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零八零九年度港澳舉辦了兩個大型戲曲展覽，絢麗雅

緻的藏品滲透著中國戲曲文化積澱經年的歷史與菁華。

香港方面，由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的「戲台上下：香港戲院與

粵劇」展覽展出大量戲院珍貴戲曲文物，本期除邀得該館館長吳

雪君小姐撰文介紹，也有其他相關專文。

澳門方面，為慶祝回歸十周年，特別舉行「鈞樂天聽──故宮珍藏

戲曲文物特展」，故宮大量戲曲文物首次亮相，難得一見，此期亦

作專題介紹。

姑勿論是平民戲院，抑或是清宮戲臺的演出，昔日鑼鼓喧天的戲

曲舞臺，今日以靜謐的姿態再次呈現。潤物細無聲，讓我們透

過兩地的戲曲文物展覽，從不同角度體驗中國戲曲藝術的永

恆和魅力。

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出版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五日　　第廿二期　　戲曲文物展覽

　　香港文化博物館現正舉辦「戲台上下：香港戲院與粵

劇」展覽，展期至今年5月18日，藉此機會與讀者分享展

覽內容及一些珍貴和有趣的展品。

　　粵劇文物是香港文化博物館其中一項重要庋藏，文物

主要來自粵劇伶人、伶人家屬、粵劇工作者、研究粵劇的

學者和市民的熱心捐贈，至今收藏的粵劇文物約有20,000

項。2004年，前太平戲院院主源碧福女士與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聯繫，表達將太平戲院文物捐贈給政府的意願。本館

隨即聯同香港電影資料館和香港歷史博物館同事前往源女

士的辦公室及倉庫，檢視這批文物。太平戲院早在1904年

開始經營，至今接近百年的文物仍然保存完好，令我們大

為驚嘆。文物涉及範圍廣泛，數量龐大，是研究本地戲院

史的寶庫。經清點後，源女士最終於2006年，將6,000多

項文物分別捐贈給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和香

港電影資料館。其中香港文化博物館收藏約1,000多項與粵

劇相關的文物。

　　作為一間專門上演粵劇的娛樂場所，太平戲院是香港

早期戲院的代表，這批文物對了解早期粵劇發展，極具參

考價值。這批文物不但豐富了香港文化博物館粵劇戲院的

館藏，更促使本館構思以粵劇戲院發展為題的展覽，經過

一年多的籌備，展覽最終於2008年10月19日開放給市民參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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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雪君（香港文化博物館；博物館一級助理館長（表演藝術））

蘇州妹於利舞臺義唱紀念錦旗 (1938年)
馬超奇先生及其家人捐贈香港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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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師曾與太平戲院院主源詹勳合照 (1930年代 )
源碧福女士捐贈香港文化博物館

太平戲院 (1950年)
源碧福女士捐贈香港文化博物館

市民聚精會神地欣賞展品
(相片由香港文化博物館提供)

