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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清光緒年間，至今已有 130餘年歷史，一直是廣東粵劇從業
員的專業組織。1953年，香港八和會館註冊成立，以弘揚傳統粵
劇藝術為宗旨，不單積極向公眾推廣粵劇，也關注粵劇藝術演員及
從業員的專業發展和承傳工作。香港八和會館一向積極參與社會公
益事務，為香港註冊的慈善團體。

以油麻地戲院為新秀搖籃，全方位培育粵劇界台前幕後的接班人。
計劃得到七位粵劇界名伶（尹飛燕、王超群、吳仟峰、吳美英、陳嘉鳴、 
新劍郎、龍貫天）支持，擔任藝術總監，連同客席藝術總監李奇峰及
羅家英執手教導過百位新秀演員，把粵劇這門博大精深的藝術傳授
予新一代粵劇演員。計劃透過每年過百場的粵劇演出、導賞講座、
學生專場及多項推廣活動，向觀眾展示香港粵劇新秀演員的實力，
並藉此吸納更多年輕觀眾，讓年輕觀眾欣賞這項傳統中國藝術的真
善美，將這項本土非物質文化遺產發揚光大。

在計劃踏入第十年的同時，為配合油麻地戲院於2021年底起進行的二
期發展工程，演出將暫時移師高山劇場，繼續為觀眾呈獻最精彩的節目。

相片由HKPPN香港專業攝影師聯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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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貫天

推介劇目 FEATURED PERFORMANCE

 — 岳清

唐滌生為新艷陽編寫《洛神》是浪漫主
義傑作，把曹丕、曹植和甄宓的三角
關係，刻劃得淋漓盡致。此劇首演於
1956年 4月 25日，開山演員：陳錦棠 

(飾曹植 )、芳艷芬 (飾甄宓 )、黃千歲 (飾
曹丕 )、梁醒波 (飾陳矯 )、譚倩紅 (飾
德珠 )、英麗梨 (飾梨奴 )、白龍珠 (飾
卞后 )、李學優 (飾曹操 )。

如果不是筆者聽過當年演出的現場錄音，
實在不知道各位演員的精采之處。陳錦棠
的痴情演繹兼有火爆傲氣，黃千歲的密謀
心計帶出奸險難測，芳艷芬的柔情似水令
人同情其左右為難。還有白龍珠，他的婆
腳戲有其獨特風格。梁醒波和譚倩紅雖是
綠葉，但對角色揣摩準確，戲味充沛。

〈雙洞房〉旁敲側擊 
第三場：泥印本上註明場景為「華麗孖房
景，分金銀兩色」，以區別兩兄弟的身份。
雙洞房的設計場面，是十分新穎的演繹。
新房內，卞后先行向宓妃訓示，為免日後
曹丕和曹植兄弟不和，囑咐宓妃切記不可
再對曹植有絲毫留戀。宓妃無奈答允。曹
丕進新房後，攻於心計，以言詞逼迫宓妃，
要她碎杯以明志，才肯罷休。曹丕扮作酒
醉，故意向宓妃吐露心聲，欲剷除曹植，
免他日後爭奪儲君之位。宓妃洞悉兇險，
才有密約曹植於梨香苑，致使他身陷險境。

首演後於《新晚報》，「標準戲迷」紀錄
了以下藝評：「呢場戲算係起高潮，芳姐
拜堂之時，見咗個丈夫不是愛人，個種
幽怨嘅表情，可謂無得彈。黃千歲心懷叵
測，以為得到芳姐做老婆，可以利用來
打擊陳錦棠，以便將來奪取王位嘅演技，
都幾乞人憎。陳錦棠因失意，由文靜變
為暴戾，做得合晒戲路。肥波因達到目的，

雖係受錦棠糟撻［蹋］一輪，似乎亦都無
所謂咁嘅表現，做得亦唔錯。譚倩紅個
種患得患失內心表情，亦做得似模似樣。」

黃千歲欲以酒醉掩飾，進新房來，因為不
服父王預立陳錦棠為儲君，與芳姐演出
一場對手戲，唱做均妙。「標準戲迷」更
說，黃千歲酒後道出心事，演來十分神
似。黃千歲裝睡後，芳姐靜靜地用燭台
傳信與陳錦棠，相約在梨香苑會面，將
黃千歲陰謀告知。芳姐又與陳錦棠對手，
做出一場關目戲，令到戲迷看得很緊張。

