，見王

孫幾番折騰，不忍其斃命，最後才衝破心理枷鎖，敢於劈棺。層

層的進逼構成此折的戲劇矛盾，也使她的行為合理化，不致淪為

只為情郎而成為喪心病狂的婦人。 

蝶夢塵寰花戀蝶　意象的建構

　　此劇在「莊子試妻」的古典哲理框架上再度創作，滲入了「

夢」和「蝴蝶」為戲劇表徵和浪漫意念。簡約的佈景著重舞臺燈

光的設置，也讓演員完全支配舞臺，一方面達到上佳的視覺效

果，回歸到中國戲曲寫意和以唱做為主的傳統，實際上也考驗編

導的藝術視野和能力。

　　「試妻」是全劇主線，「夢蝶」是貫穿此劇的意象，除了象

徵田氏愛情的意識投射外，也是莊周反思人生真假的心理投影。

以「夢」、「蝶」和「花」作詩意視野（poetic vision）令全劇

主題統一，環環相扣又首尾呼應，提升了人物的精神內蘊，同時

帶給觀眾難以言傳的美感經驗。全劇以夢蝶始，化蝶終，現代劇

場的燈光協助演員對角色的表述和深化情感的呈現。主色調是憂

憂的藍紅色，在綿綿垂下的白紗後蝶兒起舞，滲透淡淡的情思，

令人懷疑哪是夢境哪是現實，抑或現實根本便是夢。「劈棺」

中，象徵物斧頭懸於棺材上，不需演員寫實地持斧劈棺取腦，主

要的戲劇效果由田氏的水袖和身段呈現，已足夠表達她矛盾痛心

的情感。

　　明清以來，很多地方戲曲也以不同的詮釋角度改編「莊周

試妻」的故事。以男性編劇為主導的傳統版本中，莊子求道成

儒，田氏失貞敗德，以為莊周身故，還主動向王孫求婚，這樣的

行為極為不忠。雖然不同的人物塑造與編劇者的性別沒有必然關

係，但莫不反映作者的潛意識。像田氏這樣的「壞女人」可能正

是編者心底下渴求的對象，或者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曾遇上這些女

子，表面上鞭撻，實際上同情，故將之記以曲文，留待觀眾解

讀。在文華的筆下，田氏得到全面的平反，呼應了現代人的觀點

和心理，即使結局也同樣是劈棺，卻沒有令她的人格降低，劈棺

取腦的動機和行為變得十分合理化，同時令人對「莊周試妻」的

傳統論述作出了反思：這個雖是古代的故事，其哲學和道德思辯

的空間卻具跨時代的普世性（universality）。在現代的社會中，

有些夫妻之間常彼此懷疑，也用各項的方法（如查看手機短訊）

查探或測試對方的忠誠。不論文本呈現的是作繭自縛的莊周、抑

或是不忠夫君的田氏，不同觀者自有不同解讀，實際也是人對自

身的自嘲：懷疑、多情、痴戀、貪心和軟弱是人性的共通點，站

在女性的角度，試妻的丈夫總需痛斥一番。易地而處，從莊周的

角度看，真正的忠誠容不下任何酌情的考量。好些已婚的女性朋

友看過此劇也有戚戚然的感覺，認為丈夫像莊周一樣不解溫柔，

對他又愛又恨。對於王孫感到心猿意馬，未曾相愛已茫然。蝶夢

塵寰，思考不能思考的，留戀不可留戀的，是玩弄人性的終極矛

盾，也是夢蝶帶給我們的反思和啟示。   

參考書目
計鎮華

2005「崑劇寫意傳統的回歸」，《崑劇蝴蝶夢》，雷競璇編，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	 傳統戲曲劇目，故事與京劇《大劈棺》、秦腔及崑劇《蝴蝶夢》、川劇《南華堂》
、《田姐與莊周》相同。

2	 計鎮華，2005：57。

回歸文本 《夢蝶劈棺》 
的寫情、寫意、寫真

　　《夢蝶劈棺》1按河北梆子戲原名改編，取材自莊子試妻、

田氏劈棺取腦的故事，劇情荒誕。天馬菁莪粵劇團於11月5日晚

假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演出的《夢蝶劈棺》由文華按陳牧先生

的劇本再行修潤，並邀得著名戲曲藝術家胡芝風教授擔任此劇導

演，吸引了不少學界人士觀看及討論。
張文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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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蝶劈棺》觀後感

