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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黃富華，生於梨園世家
1
，因家境困難，小學未畢

業便輟學。約七歲初踏台板，隨父親參加「前程劇團」( 黃

千歲及陳露薇領導 )。約九歲隨北派師傅竇庭志學習北派武

藝，後隨何湘子學藝，並擔任龍虎武師，藝名「若游龍」。

約十三歲以神童姿態參與「人之初劇團」
2
，藝名「小千歲」，

1963 年得曲王吳一嘯改名為「文千歲」。曾於多個劇團擔任

十七年副車，後於「黃金粵劇團」(何少保主理)擔任文武生。

曾參加粵劇團有「千寶」( 與鄭幗寶合作 )、「龍鳳」( 與梁

少芯合作 )、「千群」(與王超群合作 )、「寶人和」(1985，

與李香琴合作)、「千鳳鳴」(與謝雪心合作)、「千麗」(與

鍾麗蓉合作)、「豐華」(與李鳳合作)、「高

陞」
3
、「順德市粵劇團」、「中國

廣州粵劇團」( 和盧秋萍合作 ) 及

「肇慶市粵劇團」等。

1976 年與梁少芯組成「千

歲粵劇團」( 後易名為「富榮

華粵劇團」)，於美加、澳洲、

東南亞及內地演出；後成立

「千連芯粵劇團」及「千連芯

青少年粵劇團」。 2010 年

12 月與曾慧於新光戲

院演出「文千歲藝術

專場」，後參與「燕

韻鏗鏘賀華誕」演出

專場 ( 與尹飛燕合

作 )。

首 本 劇

目包括《胡不

歸》、《大鬧

青 竹 寺 》、

《三氣周瑜》
4
、《呂布與

貂蟬》、《西施》、《唐宮恨史》、《梁祝恨史》、《情淚

灑征袍》、《一曲琵琶動漢皇》、《隋宮十載菱花夢》、《唐

明皇與楊貴妃》及《蘇東坡夢會朝雲》等。

開山劇目有《仙凡未了情》
5
(1987)、《蘇東坡夢會朝

雲》
6
(1994)、《南俠展昭花月情》

7
(1995)、《楊二舍化緣》

(1995)、《南宋文天祥》
8
(1996)、《唐宮恨史》(1996)、《唐

皇遊月殿》(1998)、《李剛三打白狐仙》(2001)、《桃花扇》

(2001)、《大唐風雲會》(2007)、《盛世梨園》(2007)、及《挪

亞方舟》(2010) 等。

歷年曾創作福音粵曲《救世主耶穌》、《挪亞方舟》、

《流浪漢之歌》、《主禱文》、《碎了慈母心》；及福音粵劇《挪

亞方舟》等。

文氏早期擅唱陳笑風腔，後來唱腔發展成個人風格。自

1970 年代與「風行」及「現代音像」等唱片公司合作，灌錄

逾一百八十項粵曲唱片及盒帶，合作者有李寶瑩、梁少芯、

謝雪心、尹飛燕、吳君麗、鄧碧雲、陳好逑、盧秋萍、歐陽

佩珊及呂陳慧貞等。1991 年於高山劇場及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首屆個人粵曲演唱會。

1973年憑《桃紅柳綠》獲「金唱片獎」(與麗莎合唱)；

1980 年憑《唐宮恨史》獲「雲雀獎」( 與盧秋萍合唱 )；

1991年與梁少芯合唱賀年小調獲「金唱片獎」，同期獲頒「瀟

灑腔粵曲王」榮譽獎；2008 年憑《救世主耶穌》獲「白金唱

片獎」(與梁少芯合唱 )。

曾參演電影包括《黃飛鴻戲棚伏虎》(1959)、《飛頭公

主滴血救親夫》(1960)、《飛頭公主雷電鬥飛龍》(1960)、

《飛劍神龍》(1963) 及《魂魄唔齊》(2002，與梁少芯兼任

粵劇藝術指導 ) 及《流浪漢世界盃》(2009)。曾加入「無線

電視」及「麗的電視」，拍攝電視劇《民間傳奇》(1975/76)、

《文天祥》(1976)、《七世姻緣》(1976)、《鱷魚淚》(1978)

及《天蠶變》(1979)。

2001 年與妻子梁少芯成立「千歲粵劇研究院」，設帳

授徒，積極致力於粵劇傳承工作。曾於 2006 年及 2007 年帶

領「千連芯青少年粵劇團」到新加坡及加拿大演出粵劇；又

分別於 1989 年及 2007 年正式收游龍及黎耀威為入室弟子。

1983 年獲美國西雅圖政府頒授「粵劇藝術家貢獻獎

狀」。1998年獲美國加州政府頒贈「粵劇藝術家貢獻獎狀」。

文千歲先生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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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少芯女士簡介

廣西合浦人，家有六兄弟姊妹，童年因家貧輟學。十三

歲與兄妹於鄧肖蘭芳教戲時從旁偷師。後參與「大龍鳳」、

「鳳求凰」(麥炳榮、鳳凰女領導 )及「頌新聲」(林家聲、

陳好逑領導 )等粵劇團，從梅香逐漸獲擢升至二幫花旦。

1968 年參與文千歲和李寶瑩於美國的演出，擔任二幫

花旦，後留美至 1976 年才回港，期間與黃千歲、羅劍郎、

黃鶴聲、黃超武、余麗珍及陳艷儂等名伶合作。

於各大型劇團任副車，包括「五王劇團」。十九歲擔

任正印花旦，於美加各地演出。1974 年與兄長梁漢威於越

南演出；1975 年與羅家英、李寶瑩及新海泉於美加演出；

1976 年與文千歲組成「千歲粵劇團」( 後易名為「富榮華粵

劇團」)，於美加、澳洲、東南亞及內地演出。後成立「千

連芯青少年粵劇團」、「高陞劇團」
9
及「千連芯粵劇團」。

歷年主要參加粵劇團有「龍鳳」、「千寶」、「金滿堂」(與

羅家英合作 )、「順德市粵劇團」及「肇慶市粵劇團」等。

擅演劇目包括《孟麗君》、《王寶釧》、《六月雪》、

《紅了櫻桃碎了心》、《雙仙拜月亭》、《隋宮十載菱花

夢》、《唐宮恨史》、《西施》、《王昭君》和《呂布與貂蟬》

等。近年開山劇目有《蘇東坡夢會朝雲》(1994)、《紅拂女

私奔》(1995)、《南俠展昭花月情》(1995)、《大鬧青竹寺》
10
(1996)、《南宋文天祥》(1996)、《唐宮恨史》(1996)、《唐

皇遊月殿》(1998)、《大唐風雲會》(2007)、《盛世梨園》

(2007) 及《挪亞方舟》(2010) 等。

2006 年，與文千歲開始信奉基督教，翌年創辦「主恩

粵劇戲曲藝人之家」，除了向粵劇及曲藝界人士廣傳福音，

亦希望透過他們的分享見證，讓更多社會人士認識主耶穌基

督。2007 年聖誕節前夕，夫婦二人同赴以色列伯利恆城，彩

唱《救世主耶穌》
11
，後於 2008 年舉辦福音粵曲音樂會《新

歲頌》。

2011 年二月文氏夫婦榮休，同年參與「千歲粵劇研究

院」結業演出後移民美國，積極於海外參與福音粵曲佈道會

和見證分享等事工。

1 父親黃千峰 ( 原名黃寶山 )；叔父黃千歲、黃千年；堂姐黃姑、嬸母梅荔芳

均為梨園子弟。

2 「人之初劇團」為童班，演員均為四至十四歲的孩童。

3 2004 年組織，與龍貫天、梁少芯及鄧美玲合作，採用雙生雙旦制演出。

4 時作《三戲周瑜》。

5 文千歲編劇、秦中英撰曲。

6 「富榮華劇團」首屆劇目，秦中英編劇，與汪明荃、梁少芯主演。

7 秦中英編劇，文千歲作劇本整理。

8 葉紹德編劇。

9 見註 3。

10 香港藝術節 (1996) 節目，由蘇翁作劇本整理，「粵劇之家」演出。

11 活動由「影音使團」與「聖地資源中心」合辦，演出片段於電視節目《地

球深度行 V大地的寶藏》播出。

相關網站
千歲粵劇研究院

http://www.hkmcf.com

主恩粵劇戲曲藝人之家

http://www.hkmcf.com/holyfamily

「戲假歸真千歲芯	 福音粵曲分享會後記」

( 載於《中信西雅圖福音中心季刊》，2008 年 9 月 )

http://www.ccmseattle.org/quarterly/pdf/0809issu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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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千歲(華哥)和梁少芯(芯姐)夫婦是香港粵劇名伶，