　　是次展覽以香港開埠初期開始，探討香港粵劇表

演場地過去一百多年的演變。珍貴文物包括1857年的	

《倫敦畫報》，畫報清楚描繪一群香港民眾聚集在戲棚

下觀看戲曲演出的情況，表演除吸引本地民眾外，亦吸

引西方人士欣賞。在展覽籌備過程中，我們亦搜集了多

幅19世紀中上環的舊照片，展示多間早期專門上演粵劇

的戲院，包括昇平戲院、高陞戲院和同慶戲院，均是難

得一見。當然，太平、利舞臺、中央、普慶、東樂，這

些見證粵劇最光輝年代的大戲院，在展覽中亦有照片及

相關文物展示。隨著不同戲院相繼落成，戲院之間的競

爭亦越來越激烈。1930至1940年代，太平戲院聘請名伶

馬師曾組織「太平劇團」，而高陞戲院亦聘請以薛覺先

為首的「覺先聲劇團」坐陣戲院，展場陳列多項「薛、

馬」的劇本及戲橋等文物，讓市民重溫粵劇史上稱為	

「薛、馬爭雄」的光輝年代。此外，展覽亦兼述戲院的

社會功能。這部份的精選展品包括名伶蘇州妹1938年

在利舞臺義演後所獲贈的錦旗。此面錦旗以傳統顧繡裝

飾，手工非常精緻。太平戲院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有關

的文獻及其所獲贈的牌匾，亦在這部份展出。展覽另

一部份闡述舞臺佈景的發展，透過香港八和會館的協

助，博物館借來多幅難得一見的舞臺佈景設計圖，包括	

《天仙配》和《西園記》等名劇，配合展廳其他文物及文

字資料，觀眾可以了解粵劇佈景如何由簡陋的布簾發展至

富層次感及真實感的舞臺設計。

　　為配合展覽，展廳中央重構了一個粵劇舞臺，並仿照

《鳳閣恩仇未了情》第一場的佈景裝置，提供男女主角所

穿的小靠及大漢裝，讓參觀人士穿著，一嘗粵劇紅伶踏臺

板的體驗。展覽最後部份，有「小小佈景師」遊戲，讓小

朋友為不同的粵劇場景選配佈景和道具，體驗設計舞臺佈

景的趣味。

　　在回顧粵劇戲院發展的同時，我們希望可以藉此展覽

增加市民對粵劇的興趣，推動市民和粵劇界人士一起保存

香港的文化遺產，令粵劇發展更加興盛。



　　「臺」含「保持」的意思，築土堅固高峻，使之能保

持自己（韋明鏵，2005：2）。「舞臺」是戲曲表演和觀

眾的中介，它並沒有固定的形態，無論是一個粉雕玉砌的

高臺抑或只是方寸之地，也可規劃演出。一個最基本的戲

曲演出包括「觀」和「演」這兩元素，兩者在「劇場」這

框架下互相影響、回饋，並構成不同的觀劇文化和經驗。

臺「上」者為演、臺「下」者為觀，對於街頭戲和黑盒劇

場而言，這個「上」和「下」並沒有「由下觀上」的必然

性。演員能把臺板站穩，才可奠定地位；業界須要保住戲

臺，方能代代連綿地演下去，故此「臺」於戲曲發展佔有

重要地位。

　　粵劇的演出場地由流動性極高的鄉間戲棚和街頭戲，

發展成植根於市區的固定戲院，經歷了歌舞昇平的年代，

也曾陷於一息奄奄的低潮。粵劇初期以竹木和布帳搭建的

戲棚有兩種稱謂：「千斤」與「仙斤」1。前者據說是指搭

臺的竹木有千斤重，後者因其形狀有如《八仙賀壽》中仙

人帽子的外形而命名。還有一種規模較小的戲棚名為「鴨

仔寮」，因其外形像養鴨的平頂小屋而得名。後來，永久

戲臺因應需求而生，當時觀眾都站著觀看免費粵劇，因人

多擠迫，又稱「迫地」。「迫地」兩旁搭有木板建的「子

棚」，讓男女觀眾買票分開入座（賴伯疆、黃鏡明，1988

：317）。

　　在香港，首間2公演粵劇的普慶戲院於十九世紀末建

成，它座落在普慶坊3和卜公花園附近（吳岳清，2007

：69），後來九龍普慶4、重慶、高陞、和平及九如坊等戲

院相繼落成，二十世紀初的粵劇班事日盛，每天均有粵劇

上演。

　　除了於固定的室內戲院演出外，很多粵劇也以神功戲

或籌款的名義在公園或球場公演。稍後新光戲院（1972年

落成）及美孚百麗殿（1976年落成）等商營戲院的相繼出

現，為港九觀眾提供了觀賞粵劇的聚腳點。

並行不悖的觀劇文化

　　二十世紀末，自利舞臺於1994年遷拆後，香港最後一

個上演粵劇的商業戲院—新光戲院的租務問題引發起多次

談判及社會討論。除新光外，此間香港演出粵劇主要場地

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表演場地（包括地區文娛中心

及香港文化博物館等劇場）、神功戲臨時戲棚、街頭戲棚

（即街檔）和學校會堂5等。不同演出場地都為觀眾帶來

不同的觀劇經驗：在政府會堂內，氣氛較莊重嚴肅，觀眾

須遵守劇場規則，例如關掉手電、不准高聲談話及依票入

座等。然而，在傳統的演出場合，如神功戲棚內，並沒有

明文的場規管束，觀眾行為較自由。演出期間，場內人士

不但可以高聲談話，討論或品評劇情，也可以進食、賭博

或者進行其他酬神活動。幸運的是，中西觀眾對待戲劇的