欄外人（中大崇基校友）

已很久沒有到過邵逸夫堂了，作為一位已經畢業多年的校友，有

幸能夠回來中大欣賞這樣精采的演出，實在是賞心樂事。文華、

馮靈音和眾角色吸收了京劇的身段，優雅的動作加上漂亮的燈

光，美不勝收。劇本對人物描寫頗有獨到之處，莊周妻子田氏不

再是涼薄之婦，而是值得同情可憐的人，就這一點人情味，把角

色變得更為豐滿。 

這次演出叫作「粵曲音樂劇」，其音樂設計也有獨特之處，李石

庵先生以電子合成器代替樂隊。據李先生在場刊文章所言，這樣

有兩個好處，一來聘請樂師需要不少經費，使用預先錄好的音樂

可以節省成本，讓劇團能夠在小本經營下維持演出。二來電子音

樂能夠模仿大型樂隊，這反而是平常小型合奏比不上的。但電子

樂器最初的設計都是用來玩流行曲的，模仿中樂，始終只能有五

六分相似，未能夠像真人演奏那樣有感情。如何令樂器聲音更真

實，仍然有待改善。

第二晚的折子戲純粹運用電子樂器，容易讓人感覺到是「假」樂

器，有朋友覺得不太接受。相比之下第一晚的背景音樂效果則較

佳，第一晚《夢蝶劈棺》由李石庵先生親自任頭架，現場鑼鼓，

再襯托以電子合成的背景音樂。有真樂器作主導，只要二胡的演

奏充滿感情。背景的假樂器也就可以「以假亂真」了，乍聽之下

還以為真的有樂隊哩。筆者不禁聯想到一些顧嘉輝年代的流行

曲，其實「真假混合」的效果也可以很不錯。電子音樂的缺點是

它無法遷就演員的表演，既然一切是預先錄好，就沒有即興變化

的可能。但加上頭架之後，頭架就可以補充這個功能，在滾花等

等速度變化較多的段落，伴奏可以由二胡勝任，其餘比較固定的

唱段，則以電子合成的樂隊聲音襯托，似乎這種真假混合的做法

較為靈活，是一個可行的做法。而這個劇稱之為「粵曲音樂劇」

，還有一點參考了西方的概念，用一些旋律主題去貫穿全劇，去

暗示某些人物或者情感，像這劇裏面，田氏唱出小曲《江河水》

，到劇終之時，《江河水》又隱隱在樂隊裏演奏著，淒美的旋律

始終伴隨著角色，頗有首尾呼應的效果。

觀眾甲（中大英文系）

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全本的粵劇，這個本子給我們帶來一些思考：

把「莊周夢蝶」和「劈棺試妻」同時編在同一個本子內，是個

了不起的做法。「莊周夢蝶」是一個引子，田氏跟莊周的夢蝶

不同，同時彼此有碰撞、結合、分離。我看這戲時，自然想起

Hamlet 的名句 “to be, or not to be”，與莊周他問：「是真？還

是假？」、「我是莊周﹖我還是蝴蝶？」異曲同工。中國的戲劇

所創作人物通常也善惡分明，但莊周與西方戲劇的人物一樣，不

能用簡單的價值觀去判斷。胡教授是唸科學的，文華在中大中文

系畢業的，我感覺到這是一個好的現象，戲劇或文藝不一定單靠

某一小撮人去做，我們稱業餘演員作 “amateur” ，在中國二、三

十年代它還有一個翻譯是「愛美」，便是業餘也對「美」有一種

簡單的追求。業餘的人有一種freshness，可以跳過圈子以外，引

發舞臺上新的構思。

華瑋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所有粵劇的節目，只有在唱的時候有字幕，說白的時候便沒有。