享譽香江梨園逾半世紀。他們年青時與很多人一樣，心存自

我，並與神隔絕。主耶穌的出現，使他們明白人生的真正意

義。為了報答主的救恩，二人積極參與福音事工，更決定於

2011 年起暫別香港演藝舞台及結束經營多年的粵劇學院，到

世界各地作佈道見證。他們希望可在有生之年，全心全意以

粵劇藝術奉獻上主，將神的恩典帶給其他人。 

兩位當紅的粵劇伶人，為何甘於淡薄名利，以傳揚福音

為己任﹖主耶穌如何走進他們的生命裡，使他們從名利圈中

急流勇退，全心全意順服於神，接受救贖呢﹖

磨難的根源
芯姐於 1969 年婚後不久，便懷有身孕，但嬰孩出生不

久便不幸夭折。年青時一個魯莽決定，是她的人生墮落和痛

苦的開端，此後她長期遭受失眠的煎熬，無法安寢。

失眠症困擾芯姐長達三十五年，像人類活在原罪裡一

樣，如墮深淵。期間撒旦不時對她作出試探，使她常常充滿

嫉妒、貪念和憤怒，對自己的演藝發展更感到不滿和不安；

加上須兼顧自己和華哥的事業，為她帶來與日俱增的壓力，

精神和身體也遭到極大的折磨。

她曾痛苦地跪地哭泣，哀求觀音大士憐憫，助她入睡。

為了能安睡片刻，又遍尋中西名醫、服用安眠藥及感冒藥等

不同的藥物。但藥物並沒有幫助她減輕病情，反而令她的嗓

子乾涸、雙手抖震、身體不協調及記憶力衰退，嚴重影響她

的演出和日常生活。

從困谷走出陰霾
2006 年，禍不單行的事情接踵而來，令芯姐的情緒瀕

臨崩潰，甚至萌生自殺的念頭。後來她經姨甥女的介紹，前

往一間中醫診所尋求治療。芯姐一直有取閱與失眠有關的單

張的習慣，求診那天，身上便携有一張從浸會醫院取得、收

錄了禱文金句的單張。剛巧為她診治的中醫師是位基督徒，

她便拿出來問醫師：「我不是基督徒，可以祈禱嗎？」醫師說：

「耶穌不介意你是否基督徒，向他祈求，他一定能幫助你。」

接著醫師更教導她祈禱的方法。那晚，芯姐關上房門祈禱，

還未說到最後感謝天父的話，便安然入睡至天明 ! 這樣的神

蹟，連她自己也難以置信！如是者，她連續三晚都向上帝祈

禱，自此亦再不需要靠服用藥物，都能睡得香甜安穩，正式

結束了三十五年來失眠的痛苦歲月！

夫妻一同受洗
耶穌不但醫治了芯姐，後來也讓華哥的心靈深受感動。

當時芯姐跟隨姊姊上教會，更決志信主。那段日子她睡得很

好，華哥喜見妻子精神

飽滿，心情開朗，便究

其因由。芯姐回答，耶

穌治癒她的嚴重失眠，

令她心情變得舒暢。

華哥知道這神蹟後，

雖然對耶穌事蹟並不

了解，但想到夫妻

應同心同德，也跟

隨芯姐參與教會聚

會。在唱詩敬拜當

中，深感神對世人無私的大愛，

不期然淚如雨下，更學會以包容寬恕的心對待世上

不公義之事。上帝在華哥身上屢顯神蹟，不但令他本來剛烈

的性情變得溫馴，更治癒纏擾著他的骨刺問題，令他深感神

的醫治大能。

在牧師的帶領下，夫妻二人在神面前認罪悔改，並於

2006 年 9 月決志，同年 12 月一同受洗，接受神的救贖。

願作主精兵	 	讓更多人蒙恩
華哥和芯姐除了成立「主恩粵劇戲曲藝人之家」傳福

音外，亦透過福音事工將神的福氣帶給身邊的人。2008 年，

夫妻二人到加拿大和美國舉行佈道會，當時芯姐最渴望兩位

兒子決志信主耶穌，華哥也在後台跪下向上帝祈禱。蒙聖靈

的感召，兩個兒子在呼召時都站起來，表示決志信耶穌。至

今，他們的家族成員先後共二十七人信主，實在令人鼓舞！

神的愛和應許永不改變，祂醫治一切疾病，又赦免我

們的罪孽，使人的生命得以更新。芯姐回想過去患上嚴重失

眠，實在是個很大的懲罰。她悔改後蒙上帝寬恕，罪得赦免，

並得著無窮的平安、喜樂和盼望，使她十分感恩。華哥的經

歷也是個神蹟，除了性格變得和藹可親，疾病得以治癒外，

神又賜他能力，使平日甚少執筆的他，編撰福音粵劇/粵曲，

讓更多未信主的朋友可以透過粵劇 / 粵曲接觸神的事蹟和話

語。

主耶穌全心醫治前來的病人，使他們憑藉信心，得著

完全的救贖。我們每人心中都隱藏著許多不安、恐懼和黑暗

的靈，只要像華哥和芯姐一樣，願意靜候和信靠上主，並將

一切勞累重擔交托於祂，祂必讓我們得完全的醫治，如新造

的人，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的了。

文
千
歲
、
梁
少
芯
演
唱
福
音
粵
曲
《
教
世
主
耶
穌
》
。

神恩無限	醫治大能

文千歲、梁少芯感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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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文千歲的大名，當今梨園可說無人不識。他是行內公認的靚聲王，嗓音甜潤清亮，

行腔婉轉流暢，富有華采，吐字清晰，唱工備受讚賞。

筆者最初認識華哥 ( 文千歲原名黃富華 ) 大約在 1970 年代晚期。他和賢內助梁少芯到廣

州，與陳小漢及倪惠英合作灌錄唱片，曲目計有:《紫鳳樓》、《夢會太湖》、《花田錯會》、

《七月落薇花》、《賈寶玉與柳湘蓮》、《珍珠慰寂寥》和《重開並蒂花》等。適逢其會，

筆者與先父駱津也參與了音樂伴奏。當時的華哥在香港是粵曲唱片界炙手可熱的寵兒，灌錄

唱片之多，可謂一枝獨秀。但見他待人接物，溫文爾雅，隨和有禮，對待一眾音樂家，非常

客氣；對先父尤其欣賞和尊重，他認為先父琴藝了得，拍和藝術更達化境，是粵劇音樂界的

殿堂級大師。

他來穗的同時，也攜來了香港的粵劇文化──他把自己的唱片《祭瀘水》及電視劇《李

後主組曲》送給我們。《祭瀘水》屬於傳統粵曲，用了行內人所說的硬弓拍和；而《李後

主組曲》則屬顧嘉煇作品，配器與音樂編排都非常優秀，初次接觸，頗有一種震撼的感覺。

它既有流行曲的新意 ( 因華哥運用了粵劇方式的發口吐字去演繹 )，又有古典的味道，教人

眼界大開。當時的祖國屬開放初期，華哥的廣州之行加深了我們對香港粵劇的認識，讓我們

的視野得以擴闊，也豐富了我們日後的創作，真正做到港穗粵劇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影響匪

淺。

近年接觸多了，發現他的藝術修養更上一層樓，除了是演員、唱家，他還當拍和，做編

劇及設帳授徒，集編、導、演於一身！最近他和學生收錄唱片，邀筆者為頭架。大家一起工

作期間，筆者觀察到他的工作態度極為嚴謹認真，處事一絲不苟，對學生則關懷備至，循循

善誘，不厭其煩地耐心講解。

要使粵劇藝術得以延續下去，

培育新一代接班人就是當前急務。

華哥高瞻遠矚，早在數年前已開始

教授一批中小學生學習粵劇基功，

至今已初見成績，只要繼續堅持下

去，成果必定更為可觀。

華哥新近移民美洲，與家人團

聚。筆者跟眾多業界人士與知音人

一樣，希望華哥在彼岸仍能持續傳

揚嶺南戲曲文化，發熱發光！

我認識的文千歲 我認識的文千歲 駱
慶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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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千歲，本名黃富華，行內人都親切地叫他華