態度和觀劇文化的差異，都在香港這中西融合的彈丸之地

的劇場中並行不悖，並得以保留。以「吃在劇場」為例，

在政府場館如香港文化中心，飲食都被規限在特定範圍（

即餐廳）進行，除了「香港藝術節」會設立茶點角提供香

檳、橙汁及三明治等小食供觀眾於大堂享用外，很少觀眾

會於場館或大堂內進食。另一邊廂，神功粵劇戲棚內觀

劇，飲食規管並不嚴格，有些觀眾會購買地道小食如魷魚

絲、雞蛋仔、牛雜等於棚外甚至進場進食。這種邊看邊吃

的現象令不少習慣西方劇場的觀眾為之側目，另一方面又

令文化研究學者大感興趣。觀眾行為往往取決於場規、其

執行力度和中西方的觀劇習俗的心理取向，它又經過不斷

的「學習」和潛移默化，觀眾個別的行為往往會被主流同

化，這也是一個文化交流下互相影響的結果。

張文珊

3

「臺者，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釋名》，漢劉熙著）

「彩龍鳳劇團」（麥炳榮、鳳凰女領導）為港九水上漁民福利促進會之香港仔漁灣

漁民青年康樂中心籌募經費。

香港戲院和粵劇文化剪影
香江戲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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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為「仙巾」。

2	 有學者指香港第一間戲院建於1890年，名為「普慶戲院」（陳守仁，2007：序iii）。惟此論述至今尚眾說紛紜。有指早於1870年代，香港已有「同慶戲園」演出大戲。（丁新豹、
黃廼錕，1999：58）

3	 普慶坊是當時高級的華人住宅區。

4	 香港中文大學郭少棠教授曾撰文指出，九龍普慶戲院屬於中型，由於位置好，既接近龍蛇混雜的廟街和官涌地帶，諸色人等都愛聽粵曲，在普慶看戲之外，也可能處理「江湖事
務」。(「粵劇文化講生活」，http://ihome.cuhk.edu.hk/~b058766/essays/cs2.htm)

5	 自2007年起，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均為戲曲團體提供演出場地。(資料來源：香港科技大學藝術中心http://cantoneseopera.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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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戲院‧生活

　　香港由昔日的漁村轉型至商業社會，市區的形成令	

「演戲」活動由街頭棚戲衍生出固定戲院模式。戲院的營

銷遵從了市場經濟規律，由主要公演大戲慢慢變成電影主

導，同時出現了現代市場推廣理念和手法的雛形：

　　「從前的戲院，他們的廣告，除了登小段在日報、貼

街招、和按戶派戲橋外，還有擔牌燈，這是一個濶而長中

間窄的木架，外捫以紅紙，大書戲目及某伶首本，夜間內

燃牛燭二枝，以便透光，沿街荷著，這是活動的告白，還

有吸引行客注目，以高陞為最多。」（張知民，頁15）

　　戲院和商業，從來也密不可分。各式各樣的戲院廣

告，是後世追踪昔日戲曲歷史的線索，也是普羅大眾生活

經年累積點滴及反映商業社會脈搏的表徵。過往上演過無

數風流佚事、與民同樂的戲臺，在寸金尺土的香港，亦相

繼敵不過高昂舖租的考驗，須於歷史潮流中隱退，褪色變

成文化遺產。它們悄悄地記錄著香港不同時代的社會民生

和本土文化的變遷，成為香港歷史忠實的見證者。1990年

代初，利舞臺業主因租金市值考慮而取商舖、捨戲院。今

日的新光戲院，同樣面臨這般的市場挑戰，戲院去留再引

起社會輿論及集體回憶。經過多方斡旋，戲院於2009年再

續租三年，同時換取了業界繼續爭取永久演出場地的討論

空間和時間。富麗堂皇的戲院變成名店林立的商場，民眾

不捨得的豈只是舞臺本身，抗議的又豈只為業界生計，反

而是那種生活模式和文化習慣，是不能靠金錢和市建再堆

砌回來的。

《成報》戲院廣告版面，其中只有高陞公演粵劇，太平和東樂等均上映電影。（1948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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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最近擔任中文大學通識課程的助教，課程的其中一環是