這對於不懂廣東話的觀眾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困難。比方說，

我便不暸解小寡婦給莊周上香，後對田氏說的一番話究竟是甚麼

意思。所以，我一直有一個呼籲，希望粵劇演出以後也可以把道

白的字幕打上，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劇情。我覺得今天的演出非常

的精彩，我特別喜歡胡導演和編劇對這個故事有一個新的詮釋，

非常符合現代人對男女情愛的了解，比原來各個劇種的改編都深

刻。

楊明（香港中華藝萃）

日前應邀往中文大學邵逸夫堂觀《夢蝶劈棺》，乃是香江藝壇青

年劇人文華為天馬菁莪粵劇團改寫新排並主演的戲曲演出，觀其

製作態度認真、見其藝術追求獨自，由衷感慨：後生可待。特撰

觀感分享文華與她領軍的粵劇藝術群體。

有關服飾道具之講究：

1. 莊子頭飾

見文華扮演莊子頭上所戴冠帽太高，這是列國大夫階級所戴，若

演楚國大夫屈原才可用它；莊子只束髮平冠，身後更不可散髮披

肩，所謂：和尚剃度、道士束髮。

2. 戲服色彩

見文華扮演莊子身着戲服尚合列國時代人物格式，但見內墊深色

大袍不可帶花卉圖案，應用單色淨面方合道教中人物，清心寡

欲、心如止水之精神品相。

3. 蝴蝶簪花

見靈音扮演田氏運用楚王孫所贈一枚蝴蝶簪花，表露戲中人物情

愫，此乃改編者神來之筆。若將這枚蝴蝶簪花頭飾改為大紅閃光

的色彩，與田氏全身白孝形成強烈反差，則更能渲染戲藝人物之

真實內心世界。

今日喜見修業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年青戲劇人文華敢於挑戰

自我突破傳統巢臼，改寫並新排「夢蝶劈棺」，認同該劇導演

胡芝風對「莊子試妻」故事全新演繹：「我不想把田氏這個角色

推向淫婦地位、也不想讓觀眾看到舞臺上田氏手持板斧兇殘劈棺

的藝術形象，改用長水袖舞蹈來表演這段戲。」由戲藝文化理念

而論，不失當代藝壇有志者之勇敢探索。但是，當吾輩到了排演

戲場之上，涉及到藝術製作及表演程式的每一項唱念做舞技術舉

措就應小心地謹言慎行，應將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生前倡導的藝

術創作原則「移步不換形」作為藝術行動準則及藝術取捨依歸。

不要忘記，梅先生生前多次論及對待傳統藝術「推陳出新」的正

確態度：「新戲要一步一步走，不能把步子邁得太大了。」（大

意）願以前輩大師遺訓與改編者文華及導演胡芝風共勉，不必過

多介意或計較一朝一夕得失成敗，期待天馬菁莪粵劇團《夢蝶劈

棺》百尺竿頭，精益求精。

（節錄自楊明「評粵劇夢蝶劈棺」一文，原文請瀏覽戲曲資料中

心網頁）

《夢蝶劈棺》演後座談會於11月5日晚於邵逸夫堂舉行，導演胡

芝風教授和編劇文華與來自不同學科的師生及公眾討論和交流，

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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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芝風教授及文華（第一排左四及六）與觀眾於演後座談會後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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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說「豉味」之美
　　　李向榮及其「豉味腔」沈秉和