哥。華哥不愧是粵劇藝壇中一顆璀璨的明星，他天

生一副清爽甜潤、跌宕悠揚的好嗓子。加上他刻苦

鑽研，唱來韻律優美，感情豐富，達意傳神，自有

一種迷人的藝術感染力。

　　我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知悉文千歲這個名字

的。當時國門初啟，舍弟從香港帶給我一部卡帶錄

音機，還有十幾盒粵曲錄音帶，其中大部份是文千

歲唱的。乍聽新聲，盪氣迴腸，似醉如迷，原來這

時文千歲的粵曲唱帶，早已風靡珠江三角洲，可惜

我當時尚被半囚禁在農村，自歎孤陋寡聞，徒自神

馳而已。

　　1986 年，得紅線女的介紹，我為林家聲寫了

一齣粵劇《多情君瑞俏紅娘》，此劇在香港演出後

反響頗好，大概華哥從此知道廣州有個當編劇的秦

中英，故而親來廣州找我。相見之下，喜出望外，

懇切交談，大慰平生。原來華哥對粵劇的執著追

求，與我同調，其傳統功底的深厚及見解的卓越，

更使我深為敬佩。

　　開始，我為文千歲寫了粵劇劇本《蘇東坡夢會

朝雲》，選擇寫這個戲，主要是從華哥的唱工方

面考慮。歷史上的蘇東坡，作為文學家，自然是出

類拔萃，作為政治家，更有憂國憂民的火熱情懷、

百折不撓的耿直氣概，更可貴的是他那雅潔寬宏、

瀟灑出塵的名士風度。要在一個劇本裏，展現這樣

一個完整的蘇東坡，無疑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

的。在這個戲裏，我只著重寫他與朝雲一段撼人心

魄的真摯感情，使文千歲的唱工在戲裏有充分發揮

的機會。

　　《蘇東坡夢會朝雲》在香港首演時，我專誠赴

港觀看，這是我第一次看華哥的舞台演出。作為一

個演員，論天賦條件，文千歲確堪稱上品、佳品，

他身材高佻，扮相英俊，身段瀟灑，聲音響亮甜美，

加上他功底扎實、感情到位、寸度準確，一出場亮

相，便有一種飄逸出群的迷人風度。在這個戲裏，

華哥對劇中人物的塑造，身段的設計，唱腔的琢

秦中英

磨，看得出來是下過一番功夫的。特別是「夢會」

那一場，華哥發揮得淋漓盡致，演唱得纏綿悱惻，

聽得人蕩魄凝神。劇中，華哥飾演的蘇東坡，在夢

中乍見朝雲踏水而來，只見她羅衣濕透，此時湖風

凜冽，一時間，是驚，是喜，是憐惜，是疼愛，是

感動，是寬慰，那種複雜的感情表現，未待開聲，

已是扣人心弦。作為編劇，能為這樣的演員寫戲，

本身就是一種享受，同時也是一種最大的報酬。

　　隨後，我再為文千歲寫了一個劇本《南俠展

昭》，我寫這個戲，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考慮的，

《蘇》劇基本上是才子佳人式的生旦言情戲，著重

在唱工，這實在未足展現文千歲的藝術全貌，經過

反復商量，華哥提出演展昭，我與他都覺得好，這

是一齣武俠戲，以身段、做工、技藝為主，當然也

有豐富的感情戲。任何戲劇，都是以展現人物的感

情為表現手段的，而在這個戲中，展昭展現的是壯

士之情，俠士之情，正義之情。總而言之，「蘇東

坡」在生死戀情中著重在一個「癡」字，「展昭」

在俠骨柔情中著重在一個「義」字。

　　文千歲對展昭的演繹，確是下過一番功夫。頭

場，大首板後、七槌頭上場，那種爽颯英姿，矯健

身形，舉手投足，都是小武功架，特別是那一雙英

氣迫人的眼神，流光溢彩。本來他就身材偉岸，加

上那精到的演技，甫一亮相，便吸引了全場觀眾的

眼球，及至發現逃難中又險遭奸徒毒手的花月時，

知道她身世淒涼且處境險惡，一種扶危解困的俠義

心腸勃然而起，又不失自己是開封府護衛，包大人

座下辦案差官的身份，他以其特有的持重審慎，為

這難中人安排得穩妥周詳，古道熱腸，令人起敬。

　　給文千歲演的戲，自然忘不了儘量發揮他優美

的唱工，第五場展昭因誤信奸人，身陷惡侯爺的黑

獄內，一大段主題曲，足足唱了九分鐘，由「反線

二黃」開始，一種沉痛、悔恨、激越之情，觀眾看

得出他是火焚五內，從而噴薄而出，撼人心魄；唱

到《雙星恨》以後，想到才訂婚的妻子花月對自己

的深摯真情，再想到她一旦聽聞凶訊的驚駭悽楚，

真是肝腸寸斷，特別是想到花月為他量體裁衣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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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深情，文千歲演唱得層次分明，絲絲入扣，他把飽滿的

感情融入到優美的唱腔中，迸發出一種強大的藝術感染力，

滿場觀眾為之動容，甚至潸然淚下。

　　文千歲演繹展昭，恰當地使用了傳統行當小武的身手

功架，爽朗明快，矯健豪雄，唱做念打，都展現了充滿內

心的感情，把一個南俠展昭，有血有肉、活靈活現地展示

在舞台上。

　　隨後，我再為華哥寫了一齣《李剛三打狐狸仙》，這

個戲文武唱做的要求很高，表演的難度很大，華哥要花頗

多時間去琢磨和錘煉，推遲了很長時間才演出，其間，我

為他夫人梁少芯寫了一齣《紅拂女私奔》。文千歲和梁少

芯，不但是生活上的摯情佳配，也是藝術上的益友良師。

《紅拂女私奔》本來是梁少芯主演的戲，文千歲卻為她深

入細緻地籌度、鑽研，從人物塑造、情節安排和表演手段，

都具體入微地參與商討，「私奔李靖」那一場，紅拂女的

真情卓見與爽朗英風，傾倒了李靖。「風塵三俠」那一場，

紅拂女那種俠氣豪情，灑脫大方的風度，感動了虬髯客，

使他傾盡家財，助李靖創業，其中的表演就傾注了文千歲

的大量心血。

　　作為一位粵劇表演藝術家，文千歲既有優良的天賦，

加上刻苦探求，通過幾十年的舞台實踐，完全可以創立門

派，有望成一代宗師，可惜人活著是需要生活條件的，陶

淵明可以不為五斗米折腰，是因為他有田有園，「歸去來

兮」之後，仍可以遠離塵俗，潛心讀書，還可以過著「採

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閒情幽雅生活。華哥卻沒有這

個福氣，他生活在十里紅塵的金錢世界，在競爭激烈的香

港，若經濟沒有根基，生活便缺少保障！

他不能不為生存而浪用了大量光陰

和精力，華哥的藝術條件本十

分豐厚，而他的人生道路

卻不盡坎坷。上世紀

八十年代前，華

哥已名噪藝壇，蜚聲海外，此時若能潛心探索，鍛鑄己長，

當能突飛猛進，在藝術上更上層樓，就在這個時候，陳笑

風在內地創唱了幾首名曲，如《山伯臨終》、《元和乞食》、

《朱弁回朝》之《哭主》、《祭江》等，在戲迷和粵曲知

音中風靡一時。當時礙於政治環境，這些曲目都不能廣泛

流傳港澳及海外，華哥屈從香港唱片公司之約，重新演唱

這批名曲，既唱別人的腔口，就捨了自己的特色，雖然演

唱成功，亦能風行海內外，然終是別人的東西，難以自成

流派，徒費了大好光陰。到九十年代以後，文千歲夫婦為

避開香港的激烈競爭，夫婦同到珠江三角洲巡迴演出，可

惜所參加的粵劇團，都是內地的三四流貨色，於藝術的探

求、進步毫無幫助，只為了場次奔波，白費精力。這對於

一位有基礎、有條件、有成就的藝人來說，不能不說是悲

劇。

　　最近，經過十年的艱苦悉心培養，華哥滿門桃李，經

已長成，聽說他要淡出粵劇舞台了，一個人的生老，是逃

不出自然規律的，然而一個藝術家的藝術探求、錘煉，是

與生俱在，與時俱進，與世長存的，以文千歲的扎實藝術

功底，豐富的舞台經驗，過去璀璨的創造和探索精神，縱

然淡出舞台，也不難再結碩果，希望他將精湛的舞台表演

藝術，不斷地總結、錘煉、創新，以傳後學，以慰知音，

以繁榮粵劇。

　　東隅雖失，桑榆未晚，願與華哥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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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千歲先生的歌聲伴隨着我成長，