撰寫博物館展覽報告。適值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了一個關於香港

戲院與粵劇的展覽，教授選了它作為學生們的指定展覽。筆者負

責向博物館申請免費入場和組織學生們的參觀事宜，藉此機會亦

好好參觀了這個展覽。	

　　事實上，今日專門用作粵劇演出的室內場地並不多，但參觀

完這個展覽後發現粵劇戲院原來曾經在香港盛極一時。從展覽中

一些保存得頗為完整的黑白照片中所見，當年不論太平、中央、

高陞、利舞臺等戲院均座無虛席。當然，如今的新光戲院亦不難

見到滿座的情況，但這和過去多間戲院同時營業的繁盛情況卻不

可能同日而語了。另外，是次展覽的展品不單展現了戲院和粵劇

在香港的發展，更活生生地呈現了香港的歷史。例如其中一個展

品為屬於英資的太平戲院在聘請陳非儂為男花旦時所撰寫的英文

合約，它提醒了我們原來香港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經過了回歸

後多年電視新聞的國歌「洗禮」，香港人或許已經逐漸淡忘了香

港曾經作為殖民地的身份。	

　　除此之外，粵劇和戲院有著密切的關係。但隨著香港的經濟

發展，粵劇在很多人心目中已經成為了所謂「古老」、「不入

流」的文娛活動，這觀念尤其在年青一輩出現。這主要是因為

經濟發展使整個社會的人均收入和消費能力增加，而經濟發展同

時亦帶動資訊的發達，市民在選擇文娛活動上有更多的空間和要

求。逐漸地，粵劇不再是普羅大眾的主流娛樂活動，而戲院的生

存空間便更少。就以最近新光戲院因租金而產生的結業危機為

例，香港可能連碩果僅存的粵劇戲院也將會成為歷史。從這個展

覽中我們可以看到粵劇過往的風光，亦能讓我們看到粵劇在香港

社會發展中逐漸式微的經過。

　　雖然如此，筆者深信這個傳統戲曲在香港還是有一定的價

值。誠如在展覽中看到香港近年粵劇戲院的發展和計劃，政府打

算於「西九龍文化區」興建一個戲曲中心並設有可容納千多人的

劇院。姑勿論「西九」是否真的存在官商勾結，這對粵劇的發展

是十分有利的。希望這個戲曲中心能夠重現當年粵劇戲院的繁盛

情況吧。

　　「戲台上下：香港戲院與粵劇」是香港文化博物館常設粵劇

展覽外另一個有關香港粵劇藝術的專題展覽。展品主要是由太平

戲院所捐贈，加上原有館藏、其他博物館、歷史檔案處及私人藏

品，向參觀者展示出二十世紀粵劇戲院的變遷、以及其社會功

能、與戲班的關係等等。

　　筆者對粵劇認識不多，正好能以門外漢的角度參觀這次展

覽。以展品數量、種類來看，這次展覽確能為參觀者提供渠道以

了解上世紀粵劇戲院的運作。除歷史圖片外，很多如戲票、戲橋	

(報章廣告)、台期表、甚至演員合約等，都是珍貴的史料。另外

場中一些視聽資料，以及互動環節如親試戲服、電腦小遊戲等，

都可見主辦單位沒有忽略年紀較少的參觀者。正如筆者參觀當

日，就見到有不少小朋友對這些活動都躍躍欲試！

　　相對於展品的吸引性，筆者卻認為展覽場地的配合令人摸不

著頭腦。首先是整個場地用上昏暗的燈光和柔和色調的佈置，與

粵劇藝術一向給人「剛	 /	光」的感覺格格不入，反而更讓人聯想

到西方歌劇。此外展覽的分區也有點奇怪。根據場館平面圖，展

覽場中間名為「黃金歲月」，兩個角落分別是「戲院與戲班」和

「舞台背景」。但展品的擺放卻像與分區毫無關係的，又見同一

種類的展品分別出現於兩個分區中，感覺混亂。

　　筆者認為，這次「戲台上下」專題展覽於文化博物館展出是

一個很好的決定。因為展覽能與博物館常設的粵劇展館相呼應，

參觀者遊畢兩個展覽，必會對香港粵劇藝術有更深認識。但另一

方面，展覽卻讓筆者感覺像一個缺乏周詳規劃，草草搬出來的展

覽。盼望主辦單位在未來能在場地配合上更花功夫，以使參觀者

能更加投入其中。

看「戲台上下：香港戲院與粵劇」
展覽後的反思 陳子晉

陳子晉，現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民族音樂學研究生。

陳沛倫，現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民族音樂學研究生。

陳沛倫「戲台上下」展覽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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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澳門回歸十周年，故宮博物院與澳門藝術博物館