〈金殿寫書〉劇力萬鈞

〈金殿寫書〉述說曹操駕崩，曹丕繼承
帝位，為求自保，狠心把兄弟殘害。卞
后日夕思念曹植，曹丕說出請宓妃修書，
把曹植勸返帝都。曹丕假作順從母命，
心內卻盤算除去曹植之詭計。宓妃面對
曹丕、卞后，繼而發生的心理變化，要
做到有層次感，才可引起觀眾共鳴。

曹丕雖然說要以德服人，宓妃卻心知他
意圖不軌，加害曹植。另一邊，卞后要
見兒子曹植一面，一聚天倫之情，如果
宓妃不答允修書，就蒙上不孝之名。宓
妃最終抵抗不住卞后的下跪哀求，無奈
寫書。宓妃的詩白：「忍淚含悲強拈毫，
未到開端力已枯，墨池似現哀鴻影，笑
我筆底鋒芒利似刀。」道盡了她心內無
限哀痛。

今次《洛神》的藝術總監為新劍郎，主
要演員有文華、瓊花女、杜詠心、王希
頴、林汶聲、郭俊亨等。文華扮相瀟灑，
身段優雅﹔瓊花女唱腔婉轉，美目傳情，
至於杜詠心演曹丕，也是一項挑戰。相
信他們會為觀眾帶來一場精彩的演出 !

《洛神》看甄宓的左右為難



推介劇目 FEATURED PERFORMANCE PERFORMANCE DETAILS演出節目

角   色  演 員

曹   植 》 文 華
甄   宓 》 瓊花女
曹   丕 》 杜詠心
陳德珠 》 王希頴
太   后 》 林汶聲
陳   矯 》 郭俊亨
曹   操 》 鍾一鳴
梨   奴 》司徒凱誼
盛   戎 》楊健強
黃門官 》 梁翠珊

30–
31/12
（四、五）

洛神
GODDESS OF THE LUO RIVER

編劇 — 唐滌生

藝術總監
新劍郎

「悲歡原有定，聚散本無常」

曹植才高八斗，為父親曹操器重。自古才子配佳人，
曹植本與甄宓相戀，曹操卻嫌棄甄宓是俘虜，強拆
佳偶，逼曹植娶陳德珠，又逼甄宓下嫁曹丕。洞房
之夜，甄宓中曹丕奸計，令曹植被貶臨淄。曹操死，
曹丕繼位，為鞏固權力大殺兄弟，更利用甄宓誘曹
植歸藩。甄宓心灰意冷，助曹植脫險後，勸諫曹丕，
投水身亡。

角   色  演 員

文必正 》 關凱珊
霍定金 》 梁心怡
丁翰常 》 溫子雄
秋   華 》 梁非同
三娘 /劉京 》 劍 麟
霍天官 》 鍾一鳴
韓親王 》 郭俊亨
明   帝 》 黃鈺華
老道姑 》 吳思頴

1–
2/1
（六、日）

雙珠鳳
THE DOUBLE-PEARL PHOENIX

編劇 — 唐滌生

藝術總監
新劍郎

「多情月印水雲鄉，珠鳳雙雙伴插雲髻上」

才子文必正遊庵，拾得霍天官之女定金的雙珠鳳
釵，為求親近，賣身入霍家為僕。翰林丁翰常，
無才學卻屢欲親近定金，在壽宴上被必正挫其銳
氣。在婢女秋華撮合下，定金與必正定情。可惜
天官將定金許配翰常，面對父母之命，定金絕不
妥協，詐死離家出走，一雙才子佳人從此失散。
定金後得皇帝賞識封為宮主，對此毫不知情的必
正，怎樣尋回愛人？