如今只要一聽到他的聲音，便感到無限

親切。因為文伶暢如流水的聲音，使我

回憶起童年時期，依偎在卡式錄音機

旁的情景以及生活的點滴。「大家恭

喜聲聲賀喜，新春快樂日進千里……」

《大家恭喜》、《可愛的紫荊花》、《吉

慶滿堂》等等充滿喜慶氣氛的賀年歌總

會在我家裡響起，輕快的樂聲和著新年

的喜慶，還記得我所居住的城市未曾禁

止燃放煙花爆竹的時候，在年卅晚裡，

這些音樂肯定是與炮仗齊鳴的。

文伶的音色非常圓潤、豐滿和有

磁性。一開口便吸引着聽眾的耳軌。他

對行腔非常講究，聲線從頭至尾都是

那麼規範地貫穿下去，每次的起音到

收尾都和音樂搭配得很和諧，使聽眾

沉浸在歌聲中，久久難以離開。文伶

的華麗聲線使他所飾演風流皇帝、風

流才子的形象，從外到內都透着無限

的倜儻和俊俏。在飾演《花田錯會》、

《牡丹亭之遊園驚夢》、《韓壽偷香》

以及《唐宮恨史之七月七日長生殿》等

等曲目時，他都根據了不同人物性格，

在唱腔上展現了不同的旋律線條和不

同的處理。例如他在《七月七日長生

殿》的一段「士工慢板」中（見譜例A）

第四頓「朕與卿恩愛暮還朝」一句「暮

還」這一小節的尾叮中，文伶採用了音

階下行「士合仮合」的處理，然後翻

高小六度唱至「工」以突出「朝」字；

活動句的一般唱法是唱三拍過一拍序，

但在「縱有三千粉黛」這個活動句中，

他卻是在尾叮直接起唱「帝心只有」，

而並非在尾叮的過序後擸字唱出，從而

給聽眾一個淡定從容之感。由此可見他

對運腔的考究和細膩。字字銜接緊密，

換氣時的呼吸非常精確，令人感到聲斷

悠揚歌聲，腔韻總關情
——賞文千歲的唱腔美感

意未斷，無聲氣運行。

文伶的發聲有別於其他平喉的發

聲。粵曲男平喉的發聲一般較為平直，

但他的發聲位置卻是較高的，而且明亮

通透，收放有度，柔韌有餘，在傳統粵

曲的發聲上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他的唱

腔博取了眾家的所長，在黃千歲的唱腔

基礎上，借鑒了小明星的婉轉流暢和新

馬師曾的大跨度音階跌宕，高音亮而不

尖，中音柔潤抒情，低音沉厚鬆弛而恰

似內心的感嘆吟唱。演唱時高、中、低

任意馳騁，對比鮮明。例如在《漢武帝

夢會李夫人》（又名：《漢武帝招魂》，

見譜例 B）：「梆子慢板」開頭的「翹

首望長空，銀河星耿耿」這兩頓中已形

成鮮明的高低對比；轉反線後，在「頭

戴黃冠，身披著羽衣，足踏還有芒鞋，

相襯」的前三頓中句句下行，「芒」字

拉腔落至低音「仜」，「鞋」字回到

「士」，過序後的第四頓直接翻高一個

八度在「五」音上唱出「相」，而「襯」

字收在「六」音上，這樣的唱腔處理，

文伶突破了平喉梆子慢板上句收「尺」

的傳統唱法。類似這樣的音區跨度在接

後「反線中板」的「忽見她低首沉思，

擺出冷面冰牆，俏目一雙，眉含慍；春

山低鎖暗盈愁，粉臉腮邊猶帶淚，似有

無限傷神」等地方也是如此。其演唱

的音區跨度雖然大，但卻仍然令聽眾感

覺到起伏自然，吐字清晰，每個字的字

頭、字腹以及行腔環環相扣，字代腔

行。字聲的轉換自然柔美，韻味濃郁。

文伶在發聲時還借助鼻咽腔的運

用，這不知是否借鑒了「鼻音歌王」李

向榮先生「豉味腔」的特點而融會貫

通。例如《漢武帝夢會李夫人》一曲中

的「休再問，休再問，往日嗰段風流，

只贏得愁與恨」後的一段長拉腔；《七

月七日長生殿》「賞不盡歌清舞妙」中

的解心腔等等，都是在不覺間借用了鼻

咽拖腔。在《夜祭白芙蓉》裡，第一句

「細雨濛濛，愁罩怡紅」的「濛濛」與

「怡紅」的收音都不着痕跡地輕輕提上

鼻咽，聽下去的感覺是何等的輕盈，文

伶的運聲真是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其實這種發聲方法很科學，他的演唱線

條之所以圓潤，其原因之一就是他的行

腔喉位相對較低，使聲帶施展了盡可能

的振動；令聲音在鼻咽腔裡發揮共鳴作

用是可以將毛、躁、尖、澀等不良的音

色過濾，從而使聲音更加通暢、利落。

因為鼻腔、咽腔、胸腔搭構起來所發出

的共鳴，可以使人感到音色的統一。

在美聲唱法裡，只有在鼻咽腔、咽喉

以及舌根最佳用力的有機結合和平衡狀

態下，才能唱出那通、充、濃、柔、美

的歌聲。如果口腔、咽腔、喉腔、胸腔

搭配得好，能夠做到統一如一的話，就

能令人感到歌者是唱自己內心的歌聲。

內心的歌聲也就是歌唱者整一個狀態都

在歌聲中，只要一進入這個狀態，那麼

他體內所有器官甚至每一個細胞都在打

開，那時候的歌聲才是最感染人的。我

曾經拿着文伶的唱片給曾在西班牙留學

八年西洋歌劇美聲唱法的歌唱家聆聽欣

賞，她聽後感嘆道：「這不愧是藝術家。

他的音域寬廣，聲音自然流暢。其風格

和特色是在行腔及拐彎處都借用了鼻腔

的共鳴且扣得非常巧妙。有一種跟歌唱

融會貫通的感覺，我覺得他是用心去歌

唱，在他的聲音中我找到一點美聲唱法

的體驗和借鑒。」

無論歌唱抑或曲藝都非常講究以情

帶聲，以聲傳情，腔隨情轉，或許這是

歌者發自內心的一種情感體驗。文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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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內心情感也非常到位。在《七月七日

長生殿》一曲中，他將唐明皇李隆基與

楊玉環「夜半無人私語時」的浪漫與溫

馨刻畫得淋漓盡致；《雨夜憶芳容》、

《吟盡楚江秋》、《偷祭瀟湘館》、《七

月落薇花》、《柴桑弔孝》等等一系列

的悲情曲目中，讓人聆聽到他腔中帶

淚，淚中藏聲，聲聲催動肝腸。

文伶予於曲中的情感真摯自然。

對於古典山水畫來說，「自然」就是

「道」，就是「真」，就是「美」，就

是「生命」。「自然」這一範疇在中國

古典山水畫美學中是什麼概念和意義何

在呢？《老子》曰：「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

二十五章），所謂「道法自然」就是指

「道」以「自然」為法則。在《道德經》

裡，「自然」蘊含着兩個含義，其一是

指自然界；其二是指天然，以形容不拘

束、不呆板、非勉強且毫無斧鑿之態的

表現。「自然」的表現是普遍的審美標

準。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必須遵循這一標

準才能達到和諧。莊子發揮了老子這一

思想，並且把人之性情也納入到這一規

律體系。在社會生活中，莊子極看重人

真誠自然的情性表現。所謂「真者，精

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漁

父》），只有真誠自然才能動人。中國

傳統水墨畫是由墨色的焦、濃、重、

淡、清產生豐富的變化，通過自然的筆

法表現出栩栩如生的物像。歌唱和戲曲

亦然。只有用最自然的音色來表現人物

情感，這才是最真摯的。但自然不是粗

糙的野蠻不化，而是源於後天不斷的努

力與刻苦訓練而達到的精緻純樸；自由

不是放肆，而是深刻掌握了規律之後的

得心應手、筆隨意轉、出神入化、鬼斧

天成。「無招勝有招」之獨孤九劍的神

妙莫測源於不斷地揣摩、領悟與實戰，

與絲毫不懂武功的蠻夫之「無招」實乃

天淵之別！聆聽文伶的歌聲，便能感覺

到他的聲音是經歷了千錘百煉的極致。

因此而令到他的飾演純樸自然，賈寶

玉、李隆基、漢武帝、范蠡等等數之不

盡的故事人物角色，到了他身上便猶如

再世一般，不知何者為角，何者為他了；

人物感情隨著他的唱腔而自然流露，他

的唱腔隨著他對人物情感的理解而自然

流動，致使他的藝術作品皆着文伶之色

彩。我想這一切都與他的精神品質及藝

術修養密切相關，所謂「入乎其內，故

能演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

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凡是自然的就是美的，凡是美的都是自

然的。以美為目標，藝術人性化，人生

藝術化，在我看來，這才是走向大道、

走向真理的最好途徑。

文伶以自然優美的聲音線條，為

聽眾勾勒出一幕幕美妙的意境，每一幕

不同情感的意境，都在聽眾心中久久迴

盪。正是餘音繞樑堪聽，婉轉玉喉，悠

揚歌聲，腔韻總關情！

黎 星

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

於廣州星海音樂學院憨人居

譜例 A

譜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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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師父、師母早在 1986 至 87 年開始