連袂舉辦「鈞樂天聽—故宮珍藏戲曲文物特展」，接近

180件巧奪天工的故宮戲曲文物首次赴外展覽，機會難得。

　　展覽以清代宮廷戲曲活動為主線，分為「崑亂開天」、

「樂府爭傳」、「節慶承應」、「摹聲繪色」四大專題，展

示故宮博物院收藏精選的宮廷戲曲文物，包括戲服、道具、

劇本、戲畫等，展示了清廷戲曲活動的時代演變。

　　進入澳門藝術博物館四樓的主場館之前，會方特於零層

展區設立「留聲繪影：中國戲曲教育展」，以由淺入深和圖

文並茂的方式介紹中國戲曲（如京劇、崑劇、黃梅戲等）和

戲曲基本知識（如行當、穿戴、道具等），趣味盎然。

　　從北京紫禁城走進現代化的澳門藝術博物館，館方展示

了中國傳統戲曲的雅緻精工。戲曲人物圖冊畫工細膩，主題

主要來自《三國演義》、《包公案》等戲曲故事，不論是服

飾、兵器或人物面部表情都描繪入微。其中以堆綾方法製作

的戲曲人物令人目不轉睛。堆綾冊是以綾羅綢緞或各種綿質

物料堆積而成的畫冊，它以布、絨、絹等材料製作，集中國

水墨畫、工筆畫、雕刻於一體，是中國自明、清開始盛行的

民間藝術，復獻於清廷而成深宮珍品。

　　展覽的另一亮點是珍稀難求的戲曲提綱和劇本，其中	

《福壽徵祥》和《芝眉介壽》1（排場本）便記錄了戲曲演

員如何在戲臺上站成「福」、「祿」、「壽」字樣，冊中畫

出「福」、「祿」、「壽」三字的圖形，再標注每個演員的

所站位置。其中「福」和「祿」字分別以31位、「壽」字以

32位演員組成，可想真實演出時場面的浩大。這種為觀眾賀

壽添福的演出方式與傳統粵劇的《香花山大賀壽》等扮仙戲

源出一轍，它們同樣以人類的願望為本位，透過儀式性的戲

曲演出，讓天神眾仙為皇權和蒼生祈福祝禱。

　　對於不諳戲曲的人士而言，是次展覽照顧週到，館方除

了免費派發《導賞手冊》簡介展品內容外，又特設相關的戲

曲教育展，解釋戲曲行內話及專有名詞，讓人不會望文物而

生畏，觀賞藏品時亦不致走馬看花。展覽運用了實物、影

像、聲音等媒體重摹清廷戲曲活動的情景，同時也指引出京

劇作為國劇的當代面貌和發展方向。在展場B區白色粉牆上

投影的京劇演出片段，讓訪客觀賞歷史文物之餘，亦可體驗

「活的戲曲」。選播的演出為新編京劇《王子復仇記》，

現代的唸白、燈光和舞臺融合了西方話劇和京劇元素。我得

承認，在清宮戲曲文物展中尋不著光緒、慈禧等人物賞戲的

歷史描摹；找不到王瑤卿、楊月樓等內廷供奉的伶人踪迹，

倒還是有一點遺憾的。但是此間展出的戲曲文物全是精工佳

品，它們經歷過紛紛亂亂的二十世紀，至今尚可保存得這樣

完好，已是後世的福氣和幸運，令人眼界大開。

　　是次展覽是中央向澳門特區成立十周年的賀禮，看著這

些宮廷珍藏，看著這齣取材自莎劇的現代國劇，恍如重溫中

國戲曲由民間走進清宮，復於皇宮回到民間，再從民間走向

世界的歷史。中國戲曲和國家一樣，都經歷了反思、改革的

年代，按部就班地走上了「國際化」的路軌。

1	 「芝眉」用以稱讚人眉宇間有芝草般的風采。「介壽」是大壽的意思。「芝
眉介壽」是富貴長壽的意思。(梁佩君、趙陽，2008：56)