　　「豉味腔」為李向榮所創造，以崇尚韻味為標誌。

　　在進入「豉味腔」的討論之前，似應介紹一下戲曲的聲

腔構成。聲，或延或不延，以同一音高唱出的字音都叫直

音；延長而有變易，就是腔音了。若視直音為陽，則腔音為

陰。行話「先字後腔」，即這種陰陽之配。大量使用腔音是

中國戲曲最特殊的地方。一般說，腔音的數量越多，情感越

幽深。唱者因著情味呼喚或文字內涵理解之不同而對腔音強

弱長短作出種種調配，遂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例如芳艷芬

擅反線二黃，那種柔中見剛的特有聲音線條確是大青衣的風

範，李向榮以低音鼻音說衷情，則是「男人味」的別調了，

它們都一一刻上了個人鮮明的印記。

　　情味在人，韻味在聲，本質上都是生命的一種張力形式

和節律狀態。韻是聲之波瀾，其相位和人生之波瀾類同。在

中國人來說，韻之生歸結為虛實之配、陰陽之合，直音和腔

音的優美配合是其中一種方式，因有「聲一無聽」之說。 

「豉味腔」的重大特色即是腔中有生命的曲折迴響，有心靈

美的幽沉精緻。

　　例如李向榮唱《敲碎別離心》一曲中的南音「臨風淚

濕」：「濕」，入聲，合口直音，唱者以加強韻腹聲量的方

法吐出，戛然而止，大有寒蟬「五更疏欲斷」（李商隱）的

質感，無人說斷腸的悲咽，而小提琴和三弦拍和者偏加以幽

怨的「尺上士上．尺工六工」的遊移虛（腔）音，呈圓形的

動勢，聽者遂得以在虛的腔音和陽剛的直音「濕」之間沉吟

往復，俄而無言淚流，「豉味」於是乎生成。又如「聲入江

樓」﹕「聲」陰平，「入」陽入，「江」陰平，「樓」陽

平，這樣說，四個字之中便有兩種陰陽變化，而李氏復以近

十拍的長腔隨「聲入江樓」之結，把有情人對無情景之幽深

逐層剝出，一音一淚，把「豉味」之腔音發揮得淋漓盡致。

本港名家羅秋鴻先生唱此腔亦有催人淚下之力，不輸前人，

其訣竅即是對「虛」音的不同拿揑。 

　　聲乃心之苗。我們試拿李向榮的兩個長腔作比較，一個

是《雲雨巫山枉斷腸》那個著名的「凱旋腔」：「真個神

仙眷屬，有誰個不羨鴛鴦呀」；一個是上述《敲碎別離心》

的南音長腔：「怕聽寒蟲嗚咽，聲入江樓」。上一腔陰平 

「鴦」音，配以向前、響亮的上顎「呀」音拉腔，都是陰性

的音，精美微妙，恰以襯托文情中的剎那喜悅；下一腔陽平 

「樓」音，配以向後、低沉的鼻腔音拉腔，恰如「亢龍有

悔」，真有男兒之淚倒咽喉頭無處訴的淒涼。粵曲行話有所

謂「問字攞腔」，但它並不是機械的套模，有心人自有妙造

之境。若你把上述兩個拉腔音（上顎音和鼻音）倒轉，效果

便截然不同。所謂「豉味」便有著這種精緻而不覺，聆之唱

之而入味的妙用。凡此皆與生命之韻律同相，一個腔可以撩

出沉在我們心湖腦海中的幾多舊事餘韻的奧妙亦在此，人去

四十年而尚能共鳴於今日的玄機亦在此。

「一代歌王李向榮與其豉味腔粵曲」講座及示範演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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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沈秉和，世居澳門，多年從商。他愛好粵曲，經常於《澳門

