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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出版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二十五期

王粵生(1919-1989)，原籍重慶，出生於廣州，故名「粵生」

。童年時父母離世，十二、三歲的他在香港威靈頓街一間顧

繡店當學徒，期間店主發現他的音樂才華，遂資助他學習樂

器。後來他受僱於一個小歌壇，負責間場時的譜子演奏，自

此便開始了他的從藝生涯。

除了在歌壇工作，王粵生也在「覺先聲劇團」、「大龍鳳劇

團」及「喜臨門劇團」等粵劇戲班擔任伴奏樂手。此外，他

也粉墨登場，參與電影之演出，曾參與的電影有《入鄉隨

俗》等等。

王氏堪稱音樂奇才，擅長的樂器有小提琴、揚琴、古箏、爵

士鼓、色士風及琵琶等。他曾經創作或改編的小曲和粵曲有

一百多首，其中《紅燭淚》、《銀塘吐艷》、《新臺怨》及

《妝臺秋思》等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

王氏對粵樂和粵曲教育貢獻良多，桃李滿門。從早期的紅線

女、林家聲、南鳳、尹飛燕、羅家英、南紅，到七、八十年

代香港中文大學及八和粵劇學院的學生，多年來培養出不少

曲藝人才。此外，他又主持電台節目《粵曲不離口》(1982-

1984)，透過大氣電波，廣泛傳播粵曲訊息。

王粵生一生對粵劇貢獻良多，可惜他晚年患上癌症，並於

1989年12月12日病逝，卒年七十歲。

資料來源：《王粵生粵曲教程—粵曲的學和唱》(陳守仁著)

王粵生逝世二十周年

王粵生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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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王粵生的音樂創作，是既上承傳統，又很能創