結下台緣。當時我在梁品
1
叔的班學做手下

的時候，在當時八、九十年代差不多所有落

鄉台腳都是文千歲師父的天下，十班着了七

班都是他的演出。而當時我學戲的時候，每

逢落鄉都在台上睡覺，每逢日場演出完都在

台上練功，而師父又是很早便上台的老倌，

可能是這樣的關係，他問這個是誰的兒子，

有人說：是光哥
2
的兒子。師父便問我父親：

「收你的兒子做徒弟好嗎？」於是我爸爸找

我說：「文千歲想收你做徒弟，好嗎？」我

說：「文千歲是誰？」爸爸說：「呢個好好架，

識好多嘢。( 這個老倌很好，很資深。)」

我便答應了。想到拜師的一刻，又跟大家分

享一下。

　　當年應該是 1988、89 年在美孚百麗殿舞

台，師父是一個很講究行內規矩的人，他自

掏腰包買燒肉、煙、糖，寫紅紙，拜天地，

拜華光，完全遵照傳統儀式做，還有很多記

者、叔父前輩為證，而我第一次見報就是這

次
3
( 見圖）。

　　在 1989 年那年，師父、師母帶我到美、

加巡迴演出，去了差不多一個月，早上師父

與我練功，下午教我唱工，晚上演出，有時

間多，他倆帶我逛街看看外國人生活、風景

我和師父、
   師母的緣

等，無微不至，而這次也是我的第一次出埠。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喜與樂可跟大家分享，

但書面上不能寫得完，還是寫上祝福語吧。

　　在我知道他倆要回美國的時候，我沒有

傷感，反而替他倆開心，因為我覺得家庭是

最重要的，在香港這繁榮社會，即是繁忙社

會，我本人都要想盡辦法找時間陪兒女，何

況他們分隔兩地。在此我祝福他倆活得開心，

活得精彩，希望有機會下次跟大家分享其他

的喜與樂。多謝。

游龍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本文經編者略作修訂。

1 梁品 (本名梁堯品 )，已故香港著名班政家，曾替李少芸及

唐滌生擔任「後生」( 即年輕雜役 )，約二十餘歲開始組織

戲班。父親梁恆泰為著名粵劇武師，享「飛天恆」之美譽、

弟弟梁曉輝及梁少松分別為著名提場及粵劇武師，子女大部

份均任職粵劇或電影工作。

2游龍(本名黃健文)生於梨園世家，祖父黃永珠(粵劇武師)

與父親黃志光 (衣箱人員 )均為資深香港粵劇從業員。

3文千歲收游龍為徒之傳媒報道如下﹕

文千歲於本月十一日在百麗殿演出時收徒弟，為師替徒改

藝名「游龍」，因為文千歲做神童時曾改藝名「若游龍」，

現收第一個徒弟故取名「游龍」作紀念。收徒儀式時有訓言

「孝順父母、尊師重道、飲水思源、切勿忘本。」希望徒弟

不枉做師父的心意。

(載《金電視》(737 期 )，1989 年 9/10 月號。)

文千歲、梁少芯及游龍於「千芯桃李十載情」歡送晚宴

中合照，2011 年 3 月 6 日。

文千歲收游龍作首位徒弟時之

雜誌報道。資料來源﹕《金電

視》(737 期 )，1989 年。

游龍參與「心連芯戲曲雅集」

主辦之「文千歲唱片名曲之夜 

心連芯戲曲實驗演出」，演出

折子戲《寶蓮燈之劈山救母》，

擔演沉香一角。(1996 年 1月 )10



　　在千歲粵劇研究院上下，一眾大大小小的同學

都以「華師父、芯師父」稱呼華哥、芯姐，少一個字，

卻多一份感情，師父師母這個稱謂只亞於「爸爸、

媽媽」。時光雖短，師父與我的感情卻不受時間長

短的影響。

　　2007 年至今四年時光，與師父相處相當愉快，

當然以師父幾十年的舞台經驗，短短數年，自問未學

及一二，尤其是師父唱工，更是望塵莫及，常自慚未

盡全力，愧未能將師父所教，存為己用。除了舞台上

的藝術，師父對於我舞台下待人接物亦相當重視，每

當師徒閒話家常，總問及我的戲班生活，更寄言「少

說話、多看戲」、安守自己本份、切勿同流合污等，

此等人生格言，畢生受用，無論台上台下，貫徹始

終，問心無愧，這正是師徒間最真誠的交往。

　　2011 年 3 月，當師父師母完成學院結業演出，

便會遠赴美國享受退休生活。目下分別，當然有依

依不捨，但師父貢獻粵劇幾十載，亦

是時候享受人生，作為徒兒，亦

應為其選擇感高興及支持。

適逢「香港電台」拍攝

特輯「香港故事」，

主題為「師徒」，

正好為我倆分別之時，師父離開舞台之日，留一記

錄，其中珍貴不菲。師父在整個拍攝期間，如數家珍，

論盡梨園，極力配合拍攝，無非想我受更多人認識，

愛護之心，不言而喻。

　　目今師父遠在彼邦，幸喜時下資訊發達，師徒間

在網上互相通問，從上傳相片亦可知兩人近況；偶遇

難題，亦不愁請教無門，縱然相隔萬里，猶如隔鄰。

在此衷心希望師父師母二人生活愉快，主恩滿載！

黎耀威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師父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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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自幼愛穿梭戲棚看粵劇的坪洲小子，夢