 — 秋盈

提起粵劇《洛神》，相信大家都知道此
劇取材自曹植（192-232）的名篇〈洛
神賦〉。但這篇文章與粵劇有哪些關連？
且讓我們一探究竟。

首先，〈洛神賦〉詞藻瑰麗，敘述曹植
與洛川之神宓妃邂逅的經過，想像雄奇，
文采燦然，有關人物外貌或心理的描寫，
無不細膩獨到，可說是粵劇唱詞的上佳
參考素材。「翩若驚鴻，婉若游龍」、「遠
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
灼若芙蕖出淥波」、「陵波微步，羅襪生
塵」等名句，尤其膾炙人口，《洛神》
劇本亦多有化用。例如尾場〈洛水夢會〉，
曹植的反線二黃唱段就有「隱見凌波微
步，羅襪飄香」、「芙蕖出綠波，皎若朝
霞放」、「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奔放」之句。

〈洛神賦〉之所以傳誦千古，除精雅的
詞章外，更在於萬載同悲的真摯感情。
賦中描述曹植與宓妃臨別之時，身為仙
家的宓妃也忍不住淚流滿面，「悼良會
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宓妃離去後，
曹植追念不已，「於是背下陵高，足往
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即使雙
腿不停趕路，思緒仍留在原地。他隨即
登船逆流而上，希望再見到宓妃，可是
「浮長川而忘反，思綿綿而增慕。夜耿
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不得已吩
咐僕人備馬歸去，上得馬來，仍是「攬
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無論
相隔多少年，這份求而不得的惆悵與悲
愴，仍能透過優美的文字，觸動人心。
粵劇《洛神》以曹植與甄宓訣別的〈洛
水夢會〉為重頭戲，多名編劇、撰曲也
就同一場景編寫過不同版本的唱詞，正
好反映兩人的生離死別，如何刻骨銘心、
淒美動人。

〈洛神賦〉的內容盪氣迴腸，虛實相參，
其寄寓之深意，也引來眾說紛紜。其中
最流行的說法，就是曹丕（187-226）
之妻甄氏（183-221）與曹植早有私情，
賦中的洛神便是她的化身。這正是粵劇
《洛神》主要劇情的依據，也可能是劇
中女主角以「宓」命名的緣由。

早在唐代，為收錄〈洛神賦〉的《昭明
文選》作注的李善，已言之鑿鑿地提出：
「魏東阿王（即曹植）漢末求甄逸女，
既不遂，太祖（即曹操）回與五官中郎
將（即曹丕），植殊不平」，就是《洛神》
劇中曹操將甄宓改配曹丕的情節出處。
李善又提到，甄氏死後，曹丕「意亦尋
悟」，將其金鏤玉帶枕交予曹植。曹植
抱枕在洛川夢見甄氏，醒後「悲喜不能
自勝，遂作〈感甄賦〉」。可知〈洛神賦〉
原名〈感甄賦〉，乃曹植為了寄託他與
甄氏的感情而寫。後來甄氏的兒子曹叡
（206-239）看到，「改為〈洛神賦〉」，
似是不喜母親牽涉其中，更顯得耐人尋
味。這個傳說在唐代相當流行，晚唐詩
人李商隱在〈東阿王〉一詩便直指：「君
王（指曹植）不得為天子，半為當時賦
洛神」，暗示曹植與甄氏相戀，正是他
與曹丕爭位失敗的根源。

後來不少文人如宋代的劉克莊、明代的
王世貞等提出反對，認為曹植與甄氏年
紀相距太大，甄氏嫁予曹丕時，曹植只
有十四歲，兩人相戀的機會極微；早有
私情云云，更是無從說起。又指曹丕將
甄氏的貼身遺物贈予曹植，於禮不合，
亦欠情理，李善所言，只是穿鑿附會。
可是千百年來，〈洛神賦〉的淒美故事
仍然深深打動無數讀者，我們大都選擇
相信曹植與甄氏曾有一段生死不渝的愛
情，而甄氏也是獨一無二的洛神化身。

《洛神》與〈洛神賦〉



PERFORMANCE DETAILS演出節目

「一步行差難逃法網，敗德難再露貞祥」

俚語所謂「姣婆守唔到寡」最適宜用來形容寡婦
楊柳嬌。丈夫死後，她與小姑蘇玉桂同住，卻與
秦三峰發展出一段婚外情。為令柳嬌名正言順成
為秦太太，三峰先殺髮妻，後割下屍體頭顱，再
與柳嬌同為無首屍換上柳嬌的衣服，嫁禍給玉桂。
誰知騙倒了糊塗地方官，卻過不了精明知府左維
明的法眼⋯⋯