新，而且是擅於吸收西洋音樂的養份。正如在《粵曲的

學和唱──王粵生粵曲教程》一書裡的「王粵生小傳」

裡提到：「（王氏的）作品如《懷舊》、《檳城艷》及

《銀塘吐艷》等，他分別運用小調轉大調或大調轉小調

的技巧，以配合曲詞情緒的改變，從而增加音樂的表情

效果。在1950年代，這種手法固屬大膽創新，使很多

王氏的前輩及同行樂手均難於演奏及接受。曾為薛覺先

伴奏多年的名音樂家尹自重便曾因摸不着頭腦而笑稱王

氏作品為『左道』」。

　　以筆者個人揣摩所得，王氏這些作品，確屬前衛。

且以上一段引文裡提到的《懷舊》為例，它是流行曲模

式的小曲，曲式屬AABA，而律制方面其實是「一曲兩

制」的。固然，原唱片的曲譜，是以西洋小調來記譜

的，可是，把Ａ段的基本旋律降低一個音階來記譜，它

就完全變成傳統粵曲粵樂裡的乙反調──筆者便見過不

少歌本是以乙反調記譜的。王氏的另一首流傳極廣的名

作《絲絲淚》，亦見「一曲」而「兩制」，有的歌本是

用西洋小調模式記譜，有些則是以乙反調記譜。

　　對於西洋音樂的借鑑，相信王粵生的大膽試驗還不

少的，比方說他為電影《佳人有約》寫的插曲《載歌載

舞》，筆者經過實際聆賞研究，發覺曲調竟是採用六拍

子的！這是粵人音樂創作裡很鮮見的。可惜現時我們收

集得的王氏創作數量不多，沒法見到更多大膽試驗的具

體例證。

　　王粵生一方面走在時代前端，但一方面也能寫出很

有傳統特色的曲子。像他替電影《紅菱血》所寫的插曲

《梨花慘淡經風雨》，就是很好的例子。這首曲子是全

《末路倩誰憐鐵漢》	電影《我為情》	 （1953年8月28日首映）歌曲

《殘照吟》	 電影《萬里行屍》	（1954年10月20日首映）歌曲

《憶亡兒》	 電影《程大嫂》	 （1954年12月8日首映）歌曲

《賣身的人》	 電影《程大嫂》	 （1954年12月8日首映）歌曲

《月重圓》	 電影《不如歸》	 （1954年12月25日首映）歌曲

《郊遊曲》	 電影《真假千金》	 （1955年3月24日首映）歌曲

　　需要說明一下，《殘照吟》和《郊遊曲》的曲調是有重

疊的地方的（確切地說是《郊遊曲》的曲調全包含了《殘照

吟》的曲調），而據電影《萬里行屍》的特刊，既交代《殘

照吟》是王粵生作曲並詞，又有交代「調寄《懷念》」，估

計王氏是創作過一首叫《懷念》的歌曲的，其後將這《懷

念》重新填詞成另一部電影裡的歌曲。這首《懷念》，我們

尚未曾見諸任何文獻。

　　筆者多年來工作的領域，乃是中文流行音樂，可是在研

究香港的早期中文流行音樂歷史的時候，是無可避免地要觸

及粵曲、粵樂的領域，因為這個時期的粵語流行曲，創作者

不少都是來自粵曲、粵樂界的，他們既寫粵曲小曲，也寫流

行曲調。王粵生當時也是這般情況。故此，筆者也需要盡量

多地搜集王氏的創作及深入地研究這些作品。

　　事實上，那時候香港不少音樂家都是跨界別的，像呂文

成、胡文森、盧家熾、林兆鎏、梁漁舫及王粵生等活躍於粵

曲、粵樂界的音樂家，都寫過好些流行曲調。要是我們忽略

掉這批作品，則對該位音樂家的認識和了解恐怕便會失之於

偏頗。

　　今年，是王粵生逝世二十周年。以王氏對粵曲音樂的貢

獻，委實應當盡早為他出版一個比較完備的作品集。但二十

年轉眼過去，這作品集仍只屬虛無的水中月。

　　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最新修訂的《粵曲的學和唱

──王粵生粵曲教程》，列出了王粵生的作品目錄，其中「

王氏創作單支小曲」35首、「王氏創作粵曲」8首、「王氏

據他人作品所撰歌曲」6首。但這個目錄列表肯定是有闕漏

的，因為筆者近年在搜集資料時，就見過不少王氏作品是這

個目錄裡沒有的。

　　比如說，筆者在中大的戲曲資料中心所藏的一冊《最新

粵語時代曲》，便見到兩首由林兆鎏作曲的作品：《心上

愛》（頁34）、《永遠的愛》（頁60），歌詞都是由王粵

生撰寫的，但上述目錄並沒有記載。此外，筆者在香港電影

資料館蒐集五十年代的原創電影歌曲資料時，也發現了一些

王粵生作品是上述目錄沒載的，計有：

1975年

《愛竟變成害》	電視劇《楊乃武與小白菜》插曲	 王粵生詞曲

《願醉鄉長醉》	 	 王粵生詞曲

（以上兩首歌曲收錄於同一張唱片，娛樂唱片公司出版）

1976年

《楊貴妃》主題曲	 文采訂詞	 王粵生曲

《書劍恩仇》	 王粵生曲	 文采詞

（以上兩首歌曲收錄於同一張唱片，文志唱片公司出版）

1978年

《彈劍江湖》	 王粵生曲	 葉紹德詞

（收錄於娛樂唱片公司出版的鄭少秋《陸小鳳》大碟）

1984年

《狂歌》	 王粵生曲	 鄭國江詞

（收錄於EMI唱片公司出版的大AL張武孝大碟）

　　筆者也早注意到，在1970年代後期至1980年代中

期，王粵生是寫過若干首作品的，而分起類來，相信大

多屬流行音樂作品。這批作品，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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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乙反調來譜寫的，或者有呼應該電影另一插曲《銀塘