想就是像當日台上的粵劇老倌一樣可以粉墨登

場，獨當一面，演出不同的人物、故事，實

現自己理想。今天我都一一成就了，這

段粵劇生命是由三個人賦予我的，

他們就是師公文千歲、師婆梁

少芯及師父游龍。我今天的

粵劇生命得來不易，維持

也很艱難，因為要穩固自

己是游龍徒兒及文千歲、

梁少芯徒孫這個名銜不是

一件易事，更加是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

　　原名羅德名的我在十多年前的機

緣巧合之下認識游龍，當年一臉孩子

氣的我甚得他歡心。還記得師父以前

一見到我就很喜歡揑我的臉頰，對我

特別愛護。主要是我的單親成長背景

令他同情和疼愛，促使他願意用心去

栽培我去實現粵劇夢想。

　　第一次與游龍近距離接觸是看曲

藝演出，他當時是那團體的御用掌板

師傅。及後那團體也大膽邀請我演出，

我首次開腔演唱的是《雷鳴金鼓戰笳聲

之送別》。開局後游龍對那些團員說：

「這個小朋友很有潛質，叫他好好學

習。」故此那些團員就立即回應說：

「那不如你教他吧！」當時游龍問我：

「小朋友想學甚麼？」我說：「好呀！

你會教我嗎？」游龍回應說：「當然

千芯夢 三代情

龍玉聲參與「文千歲藝術專場」，於新光戲院與文氏

同台演出《蘇東坡夢會朝雲》(2010 年 12 月 2 日 )。

會！」我當時即刻跟游龍互勾尾指，說：

「一言為定！」游龍回答說：「一言為

定 ! 以後你就是我的徒兒，我會盡心盡

力教你！」我連忙開心的回應：「多謝

師父!」一段很單純的師徒緣從此結下。

　　我與游龍結師徒緣初期，他的生活

是最落魄最低潮的。因為當時他新婚後

初為人父，很少演出，擊樂事業又未穩

定，還要負擔一個未會向他回報甚麼的

徒兒，當時的他還可以很正面的教導

我，直到今天都未有罵過我半句。

　　師父對我教導很全面，拿著高胡、

口唸鑼鼓來教我唱粵曲，讓我知道粵曲

叮板及鑼鼓口訣。更教我粵劇基本功、

妝身穿戴，粵劇粵曲的規則和戲班規

矩。在他的教法中，最令我終身受用的

是教我如何在戲班生存，如何面對戲班

的人與事。師父經常帶我到戲班認識很

多前輩與後學，更會帶我與他們一起吃

夜宵，讓我更深切的了解到香港的粵劇

工作者的真實一面，使我不要看得戲班

太美麗。師父時常提醒我：「名仔！師

父教你做戲不是要你用粵劇謀生，你的

責任是努力讀書，將來自己有能力賺錢

將粵劇的藝術提升，做一個有質素的粵

劇工作者，這就是報答師父了。如果有

一天你沒有穩定的工作而要投身粵劇行

業，你不可再叫我做師父，因為我不會

再認這個徒兒。」

　　多年來師父也為我找尋很多演出機

會，對一個沒有演出經驗的我能夠有機

會演出，師父為我花費很多心血和金錢。

演出不只是粵曲演唱會、折子戲，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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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帶我到新加坡走埠演出。還記得 2003

年，他為我改了藝名「龍玉聲」，帶我

到新加坡演出《雷鳴金鼓戰笳聲》及《桃

花湖畔鳳求凰》的折子戲，演小生行當，

但這是我最痛苦的經歷！因為師父所教

我的演出程式與新加坡的業餘演員配合

不了，大家的介口及排場有很大的出入，

綵排後演出前我都驚到半痴，師父對我

說：「名仔！師父見你這樣怕，其實我

也很擔心你。但我所教你的演出程式是

完全正確的，演出結果如何也好，開開

心心放鬆的演吧！師父會收貨！」結果

當晚演出很順利，更得到觀眾及班主的

認同。及後師父在香港也大膽向其他花

旦拍檔讓我在他們擔綱的演出擔任小

生，賺取演出經驗。最深刻一次是師父

與徐月明擔綱的《王寶釧》，師父用心

教我舞台上所需要的一切，但碰上香港

職業演員令我更加驚慌。最記得擔演小

生行當「蘇龍」一角的我，站在虎度門

見到當時擔演「魏虎」一角的師叔黎耀

威的眼睛已經被嚇倒了，在演出時大打

折扣，很慚愧。演出後師父問我：「名

仔！今日覺得自己演出如何呢？」我回

答說：「師父對不起呀！我今日演出很

差！好醜怪！」師父回答說：「名仔！

師父覺得你不太差，是可以接受的。」

但我從此對自己的演出要求更高，反思

更多。

　　由我大學畢業至今，我既是一個粵

劇工作者，更是一家跨國公司駐香港及

國內辦事處的總經理。師父！多謝您！

沒有您的栽培，就沒有今天的龍玉聲！

　　游龍是文千歲、梁少芯的入室弟

子，這是一段超過二十年的師徒關係。

在我跟隨游龍學藝期間經常都會與兩位

師公婆見面。特別的是我每次到後台向

師婆梁少芯講早晨時，她總會微笑對著

我說：「你好乖呀！」，而師公的性格

比較嚴肅，很少與我說話。直到師父的

工作愈來愈忙，他便要我到「千歲粵劇

研究院」跟隨師公師婆練，更囑咐我：

「師父沒有時間，你要好好幫我照顧兩

老，學院如有甚麼工作可以幫輕他們的

一定要做，因為他們是我再生父母。」

我二話不說便服從了。

　　初到「千歲粵劇研究院」學藝，那

兒的學員都知道我是「大師兄的徒兒」，

所以對我份外關心，但少不免會遇到一

些挑戰。還記得有一次幾位學員用我的

藝名作笑柄，我沒有作聲，自己躲起來

哭。師婆知道了便來抱著我，親親我說：

「傻小子！他們說笑罷了！不要放在

心！師婆知道你敬愛師父，不想有人踐

踏師父給你的藝名，不要因此不開心，

師婆疼你就行啦！」之後到師公來安慰

我，我便哭得更悽厲，他又是抱著我，

親親我說：「名仔不要這樣！你乖，師

公會將最好的全給你！你想學甚麼師公

都會教你！」冷靜一會後，回想一下，

師公師婆很重視我這個徒孫，至今他們

對我的承諾也沒有落空。

　　「千歲粵劇研究院」於 2011 年 2

月 28 日正式結業了，回想在學院這幾

年，我與師公師婆兩老經歷了很多。在

這幾年間，我協助他們處理學院的行

政、學生匯演及統籌他們戲班的事務，

讓他兩老的工作壓力都輕省下來。初期

看他們製作學生匯演的花費，為學生添

置戲服及道具，真的花了自己不少老

本，所以我決心為他們把關，讓收支公

平公正，時至今日效果都很理想。主要

是他兩老對我真的很信任，不論對外對

內都可以放心讓我為他們安排，這份關

係，就比親人更加親。

　　在這幾年間最痛苦的經歷，就是協

助他兩老帶學院的學員到加拿大溫哥華

及多倫多演出四場。由籌備到演出，我

的眼淚是沒有一天不流的。當時一班千

連芯青少年演員年齡與演齡還幼，妝身

穿戴都不懂，我在加拿大幾天演出都要

擔當台前幕後的工作。開鑼前一晚師父

與我訴說師公以前的演出經歷，說當年

有一次師公在大會堂演出《隋宮十載菱

花夢》，頭場身穿大靠威威風風地咬著

雉雞尾出場走鑼邊花，當時的提場在師

公紮架時落幕，師公在沒有關咪的情況

下大罵那個提場。當時我笑到半死，但

想不到原來第二天竟發生在我身上。

　　在溫哥華的第一場演出，我與好朋

友兼師叔黎耀威擔當提場工作，舞台與

後台都兼顧。我坐在舞台監督的座位，

通知控制室起幕，那一場是師公師婆演

《碎鑾輿》。師公把劇本修改，分場

先由街景打馬返公堂。我見師公圓台準

備入場時便叫控制室準備落幕轉景，但

控制室馬上落幕，師公還有半句滾花未

唱，收不到下句入場。我當時不知如何

是好，但見師公在台口發脾氣說：「算

啦！」

　　換上公堂景後，師公師婆依然演出

成功，但我在虎度門不斷的流淚。在音

樂池掌板的師父望上來見到我，他的眼

神都為我擔心，為何昨晚說笑今日竟發

生在我身上？演出後師公返到後台卸

妝，我便跪在師公面前道歉，師公開口

說：「算吧！你都不想的！」之後我便

大哭說：「對不起呀師公，我累到你演

出唱不完半句滾花！」結果他兩老抱著

我說：「不要這樣，這樣我們會比你更

難過！」當時師父也在旁守望，三代人

如此經歷，真的難得！

　　在 2006 年師公師婆信奉基督教，

時時刻刻都向我傳福音，我當然很難接

受，更常常與師父商量如何面對他兩老

的信仰轉變，而大家的結果都是見步行

步。但我自己回想他兩老多年都是將最

好的給我，為什麼我不可以嘗試去了解

他們的信仰呢？我慢慢的接受，更跟隨

他們信耶穌去享受教會生活。班政及學

院行政以外，在香港與海外邀請他們傳

福音工作的複雜事務接踵而來。因為對

外的教會都是很多知識份子，而我們的

信仰生命仍是很短暫，面對很多不同的

問題與挑戰，大家都用時間及精力去解

決。這幾年大家都會認識很多不同背景

的基督徒、牧師及朋友，信仰令我們生

命改變，追求與神的關係之餘他們也願

意放棄工作，真正投入傳福音工作並與

美國的子孫團圓，而我就是他們第一位

諮詢對象。

　　有一個晚上師婆與我商量，說：「師

公師婆這幾年間到過香港很多地區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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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更到過美加、歐洲及東南亞多個國