日報》發表粵曲評論文章，並參與香港中文大學籌辦之「粵

劇國際研討會」（2007），發表《豉味縈牽四十年﹕李向榮

生平及其「豉味腔」》一文。

　　「豉味腔」的另一特質是擅用低音。高腔吃香，戲曲中

常見，粵曲亦然。羅家英、李寶瑩合唱的名曲《大斷橋》中

有一句「笑擁月裏仙」，那個「仙」字似是跳高架上的桿，

反線高音「工」，許多平喉要低頭而過。我聽過姚志強唱到

此處之從容真有欲仙之妙！但粵曲中的低音之醇似還少人稱

道，我以為複雜、曲折的情緒，還是要低音才能盡其情致。

　　「豉味腔」的特徵是低音厚，但人所忽視的是他營做重

和厚是靠輕音和密腔實現的。輕音有漸遠漸淡的張力方向，

向幽微深遠處遊走，密腔呈顫動的高頻緊張狀態，猶如人心

之百籌莫展。李向榮每在上述微、密之路上埋下一個你意想

不到之低音直音，在對比中呈現出深沉轉折，行話所謂「低

腔重煞」是也。

　　《雲雨巫山枉斷腸》，在末段一曲快速密音的二流中，

李向榮在最後一個字「好夢不常」的「常」字做了一個極

低的「仜」音即是好例。阮兆輝唱《離鸞秋怨》末段的合

尺花，「你知否我為你一曲就斷腸」的「腸」字，前面九

個字的音極微密，而「仜」音「腸」字則如黃鍾之奏，同臻

此妙。它令你如在心思杳邈中突轉至一個幽深難測的細石門

巷-----桃花依舊，似曾相識，但又欲辨無從，逡巡難入，必

待無人細味時始能解之。一音之出，令你的感官、神經、欲

望、思維、體態都被調動起來，呈現一種感發的狀態。阮兆

輝最近在電視臺談自己唱李向榮歌曲的體會時就說，唱的時

候已經忘卻了聲和腔，只是一份感覺，那種和他的感情一起

共鳴的感覺。

　　李向榮的「豉味腔」以其獨特的揣摩、以某一聲及時而

至的歎息、以某一聲重而低沉的字音聲情，令聽者喚回種種

長久的心靈迴響，在行話就是「撩耳」（繚耳？），這就極

雅了。

　　粵曲中所有腔調都是字音引伸出來的表情。表情重真，

真來於自然。粵曲講「露字」，是為要讓聽者感受到、聽懂

自然的語音，因此而忌倒字，因為那不自然、造作、破壞了

傳情的自然基礎。字正了，更重露表情，唱一個「花」字，

究竟是隆重之喜（「花開時節動京城」）抑或有悲極之驚 

（「感時花濺淚」）？那一刻唱者的功夫便是粵曲中的神妙

之境。李向榮唱《敲碎別離心》乙反中板那句「人比黃花、

比黃花更重瘦」，兩個「花」字中有微妙、微細的分別，細

味自覺那悵然若失、似真還幻、逼取便逝的今昔之感，賞者

必如手持絕美之薄胎瓷，迴影覓光，輕敲聽磬，不容有失。

　　聲音有地域性。例如胸腔共鳴，中國人少，但美國男人

就很強。「豉味腔」的「豉味」是「土炮」、「玉冰燒」，

它所用之材料是陳年之缸、製過之肉，都是地道珠三角的特

產；「豉味腔」的聲音同樣重用的是最具廣東人質地的自然

的嗓音（近降B調）。粵語陽調系字調值低，陽平帶鼻音的

字亦極多，例如人、顏、潺、難、閒、蠶，還等，有開口也

有閉口，這就是「粵曲姓粵」的獨特處，不懂白話的人無法

瞭解和欣賞。李向榮就地取材，偏多在陽平字做腔，這就使

唱曲如唱珠三角人自己的自然生命狀態，刻骨銘心，它對廣

東情味的表達起著重要的作用。

　　例如，阮兆輝唱《離鸞秋怨》那段龍舟，「琵琶彈出嗰

種離鸞韻，空抱恨，心事凴誰問」，幾句話千回百轉，尤其

那個「還」字，那聲情便如珠三角繁複交迭的水網，再聽那

個「事」字，略帶滑音，帶鈎形，隱約間（故我不強調那個

明顯鄉音的「出」字）便似有遼遠的順德鄉音在迴響，勾魂

攝骨，剎那便使人重返那桑基魚塘、進入那幅永不回來的風

景。一粒鄉音，有時夠你想一輩子，它恢復了我們的廣東聽

覺、保留了我們的珠三角身份。

　　可以說，豉味曲之雅不是「悅耳」，而是「撩耳」；不

是「快人」，是「動人」。其秘密是情在韻中，韻由情發。

這種韻味，單憑先天聲音優美達不到。清朝的戲曲家李漁

說，美人隊中，最難得的是一種自然散發的媚態，那是身

材、五官以外的境界。粵曲中的雅致有味者亦作如是觀。粵

曲行話「冇聲，但鬼咁好聽」，其源亦在此，因為聽眾的靈

魂已被「情味」攝走，聲音在剎那間似乎離開了聽覺。

　　「豉味」，是一種鹹味，不見得如甜味般人人樂受，但

正如血、汗也是鹹味一樣， 「豉味」也是完整人生所必有之

味、不得不嚐之味，嚐而後而知成熟、知輕重、知苦樂，那

便是有「教養」、有一顆柔軟靈敏的心。某名伶說：「鍾意

唱粵曲的人，壞極有限！」此真是會家之言。

　　面對急劇變化和改革的社會，把自己變得有教養、不簡

單和不粗俗，可以獲得現代生活中的地位和安全感。這也是

粵曲和當代社會結合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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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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清先生 3/8/2008 《新艷陽傳奇》乙本