吐艷》最後四句轉到乙反調之意。相比起《銀塘吐艷》

，這首《梨花慘淡經風雨》知者較少，但在粵劇界裡頗

有名氣，選用這首「小曲」填詞的粵曲亦不乏例子，如

《陳世美與秦香蓮》就用過，只是，用作「小曲」時，

一般只選取開始的一大截，即從歌詞「獨憑窗」至「蟲

鳴幾許」這一段。

　　《梨花慘淡經風雨》篇幅甚長，而篇幅長了旋律結

構就容易顯得鬆散，它用作「小曲」時只截取開始的一

段似乎便證實了這一點。然而筆者覺得，這首作品縱是

難免有結構鬆散的傾向，但旋律的許多地方都巧妙地使

用了中國民間音樂裡所常用的固定貫穿手法，暗裡增強

了音調的統一感。比如從歌詞「一世能有幾重冤」至末

句，旋律裡反覆穿插着至少三組音群：「伬乙」、「仮

合伬仮合」、「合乙仮合乙」，不管是聆聽者還是唱的

奏的，都感到這一小段哀惋悱惻的曲調，有一種莫名的

魅力和律動，一唱而三歎。再者，芳艷芬演唱時也作了

很多出色的潤飾，尤其在其中一個經常出現的音群上添

加了美妙的迴旋與頓挫：尺上乙上尺上尺反……，一拍

之內唱八個音，後五個是六十四分音符，前三個有兩種

附點，這樣動用到六十四分音符的複雜節拍型，顯見「

小曲」一點都不能小覷，藝術歌曲都不過如此罷。以上

這些加起來，《梨花慘淡經風雨》結果成了一首慢熱的

好作品，初聽還只略覺其佳，越聽卻是越有韻味。

　　說起來，筆者手頭所存有的王粵生「最後一首」作

品，亦即在1984年寫給張武孝的《狂歌》，同樣是有「

一曲兩制」意味的，即譜面上是西洋小調，但轉換成傳

統的乙反調是一點都不難的，而且看來韻味更堪咀嚼。

感覺上，王氏只要有機會，便不放過在現代流行曲調裡

融合傳統粵樂元素。

　　前文，筆者表列了王粵生在1970年代後期至1980

年代中期所寫的六首作品，不過，除了《狂歌》，其餘

五首筆者過往從未聽過，也沒見過有關的曲譜。近日為

寫這篇文字，嘗試在	 YouTube	 搜尋，碰碰運氣，結果找

到了《楊貴妃》主題曲（網址：http://www.youtube.com/

watch?v=TmaR1Lc7CB8），於是立刻把它的曲譜採記下

來，探究一番。

　　《楊貴妃》主題曲的曲詞基本上都擷取自白居易的

《長恨歌》：「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

家有女初長成，一朝選在君王側。緩歌慢舞凝絲竹，盡

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顰鼓動地來，六軍不發蛾眉死。昭

陽殿裡恩愛絕，此恨綿綿無絕期。」所以，這主題曲明

顯是據詞譜曲的。

　　在這首《楊貴妃》主題曲裡，王粵生採用了比較罕

見的轉調手法，引子剛奏罷，人聲甫唱便作大二度轉

調，唱至倒數第二句歌詞才轉回原調，甚特別的是轉回

原調的地方，是詞句句中的位置！這些轉調方式，不管

是粵曲還是粵語流行曲，都是頗罕見的。這讓筆者想

到，王粵生似乎是非常喜歡探究轉調的種種效果。再

說，這首《楊貴妃》主題曲，雖是先詞後曲，旋律卻是

甚優美的，以之作小曲運用到粵曲去，相信是個很好的

選擇。

　　本文限於篇幅，只能選取幾首王氏作品來賞析介

紹，然而筆者相信這幾首精彩之作遠遠涵蓋不了王氏音

樂創作上的多姿多采及高超水平。筆者期待有關王粵生

音樂作品的結集和論著能早日面世。

曲：王粵生　訂詞：文采　唱：華娃、呂達　記譜：黃志華

無線電視劇《楊貴妃》主題曲 (1976)