家傳福音，眼見世界很大，需要福音的

人很多，而且在香港的工作及生活愈來

愈艱難，想找更有人生意義的事去做，

所以我們想放棄香港的工作，逐漸淡

出粵劇舞台，正式投入傳福音工作，更

加回流美國與子孫團聚享天倫之樂。名

仔！你會不會支持我兩老的決定呢？如

果你不支持，我們會繼續留守的！」我

回應：「師婆，其實我也不想你們在香

港繼續捱，你們從來都沒有得到甚麼回

報，其實在美國的家人更加需要你們，

我也希望你們餘下的時間可以開開心

心，實踐自己的夢想去遊歷世界各地，

與家人共渡晚年。」這次談話後我便為

他們負責返美國的一切安排。

　　前一陣子師公跟我說：「名仔！師

公留下跟了我幾十年的妝身箱跟平頭箱

給你作為記念，你自己有時間入倉喜歡

那一套師公的私伙 ( 私人戲服 ) 就自己

留起，將來有機會演戲有擔箱就夠行

頭。」我當時的心情既開心又感動，回

應一聲：「多謝師公！」而師婆的心意

就希望我可以做一個有質素的粵劇工作

者，不希望將來返香港見到我成了一個

「戲班佬」。我也笑說，如果我成了戲

班佬，第一個殺死我的一定是游龍了！

所以你兩老都不用掛慮，我會好好的活

下去。

　　時間過得很快，忙了文千歲藝術專

場的三場演出後，便密鑼緊鼓的安排千

歲粵劇研究院的九場結業演出。最尾一

場的演出是我與師婆唱兩老的首本名曲

《情僧夢會瀟湘館》，當時是九晚演出

的最後一場，我是最累最沒有精神的，

最後我都成功地演出，向觀眾交代了。

演出結業匯演期間也在準備返美的事

情，大家都抱著期待返美的一刻。師公

在演出最後一場時，他在妝身箱的鏡面

上題上「龍玉聲」三字，我也替他把箱

蓋好並鎖上他的妝身箱，很有意義。文

千歲便暫此離開香港粵劇舞台了。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又到了 2011

年 3 月 13 日返美國的那一天。有很多

同學與朋友都不捨得，但有誰會知道我

其實是最不捨得的那一個人呢。我已經

把香港的工作放下，與師公師婆一起返

美國生活一個月時間，待他們的生活穩

定下來後，我才回港找工作，我知道這

樣安排才可放心。我覺得我個人的能力

和條件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是很容易

的，但是我與師公、師婆、師父這三代

人的感情，一輩子都難以再遇上的了。

　　機場入閘後，大家的心情都是喜樂

的，突然收到師父來電，因為他當日要

工作未能送行，所以問我安排是否順

利。其實師父也不捨得他們，因此最後

一刻也致電問候。在飛機上十二小時的

航程中，我回想很多過往的事情與經

歷，在夢醒時眼看兩老坐在我身邊睡得

很甜，我就知道終於可以帶他們返家

了，餘下的只有一個月，我會好好珍惜。

我最後不禁哭了，我捨不得的感覺終於

來了。

　　回到美國，兩老的子孫都在機場等

候，並很興奮的接待他們，返到家中他

們都是一臉的滿足。這個月我們都遊覽

過很多地方，先在洛杉磯市場玩樂，再

到夏威夷參與佈道會及遊覽，也到過墨

西哥及三藩市，一切都是師婆的心意。

兩老更不時為我打算，想我留在美國一

起生活，可惜我在香港的家人與朋友更

加盼望我返家，所以人生是這樣的難，

我們只可以接受現實。

　　最不想接受的是我離開美國的一

刻，但我知道我真的放心了。他們送我

機時我真的不捨得，我在美國得到一班

真心真意對待我的家人，使我更加不捨

得。到我與師公擁抱時，開始大哭了，

我沒有說一句話，師公在我耳邊說：「名

仔！以後再多多保重，返香港好好生

活，多點上教會，不要留戀戲班生活，

你不是屬於戲班的，因為你是與別不同

的！」再到我擁抱師婆時，我兩都在嚎

啕大哭，師婆卻在我耳邊說：「名仔！

你很乖！很愛惜我兩老，回去要保重，

師公師婆永遠都疼你！我們身邊有兒孫

照顧我們的了，不用擔心我兩老！如果

未有工作，師婆希望你返美國一起生活

吧！不要哭了！」師婆並用手幫我抹眼

淚。最後我說一聲再見，便一口氣哭著

入閘，不敢回望，不想見到兩老的眼淚。

飛機升空了，很殘忍的將我送走，也為

我在香港的生活重新寫上新的一頁。

　　回到香港，上網看我的 FACEBOOK，

兩老都在留言﹕

師公：Thomas，真情可見，你要多多保

重，FaceBook 多說真心話，師公師婆永

遠視你為親生！保重呀！我回應：師公，

知道了，你們要開開心心的生活，我就

安心了 ....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我們開

心的時間和所有的經歷，一切盡在不言

中 ... 保重 ... 永遠愛著你倆 ...

師婆：名仔，機場分別，真是難捨難離。

感謝神恩典，賜一個咁好嘅徒孫俾我，

呢份婆孫情永在我心裡，陪我終老。你

所牽掛嘅心事，就交托給神吧，不要太

快找工，多點時間休息，多多保重，永

遠愛錫你的師婆。我回應：師婆，知道， 

我地呢三代的感情是十分難得，我生生

世世都會珍惜你兩老，永遠愛你們 ...

　　日後我在香港也會繼續為兩老主理

「主恩粵劇戲曲藝人之家」的福音工作，

希望師公回到美國後可以有更多時間寫

福音粵劇粵曲。雖然大家在異地，但是

福音工作是絕不會間斷的。師公也承諾

為我做點事，他說會為我寫兩首福音粵

曲，其中一首是寫若瑟的生平，另一首

以警世為題材，將會與他的歌曲一併灌

碟，我真的感動！作為文千歲和梁少芯

的徒孫，雖然我沒有師公、師婆與師父

的百分之一的藝術成就，但我有信心將

他們的藝術精神與堅持和對我所付出的

感情流傳到永遠。

龍玉聲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左起 )文千歲、龍玉聲及梁少芯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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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國春秋》
1987 年首演，為「新編歷史袍甲名劇」，主題曲《周瑜歸天》( 第九場 )