李少琼女士 29/8/2008

《廣州市搶救粵劇傳統藝術套碟精選》乙套 

《粵藝擷英：原廣州粵劇團人物選》乙套 

《粵藝擷英：原廣州粵劇團名曲選》乙套

海震教授 3/10/2008 《戲曲音樂史》乙本

盧譚飛燕女士 3/10/2008 港幣9,108圓正（崑曲班資助）

中國文化中心 6/10/2008 《十年‧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十周年特刊1998-2008》乙本

中國戲曲學院 11/11/2008 「北京絹人」乙座

「一代歌王李向榮與其豉味腔粵曲」講座由戲曲品味主辦，音

樂系粵劇研究計劃協辦，並於2008年9月27日（星期六）下午

假香港中文大學利黃瑤璧樓LT4室舉行。講座由沈秉和先生主

講，並邀得阮兆輝、區均祥、潘佩璇、陳仲琰等曲藝名家即場

演唱《離鸞秋怨》等豉味粵曲。是項活動吸引約70人參與。

戲曲藏品數碼化計劃
戲曲資料中心（下稱「中心」）歷年來蒙社會人士支持，獲贈

大量戲曲藏品。為持續及長遠地保存部份年代久遠的珍貴館

藏，「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合作，進行「戲曲藏品數

碼化計劃」。此間近7,500項任劍輝、白雪仙及薛覺先特藏資

料，如劇本、曲本、照片、戲橋、海報及演出小冊子等已完成

數碼化及編碼工作。公眾人士可親臨「中心」利用電腦搜索及

閱覽有關藏品。

粵曲音樂劇《夢蝶劈棺》及「戲曲文學與美學」示範講座暨折

子戲滙演分別於2008年11月5日及6日（三及四）假香港中文大

學邵逸夫堂舉行，兩天吸引逾1,200名學生及公眾人士參與。活

動由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音樂系粵劇研究計劃及藝術行政

主任辦公室合辦，除了由戲曲學者胡芝風教授講授戲曲文學與

表演美學外，「天馬菁莪粵劇團」亦參與演出創作劇《夢蝶劈

棺》及折子戲《尋夢描真》及《英台哭墳‧化蝶》，現場反應

熱烈。

粵劇從業員口述歷史計劃
香港八和會館正替資深粵劇從業員進行口述歷史計劃，以有系

統地整存漸趨散佚的粵劇口述文獻資料。最近的專訪對象為資

深粵劇演員黃君林先生及陳醒棠先生，訪談由羅家英先生主

持，張文珊小姐筆錄。他們分享多年來的戲行經驗，包括學習

經歷、粵劇藝術及名伶佚事等戲行雜論。訪問全文將刊載於 

《八和匯報》，有興趣的讀者可親臨戲曲資料中心參閱。

中國戲曲學院探訪
中國戲曲學院訪問團於08年11月11日到訪香港中文大學，團員

包括李世英先生（院黨委副書記）、巴圖先生（副院長）、周

龍先生（副院長）及二十位培訓人員，並在香港中文大學音樂

系余少華教授及蔡燦煌教授介紹和陪同下參觀戲曲資料中心及

中國音樂資料館。

戲曲資料中心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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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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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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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 九月 十月

開放日數 22天 24天 22天

平均每日到訪人次 1人次 6人次 5人次

總使用時間 6,328分鐘 14,964分鐘 9,637分鐘

總開放時間 11,760分鐘 12,840分鐘 11,760分鐘

使用率 54% 117%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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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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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籍

推

介

《神功粵劇在香港》

出版日期：2008年8月

價格：港幣60元

著者：陳守仁

修訂：戴淑茵、鄭寧恩、張文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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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神功粵劇是本土傳統藝術表演活動之一，主要為神誕、廟宇開光、鬼節打醮、太平清醮及其

他傳統節日而演出。神功粵劇與香港的傳統宗教、宗族文化有着密切的關係，保存香港獨特的文

化、習俗及儀式。

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於2006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進行「神功粵劇普查計劃」，透過實

地調查，包括現場觀察、訪問、錄音及攝影等形式記錄廿一世紀的香港神功粵劇的演出概況。有

關調查結果輯錄於《神功粵劇在香港》（第二版），析述神功粵劇與宗教、習俗、儀式的關係及

有關神功粵劇的組織、例戲的演出及粵劇戲班組織等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