曲：王粵生　詞：鄭國江　唱：張武孝(大AL)
狂歌

黃志華，香港著名樂評人，主要研究香港流行音樂文化，著有《曲詞雙絕—胡文森作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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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故友
　　我一生中的憾事之一，是沒有正式拜王粵生為師。王師

傅醉心粵曲教學，收了幾位音樂系和中文系的得意門生，是

晚年最開心的事。王師傅多次勸我︰「妳這麼愛粵曲南音，

有中文根底，跟我學寫曲詞吧！我有一套易學方法，都毫不

保留傳授給徒弟。」那時我被工作和論文壓得透不過氣，矢

志完成論文之後，一定全心學寫粵曲。可惜論文完成之時，

王師傅已然辭世。

　　認識王粵生是七十年代初我還是崇基學生的時候。學生

會每年舉辦元宵粵曲比賽，他都義當評判。與王師傅結交卻

是八一年的事，那時我在崇基輔導處工作，有幾位同學要選

修音樂系開的粵曲課，但名額早巳爆滿。他們想私下從師，

王師傅一口答允，並教他們合成小組，象徵式收取很少的學

費，就欠上課的地方。我請同學成立一個粵曲組，登記為學

生會屬會，那就可以在眾志堂音樂室上課，後來他們還申請

了學生活動津貼做推廣粵曲的活動。

　　我們中大粵曲組的同學稱呼他作「師傅」，但他不僅是

我們的粵曲導師，更是我們的「老師」。

　　王老師是終生從事粵劇曲藝的名音樂家，自一九七五年

九月起，於香港中文大學推廣粵劇曲藝，指導年青人習唱粵

曲，撰寫粵曲。他曾說：「我很高興能將粵劇曲藝帶進高等

學府，讓更多年青人和有識之士認識、欣賞、學唱粵曲，酬

勞多少也不要緊。」回想起來，以老師當時在粵劇曲藝界的

地位與名氣，樂意不計報酬熱心作我們的導師，是何等令人

欽佩，我們是何等幸運啊！

　　當年我剛升讀中大，祇從電視播放的粵語長片接觸過粵

曲，對粵曲可說毫無認識；偶然成為他的學生，也不認識他

的地位與名氣。上第一課時，祇有我一名學生，我恭敬地稱

他「老師」，他卻叫我「林小姐」；我以為自己對粵曲一竅

不通，會令老師費勁，誰料他竟說：「好，你不懂唱粵曲，

就像一張白紙，教你還更容易！」於是戰戰兢兢的我便專心

地聽講，跟從他的指示，一面聆聽他自彈自唱一段乙反二

王，一面「打板」。然後他再播放那段乙反二王的聲帶，並

指導我「打板」。最後教我唱首六個字，囑咐我回家聆聽和

練習那唱段，下一課要唱給他聽。這是我從小學以來最困難

的功課，要單獨對著老師唱歌，壓力可真大啊！

　　之後的六天我每天「閉門苦練」一小時多，到上第二課

時，沒有了錄音帶可依隨，當然又「撞板」又「走音」。我

一曲既終，老師放下小提琴，點一點頭說道：「雖然有多處

撞板和錯音，但是聽得出你有努力練習，祇要經常勤練，就

能不斷進步，你會唱得好的。」本來感到挫敗的我，這句話

不但給我安慰和鼓勵，而且讓我體會到老師欣賞學生的用功

所傳遞的巨大能量。所以畢業後我當上教師也懂得持這態度

對待學生，觀察、發現和欣賞學生的優點，是鼓勵他們努力

求進步、遇挫折不氣餒的有效方法。

懷念我最敬愛的老師—王粵生

　　這個崇基粵曲組後來擴展為中大粵曲會，正是王粵生

在大學推動粵曲文化的貢獻，大學生學粵曲也成了一股小

潮流。也就是這種機緣，我和王師傅每星期見面，成為朋

友。王師傅每星期六騎著電單車到校園，上午在音樂系授