及《柴桑弔孝》( 第十場 ) 由文千歲先後飾演周瑜及孔明。演員包括文千

歲 ( 先飾周瑜、後飾孔明 )、謝雪心 ( 飾小喬 )1、賽麒麟 ( 飾劉備 )、廖

國森 ( 飾孫權 )、招石文 ( 飾張飛 )、任冰兒 ( 飾孫尚香 ) 及龍貫天 ( 飾

趙雲 )等。圖 1為提場梁曉輝持曲之劇本封面 (左，21 cm x 29.5cm) 及

「千鳳鳴粵劇團」於百麗殿舞台演出此劇之宣傳單張 (右 )。

2.《仙凡未了情》
1987 年首演。演員包括文千歲 ( 飾李逸 )、謝雪心 ( 飾梅花仙子 )、招石

文 ( 飾福伯、王母娘娘 )、賽麒麟 ( 飾龜師爺、旗牌官 )、廖國森 ( 飾龍

太子 )、龍貫天 ( 飾白鶴童子 ) 及任冰兒 ( 飾小仙 ) 等。圖 2 為文千歲持

曲之劇本封面 (21 厘米 x29.5 厘米 )。

3.《玉郎寶劍定江山》
李少芸編劇，「寶寶劇團新編巨劇」。開山演員包括陳寶珠(飾柳襄卿)、

李寶瑩 (飾金映雪 )、新海泉 (飾柳橘 )、任冰兒 (飾秋蝶 )、文千歲 (飾

龍占奎 )、靚次伯 ( 飾金天寶 ) 及高麗 ( 飾突厥公主 ) 等。圖 3 為文千歲

持曲之蠟印劇本封面 (18 厘米 x 25 厘米 )。

4.《紅拂女私奔》
秦中英編劇，陳永玲擔任藝術指導。1995 年 8 月 25 日於新光戲院首演，

為「金敦煌粵劇團」第一屆「新編隋唐傳奇粵劇」。開山演員包括龍貫天

(飾李靖)、梁少芯(飾紅拂女)、尤聲普(飾虬髯客)、廖國森(先飾楊素、

後飾李世民 )、新劍郎 ( 飾楊英奇 ) 及陳嘉鳴 ( 飾張翠翠 )。圖 4 為原著

劇本首頁(左，複印本，32.5厘米x 21.5厘米)及首演之宣傳單張(右)。

5.《展昭》
即《南俠展昭花月情》，秦中英編劇，文千歲劇本整理，1995 年首演。

開山演員包括文千歲 (飾展昭 )、尹飛燕 (飾花月 )、尤聲普 (飾包公 )、

新劍郎(飾傅飛絮)、陳嘉鳴(飾如玉)、廖國森(飾英武侯)、蔣世平(飾

公孫策)及葉文笳(飾孫大娘)。圖5為此劇原劇本演員表一頁(影印本)。

6.《客途秋恨》
由「富榮華粵劇團」演出。演員包括文千歲 ( 飾繆蓮仙 )、尹飛燕 / 梁少

芯 ( 飾麥秋娟 )、新劍郎 ( 飾賈天鵬 )、陳嘉鳴 ( 飾公主 )、尤聲普 ( 飾

周達仁)及李名亨(飾太師)等。圖6為文千歲持曲之影印用本封面(29.5

厘米 x 21 厘米 )。

7.《唐宮恨史》
阮眉編劇。圖 7為文千歲分別與盧秋萍及梁少芯演出《唐宮恨史》之資料

單張。

8.《風流文士戲宮花》
「特煩文千歲扮美維肖維妙拍爛手掌」之作。為「千群粵劇團」第三、四

屆演出劇目，先後於香港新光戲院及利舞臺等地演出。由文千歲 ( 飾王

藻 )、王超群 (飾趙英媛 )、尤聲普 (飾王守廉 )、阮兆輝 (飾鮑昭暉 )、

任冰兒 / 李鳳 ( 飾翠翹 )、蕭仲坤 / 招石文 ( 飾宋太祖 ) 及葉文笳 ( 飾宋

太后 )等演出。音樂領導為劉建榮，擊樂領導為宋錦榮。圖 8為文千歲持

曲之油印本封面 (19.5 厘米 x26 厘米 )及演出單張。

9.《李剛三打白狐仙》
秦中英編劇，文千歲參訂。2001 年 12 月 17 日由「千群粵劇團」於新光

戲院演出，為「不惜巨資新編名劇、神話袍甲武打多源 (元 )化的好戲」

( 單張宣傳用語 )。開山演員包括文千歲 ( 飾李剛 )、王超群 ( 飾玉屏、

白狐仙 )、尤聲普 (飾岳擎天 )、新劍郎 (飾岳凌雲、皇帝 )、廖國森 (飾

方正 )、李鳳 ( 飾李母 ) 及林寶珠 ( 飾琵琶精 ) 等。音樂領導為譚兆威，

擊樂領導為陳小龍。圖 9為此劇宣傳單張內頁故事簡介部份。

10.《南宋文天祥》
葉紹德編劇，由「心連芯戲曲藝苑」於 1996 年 7 月 24 日首演。演員包括

文千歲 ( 飾文天祥 )、梁少芯 ( 飾文妻 )、任冰兒 ( 飾文母曾氏 )、李名

亨(飾文璧)、趙笑珍(飾文道生)、徐月明(飾文柳娘)、梁天(飾伯顏)、

敖龍 (飾杜滸 )、蔣世平 (飾劉子俊 )及陳榮貴 (飾呂文煥 )等。

1. 根據原劇本記錄，謝雪心及任冰兒分別擔演小喬及孫尚香。唯「千鳳鳴粵劇團」宣傳單

張 (1987) 則記錄擔演孫尚香者為謝雪心、小喬為任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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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珊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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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者 捐贈日期 獲捐藏品

廖玉鳳小姐
2010 年 10 月 28 日

《香港仙樂曲藝社成立二十八週年會刊 1980-2008 年 )》、《超凡入聖關

雲長》、《關聖帝君迎聖大典暨深水埗關帝廟門樓落成典禮特刊》各乙本；

《唐宋風雲》光碟及《仙樂曲藝社粵曲班導師演唱會》光碟各乙隻

2011 年 3 月 29 日 粵劇及潮劇資料單張及戲票共五項

廣東省繁榮粵劇基金會 2010 年 10 月 28 日 《秦中英粵劇劇本選集》乙本

梁麗榆小姐 2010 年 11 月 5 日 粵劇海報 184 張

湛黎淑貞博士 2010 年 12 月 9 日 《香港粵劇敍論》乙本

盧譚飛燕女士 2011 年 1 月 12 日 《鳳冠情事》DVD 乙隻、《粵曲之》乙本

香港中華藝萃研究會 2011 年 2 月 27 日 《蘭刊》八冊 、《宋衡之文集》乙本

魏紫燕小姐 2011 年 2 月 28 日 《欄‧觀‧集》乙本

王侯偉先生 2011 年 3 月 3 日 《清宮恨鎖西湖情》唱碟乙隻

余少華教授

2011 年 4 月 27 日
《舊本粵劇叢刊》(共十二冊 )、《新月唱片曲本》(共三冊 )及《潮劇

研究資料選》(乙冊 )

2011 年 5 月 16 日
《粵曲探索》、《粵劇研究資料選》、《廣東粵劇院演出劇本選集 (第一

集 )》、《廣東粵劇院演出劇本選集 (第二集 )》各乙本

戴寶嬋小姐 2011 年 5 月 2 日 《金玉觀世音》場刊乙本

楊李幸星女士 2011 年 5 月 18 日 《美西八和歲月光輝二十年》特刊乙本

賴宇翔先生 2011 年 5 月 18 日 《佛山藏木魚書目錄與研究》乙本

林麗芳女士 2011 年 7 月 19 日 《王粵生作品演唱會（王粵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活動 )》(碟一至三）一套

戲曲資料中心獲捐藏品

為慶祝澳洲本迪戈復活節慶及向海外人士

推廣粵劇文化，澳洲大金山金龍博物館 (Golden 

Dragon Museum, Dai Gum San) 今年特邀香港中文

大學粵劇研究計劃及香港八和會館於復活節期間

合辦「澳洲本廸戈 ‧ 香港粵劇文化交流計劃」，

於當地公演粵樂、粵劇折子戲及舉行粵劇展覽，

讓海外人士親身體驗粵劇粵樂文化。

粵樂及粵劇環節已於 2011 年 4 月 23 至 24 日

假大金山金龍博物館旁演區進行。2011 年粵樂表

演由名家麥惠文及煒唐分別擔任音樂領導及擊樂

領導，演奏名曲包括《富貴榮華》、《娛樂昇平》、

《禪院鐘聲》、《雨打芭蕉》、《餓馬搖鈴》、《旱

天雷》、《連環扣》及《得勝令》。粵劇演出戲

碼為《殘夜泣箋》(陳咏儀主演)及《乾元山》(康

華主演 )，展演廣東粵劇文武場不同的表演技巧和

特色。有現場英語介紹配合演出，觀眾亦可透過

英文節目單張了解演出基本資料。

粵劇展覽於本廸戈旅客資訊中心 (Bendigo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re) 舉 行， 展 覽 主

題 為「Cantonese Opera in Australia over a 

Century( 澳洲粵劇 ‧ 百年回顧 )」，除了透過展

板介紹粵劇在澳洲百年間的發展情況外，現場亦

展出部份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所藏之粵劇

曲本、劇本、戲橋、書籍、相片及服飾等珍貴館藏。

  中心活動簡訊

1. 粵劇展覽於本廸戈旅客資訊中心 (Bendigo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re) 舉行。

2. 粵劇演出《乾元山》，由康華飾演哪吒。

3. 粵劇演出《殘夜泣箋》，由陳咏儀飾演唐琬。

4.澳洲大金山金龍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及香港八和會館演職員於演出後合照。

(2011 年 4 月 24 日 )

1

2

4

3

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四 上午 8時 45 分至下午 1時、下午 2時至 5時 30 分

星期五 上午 8時 45 分至下午 1時、下午 2時至 5時 45 分

周末及公眾假期休息

(團體或使用特別藏品可另行預約 )

通訊出版小組
總編輯 盧譚飛燕

執行編輯 張文珊

戲曲資料中心職員 (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 8 月 )
主任 蔡燦煌(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2010年9月至2011年３月)

 麥嘉倫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2011 年 4 月至 8月 )

副主任 盧譚飛燕 (香港中文大學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 )

 戴淑茵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

顧問 王建元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

 余少華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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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陳國賁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 )

 陳澤蕾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

 黃綺雯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

行政統籌 張文珊

研究助理 彭淑賢

查詢
地址 沙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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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http://corp.mus.cuhk.edu.hk/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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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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