從紫禁城走向國際的中國戲曲
記鈞樂天聽—故宮珍藏戲曲文物特展 張文珊

展覽特設導賞手冊提供展品基本資料，又印製多
款精美的戲曲明信片，讓訪客愛不釋手。

戲曲教育展以生動顯淺的文字介紹中國戲曲臉譜及行當知識。

介紹「黃梅戲」的展板上竟配了江蘇省崑劇院於
2007年公演的《1699．桃花扇》的劇照，相信是
一時之誤。

訪客專心地觀賞新編京劇《王子復仇記》	
（馮鋼編劇、石玉崑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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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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無名氏 9/2/2009 崑曲班資助港幣9,543圓正

胡芝風教授 13/1/2009 《中國演員》(2008年第6期)兩本

胡星亮教授 30/12/2008 《中國當代戲劇史稿1949-2000》乙本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 29/12/2008 《地水南音全本：失明人杜煥憶往》乙盒

盧譚飛燕女士 17/12/2008 「崑曲‧中國郵票」乙冊（內附崑曲六百年光碟四隻）

「唐滌生電影欣賞會」
為紀念粵劇大師唐滌生逝世50周年，香港藝術節及香港電影資

料館合辦、戲曲資料中心協辦「唐滌生電影欣賞會」。活動於

09年2月12日（四）假香港中文大學許讓成樓G04室舉行，放映

電影為《跨鳳乘龍》（任劍輝、白雪仙主演），並設電影分享

座談會，由余少華教授主持。

「鈞樂天聽—故宮珍藏
戲曲文物特展」
展期：08年12月13日至09年3月15日

展場：澳門藝術博物館三樓展區

展品：故宮博物院戲曲文物

網站：http://www.artmuseum.gov.mo

「戲台上下：香港戲院與
粵劇」
展期：08年10月19日至09年5月18日

展場：香港文化博物館

展品：戲院戲曲文物

戲曲快訊

「戲台上下：香港戲院與粵劇」展覽宣傳單張封面，構圖
以觀眾的視點出發，於大堂前的位置注視站臺中聚光燈下
紮（或作「扎」）架的將軍和馬僮。

余少華教授	（右一）與觀眾就唐滌生電影對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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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賁（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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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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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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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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開放日數	 21天	 22天	 20天

平均每日到訪人次	 3人次	 8人次	 1人次

總使用時間	 8,777分鐘	 11,140分鐘	 6,176分鐘

總開放時間	 10,740分鐘	 11,280分鐘	 10,200分鐘

使用率	 82%	 99%	 61%

藝發局邀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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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片

推

介

中國音樂資料館發行長達六小時瞽師杜煥南音唱片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資料館去年發行之杜煥瞽師地水南音唱片《訴衷

情》，得各界鼎力支持，備受好評。現推出另一輯由杜煥演唱之《漂泊香江五十

年：地水南音—全本失明人杜煥憶往》CD。這六張CD乃杜煥晚年自創的南音作

品，是學者榮鴻曾博士於一九七五年在富隆茶樓所進行的珍貴現場錄音，從未發表

面世。《憶往》全曲長達六小時，是南音傳統曲目中絕無僅有的自傳式作品。杜煥

唱述其從廣州到香港的一生歷程，可以說是香港上世紀（二十到七十年代）的社會

寫照，既為其個人自傳，亦為一部香港文化史詩！

　　《憶往》現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富爾敦樓之紀念品銷售處、各大

書局及唱片公司有售。中大教職員、學生及校友可於中國音樂資料館或紀念品銷售

處以$200特價購買（原價為＄230）。

　　這兩輯地水南音CD的出版由何耀光慈善基金慷慨贊助。

　　如有查詢，請致電中國音樂資料館（26096555）或電郵cma_info@cuhk.edu.
hk，亦可以到以下網址瀏覽：http://www.cuhk.edu.hk/mus/c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