課，下午在眾志堂教粵曲，精力旺盛，絕不似望七之年。王

粵生於我亦師亦友，我研究南音木魚，常向王師傅討教，兜

來轉去不能解決的問題，他一點即破。星期六我們大多一起

吃午飯，王師傅愛吃乾炒牛河，也愛喝奶茶，一杯在手，由

粵劇掌故到月旦流行曲，永遠有說不完的話題。王粵生為人

豪爽，是非分明，自道以前脾氣火爆，但我認識晚年的王師

傅，恩怨世情早已看得輕淡，待人寬容，相交愉快。

　　王師傅與我有同好，就是攝影，我有好幾個不錯的鏡

頭，都是他在舊機店替我尋來的；至今我還珍藏故友當年所

贈的一幅白荷。雖是君子之交，王粵生卻是我特別懷念的故

友。

　　老師特別著重基本功的訓練，在練唱時他定要我們邊唱

邊打板，唇齒用力才「露字」，打板要清楚表示「板」、	

「叮」及它們之間的半拍才不會「撞板」；他首重教導梆黃

的傳統唱腔和句式，雖然不鼓勵模仿但也介紹不同的唱腔，

好讓我們學成之後能夠靈活運用、無師自通。

　　跟老師學習多年，相處的日子也不少，他為人誠懇、樂

觀、具幽默感，不煙不酒，不說粗言穢語，愛顧家庭，喜愛

釣魚和攝影。中大崇基學院校園景色怡人，花草樹木尤多。

他習慣攜帶攝影機到來，我們課後有空的話，他會領我們在

校園內到處拍照，然後曬了照片便送贈給我們。如今我翻看

這些照片，真是不勝回味、不勝唏噓呢！

　　一九八九年發生了舉世矚目的「六四」事件，但是令我

更傷痛更難忘的是老師的離世。記得他患病住院期間我隔天

前往探望，他總是表現坦然，不言痛苦，反而跟我談述到來

探望他的粵劇界朋友。他不許我逗留太久，因為他知道我日

間教學工作忙碌，所以催促我早點回家休息。最後一次見他

的時候，他的話不多，只對我說：「芳，你來探望我，我很

歡喜。」我的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連忙說：「師傅，我洗

手去。」甫踏出門外，便淚如泉湧，痛哭起來，實在捨不得

老師啊！

　　二十年了，我仍然思念老師。每當想起老師、談及老

師，都會淚盈於睫；每當聽老師的錄音帶時，更禁不住淚如

雨下，傷感不已，所以老師的「粵曲不離口」至今還未能聽

完。

　　老師：二十年來，粵曲是我的嗜好、我生活的一部份；

雖然我未能像你般推廣粵劇曲藝，但是我沒有忘記你的教

誨，你的言行對我影響尤深，我會永遠敬佩你、懷念你。

林麗芳 (一九七九年崇基社會系)
二零零九年十月

吳瑞卿
(一九七五年歷史系文學士、一九八九年中文系哲學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資料館名譽研究員／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
二零零九年十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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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八年某天在市政局內碰見市政總署文化組周蕙心經理。當時我是在市政局倡議舉辦粵劇和粵曲甚力

的議員，因此她告訴我有關文化組打算在唐滌生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主辦一連串紀念他的活動。但她聽說城中一

位前高官的太太也是著名閨秀唱家已有此構思，如她們主張舉辦，恐怕會開罪某夫人，問我對此事的意見。我

提議她把計劃提交市政局文化委員會上討論，只要委員會通過，如有非議，則由市政局承擔。我告訴她我相信

「霞姨」（鄭孟霞女士）也會較屬意由市政局為「唐哥」主辦紀念活動的。結果，委員會通過了名為「唐滌生

作品回顧」紀念粵劇一代大編劇家的活動。活動主要分為三部份：粵劇、粵曲演唱會和講座。我爭取了主辦粵

曲演唱會那部份，並向市政總署建議交由唐滌生的好拍檔王粵生老師主理並獲得採納；還記得主理費是五千港

元。演唱會的瑣事當然弟子服其勞了。

　　市政局主辦的文化節目一貫印刷一本精美小冊子（場刊），入場時派發。場刊首數頁例必專文介紹演出節

目的藝團、主角、指揮、演奏家等。市政總署的同事也敦促我依時交出王老師的個人介紹。那個時候，我每個

星期四下午到王老師牛頭角家中上課。上課時，我問老師可有他的生平簡介之類的文字。老師說沒有。我便在

每次上課時向老師「採訪」，老師本人無事先準備或翻查他貯存的資料，只憑他的記憶，一點一滴的告訴我他

的過去。因此很多他創作的小曲沒有記錄下來。我為他寫主理簡介時，他第一句話是：「師傅是四川人！」。

追隨多時，我從不發覺他有外省口音；不必追問，頓悟「粵生」的由來了。在每周上課的一小時內老師既要講

述生平、教曲、又講些梨園掌故趣事，因此前後花了兩個多月才完成這篇主理簡介。王老師主理的粵曲演唱會

亦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八日舉行。

				豈料事隔僅四個月，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十五分老師卻因病逝世。老師的子女和王門弟子

頓失慈父和良師！十二月十四日王師母給我電話囑我設法把老師的生平登在報章上。當年報導粵劇篇幅最多的

是華僑日報。我剛巧與華僑日報的老闆岑才生區議會主席熟悉，便立刻致電請求他儘早把老師的生平刊登在華

僑日報上，為趕及儘早見報，便把為紀念唐滌生活動而寫的老師生平寄給岑才生先生，並在十六日見報。

　　其後陳守仁博士於上世紀九○年代初出版《王粵生粵曲教程-粵曲的學和唱》一書內的王粵生小傳，是經

過多方努力，訪問了王師母、王氏千金、好友、同業和追隨多年的弟子等搜集而成；資料詳盡準確，最能讓敬

仰老師的弟子和學生們加深認識老師堅毅習藝的過程和卓越的成就，陳博士實應記大功。（寫這篇記事文時曾

翻閱了當時訪問老師的草稿，發現以下一則老師的資料，這資料在陳博士的老師小傳也沒有提及，兹借此機會

補上一筆。王老師說：「在香港淪陷後便隨關文清和羅慕蘭雜藝團-老師強調不是歌藝團-到廣州灣湛江演出」

。）

　　十年前，錦平在市政局瀕臨解散前，造訪鍾嶺海助理署長，以唐氏近年「熱賣」的三套戲寶詳細解釋其乃

唐王合作的成果，結果倖獲市政局在「唐滌生逝世四十周年紀念匯演」後隨即舉辦了「王粵生逝世十周年紀念

活動」。當日無數王門弟子踴躍參與了三項活動，熱烈地表達他們懷念敬愛老師的孺慕心情。演唱會最後環節

的老師作品百人大合唱，曲終時，觀眾熱情澎湃，不斷安哥；百多二百位同門因站在五層高的梯階在沒有人指

揮退席情況下，不敢稍動，恐怕做成骨牌意外，只好不斷重唱。觀眾不知就裡，更起勁熱烈安哥。當時場面的

激動和震撼，今天想起來仍然難以忘懷，足見老師優秀的作品，深入民心和動人之處。

　　今年沒有大型紀念王粵生老師的活動，但在老師曾任教的中文大學主辦紀念講座和出版紀念專輯，謹致誠

摯的敬意。

范錦平
二零零九年十月

記首寫王粵生老師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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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中有很多難忘的日子，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是其中的一個。那天，我遇上了我的另一半，又結識了幾

位知己好友，更重要是我成為了王粵生老師的弟子，就是這位粵曲啟蒙導師，讓我結下了生命中種種不解的緣

份。

　　王粵生老師—我們尊敬的「師傅」。雖然，我們並沒有行過傳統跪地、斟茶、叩頭等儀式，老師卻不介

意我們稱他一聲「師傅」。（註：據知，現在一些粵曲導師祇願意學生稱他們為老師，不可以隨便稱「師傅」

的。）老師沒有把曲藝界的規矩帶進他口中的「高等學府」，他的隨和，教人樂於親近。

　　那時候，我已是四年級的學生，預備畢業試，功課挺忙。偶然的機會下，得知崇基音樂系開辦了粵曲課

程，請了導師來教唱粵曲。向來喜歡唱歌的我，什麼歌都愛唱，粵曲嘛！也會哼上一句半句，沒板沒眼的。就

是這樣抱着忙裏偷閒、趁趁熱鬧的心態跑去上了粵曲的第一課！

　　第一次踏進上課的地點中國音樂資料館，裏面陳設着的古舊桌椅，林林總總的中國樂器，日久薰黃的資料

典籍，深沉古雅，頓時使我想起粵曲終究是中國的傳統藝術，得認真一點看待才是！及後知道老師不為名利、

途長路遠跑到馬料水來授課的苦心，便更不敢輕率了。

　　老師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很平易近人、友善、健談、無架子。孤陋寡聞的我對他毫無認識，祇覺他的名字

應該是有點意思的。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後來才知道他是粵樂名家，是曲藝界的中流砥柱，貢獻與成就早

已被肯定。他的桃李滿門，教曲經驗豐富，能夠跟隨這樣的一位名師習曲，心裏真有點戰戰兢兢。幸好老師經

常鼓勵我們，又誇讚說我們是大學生，「讀得書，吸收力強」，以致我們在學習上真的不敢怠慢，他也真懂教

育心理學呢！

　　往後經常聽到老師提及粵曲的發展要承傳，希望將它帶進大學校園裏，讓年青一代的知識份子去接觸學

習，進一步發揚光大。為了讓我們學得認真，在壓力下進步，老師又安排不同的演出機會：在崇基教堂舉行粵

曲晚會，在大學開放日作露天演唱，往各電台做錄音廣播等等。種種活動都同時帶出了一個訊息—粵曲推廣

到大學校園，讓年青人都喜歡被一般人認為「老土」的南國藝術！

　　那時候，我們都是經濟能力有限的學生，搞演出，便要有音樂拍和。於是，老師又會邀請他的曲藝界好友

及號召學有所成的弟子來作義務演出，他們當中很多已是獨當一面的職業樂師呢!	 算起來，老師為我們欠下的

「人情債」也真不少啊！

　　一九七六年至今已有三十多年，老師亦已離世二十年，昔日校園裏的一切，卻又歷歷在目！老師的影像仍

然鮮明，他胖胖的身軀，胸前總愛掛着大大小小的照相機（註：那時候，老師正愛上攝影，授課之餘，總喜歡

在大學校園裏到處獵影，我們便有幸地成為他的拍攝對象），緩緩的走在崇基校園的林蔭下，伴隨着的是大學

裏的莘莘學子，他是一臉自豪！（註：那個年代，全港只有兩所政府辦的大學，物以罕為貴。）老師因我們感

到自豪，我們又何嘗不以老師為榮呢！

　　老師用以代步的是一部電單車，我曾有數次機會乘搭他那「私人座駕」往港島中環去。記得有一次在途中

他向我說了一番勉勵話，讓我增加了不少學習信心。除了唱曲外，老師也十分鼓勵同學們學習撰曲。慚愧的是

個人因興趣、天份及時間的緣故，沒有在撰曲方面鑽研發展，唱曲方面的興趣，雖然是數十年不減，但因移居

海外亦有種種局限。心裏總有遺憾，有負老師的期望！直至數年前，我和肇君都信了耶穌，得蒙救贖之餘，想

到可以運用我們學來的撰曲知識和唱曲技巧去為神做事。於是，肇君便嘗試創作福音粵曲，我們又親自演繹，

向年長一輩、愛好粵曲的人士傳福音。就這樣的，希望學以致用，以另一種形式去發揚傳統粵曲。但願這不單

是討神喜悅的事，也能告慰先師在天之靈！

陸懿芳 (一九七七年聯合中文系)
二零零九年十月寫於多倫多

不解緣—懷念王粵生老師的點點滴滴



捐贈者 捐贈日期 獲捐藏品

歐小姐 22/08/2009 粵劇泥印劇本125本

鄺保威先生 31/08/2009 《未央歌電影＋讀本》乙本

盧譚飛燕女士

10/09/2009 《墻頭馬上五十年傳承典藏》乙本

20/09/2009 《大雅》雜誌4本

28/09/2009 港幣6,478元	(崑曲班資助)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7/10/2009 《真善美：薛覺先藝術人生》乙本

王正來夫人 8/10/2009 《九宮大成曲牌試唱》乙套

張小姐 14/10/2009 慶鳳鳴劇團照片6箱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19/10/2009 《梁醒波傳》乙本

張文珊小姐 20/10/2009 《昆劇表演一得　看戲六十年》乙本

陳開深先生 21/10/2009 潮劇藝術論著叢書2套	(共20本)

胡芝風教授 2/11/2009 《中國演員》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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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粵生離世至今雖然已二十年，但他對粵劇粵曲的貢獻良多，影響深遠。讓我們透過照片， 
一同感受、懷緬和重溫昔日王氏對粵樂的熱誠和多方面的音樂才華。

王粵生演奏小提琴神態。(陳寶善攝)

王粵生授曲曲目工尺譜。

王粵生演奏古箏。

王粵生參與三藩市中華國樂社，	
演奏揚琴。(1971年11月)

王粵生與香港中文大學學員合照於邵逸夫
堂的粵曲晚會。（攝於1987年10月16日，
盧譚飛燕女士提供。）

王粵生（前排左五）與何杜瑞卿（前排右四）
、香港中文大學粵曲班學員、林麗芳（後排右
二）及王勝焜（後排左一）等合照於邵逸夫堂
大堂（攝於1988年2月，盧譚飛燕女士提供）。

戲曲資料中心捐贈名單

王粵生（前排中）與粵曲晚會的
音樂人員攝於邵逸夫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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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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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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艷陽傳奇》

作者：岳清

出版：樂清傳播

售價：$128		

1953年花旦王芳艷芬成立「新艷陽劇

團」，禮聘唐滌生、李少芸、潘一帆

等為該團撰寫新劇，體裁廣泛，題材

則改編來自元曲及民間傳說等。作者

藉著此書整理「新艷陽」公演劇目，並且回顧新艷陽的光輝

歲月。書中刊有百多幅芳艷芬珍藏的精美圖片，彌補歷史片

段。希望此書能令讀者分享香港粵劇的歷史發展及緬懷昔日

的光輝。	

三聯、商務、中華、天地等各大書局，現正有售。

《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譯註》

著者：王正來	

編校：張麗真、古兆申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

售價：港幣2,000元（全九冊）

《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以下簡稱《九宮》曲譜）是乾隆

年間由宮廷編輯的一套南北曲曲集，收唐宋、金元以至明清

的大曲、詞曲、諸宮調、戲曲、套曲、散曲凡4466首，是

中國傳統演唱音樂的一個寶藏。已故曲家王正來先生曾以一

人之力，花了十多年工夫，把《九宮》曲譜四千幾首曲子，

譯為簡譜，並加以音律考訂、唱腔潤飾、曲體說明，便利當

代曲唱者或製曲者運用這項豐富而珍貴的音樂瑰寶。

查詢：中文大學出版社（電話：2946-5300）

戲曲資料中心使用情況

*	總使用時間包括到訪、電話查詢、網上查詢及委託服務時間。

二零零九年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開放日數	 24天	 23天	 24天	 22天

每日平均訪客	 3人次	 2人次	 4人次	 5人次

總開放時間	 12,360分鐘	 11,820分鐘	 12,360分鐘	 11,280分鐘

總使用時間*	 7,311分鐘	 6,170分鐘	 11,685分鐘	 14,905分鐘

使用率	 59%		 52%		 95%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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