角   色  演 員

左維明 》 關凱珊
楊柳嬌 》 文雪裘
柳子卿 》 黃成彬
蘇玉桂 》 芯 融
秦三峰 》 劍 麟
孟   松 》 袁纓華
左   魚 》 鍾一鳴
小   曼 》 黎玉玲
楊   崧 》 郭俊亨
張   忠 》 楊健強
王   橫 》 鍾颶文
廟祝公 》 蘇永江
酒   保 》 馮彩雲
打更佬 》 梁翠珊

5–
6/1
（三、四）

紅菱巧破無頭案
RED SILK SHOES AND 
THE MURDER

藝術總監
龍貫天

編劇 — 唐滌生

「明春燕子歸來日，那時便是我歸期」

許下一句「燕歸人便歸」的諾言，流落雙燕村的
西魏王子魏劍魂，便離家往東齊借兵，留下懷孕
妻子白梨香獨守空房。東齊宮主見劍魂英俊不凡，
春心大動，迫他入贅，更以借兵復國為聯婚條件！
女人為愛可以去到幾盡？宮主知他在鄉間已有結
髮妻子，即扮成好人騙走梨香的孩子，命宮女惜
花殺死孩子，又命將軍蔡雄風殺害梨香。一家三
口危在旦夕，如何是好？

角   色  演 員

魏劍魂 》司徒翠英
白梨香 》 盧麗斯
蔡雄風 》 裴駿軒
洪珊瑚 》 楚令欣
白志成 》 林汶聲
東齊皇 》 袁纓華
徐仕傑 》 黃鈺華
惜花宮女 》 何嘉茵
西梁皇 》 郭俊亨

7–
8/1
（五、六）

燕歸人未歸
WHEN SWALLOWS RETURN

藝術總監
龍貫天

編劇 — 潘一帆

TALENTS IN PHASE FIVE本演期參與演員

*按姓名筆劃序

文   華 王希頴 司徒翠英

吳思頴 杜詠心

黃鈺華

關凱珊 蘇永江鍾一鳴盧麗斯

袁纓華

郭俊亨梁非同 梁翠珊

文雪裘 何嘉茵司徒凱誼

林汶聲 芯 融 梁心怡

黃成彬馮彩雲

楚令欣楊健強 溫子雄 裴駿軒 黎玉玲劍 麟

瓊花女鍾颶文



門票由 2021 年 11 月 18 日起在各城市售票網售票處、 

網上、流動購票應用程式 My URBTIX（Android 及 

iPhone/iPad 版）及電話購票熱線發售。
Tickets available at all URBTIX outlets, on Internet, by mobile 

ticketing app My URBTIX (Android and iPhone/iPad versions) 

and telephone starting from 18 November 2021.

節目查詢 Programme enquiry 2384 2939

票務查詢 Ticketing enquiry 3761 6661

信用卡訂票熱線 Credit card booking hotline 2111 5999

網上訂票Online booking (URBTIX) www.urbtix.hk

香港八和會館
為油麻地戲院
場地伙伴

主 辦 Organiser 贊 助 Sponsor

$150 $100票 價
Ticket price

本節目的內容並不反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意見。
The content of this programme does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本宣傳品演出詳情僅供參考，演出內容以當天演出現場為準。
The performance details of this promotional material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the performance contents are subject to change.

• 設有六十歲或以上高齡人士、殘
疾人士及看護人、全日制學生及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士半價
優惠（全日制學生及綜援受惠人
士優惠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Half-price tickets available for 

senior citizens aged 60 or abov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 

minder, full-time students and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recipients 

(Limited tickets for full-time 

students and CSSA recipients 

available on a first-come-first-

served basis).

• 演出長約 3 小時 30 分鐘，包括
一節中場休息。

 Running time approx. 3 hours and 

30 minutes with one intermission.

• 粵語演出，設中、英文分場故事
簡介

 Performed in Cantonese with 

Chinese and English scene synopses.

•主辦單位保留更改節目及演出者的 

權利。
 The organis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substitute artists and change the  

programme without prior notice.

製作團隊

音樂（棚面） 擊樂統籌：高潤權
 音樂統籌：高潤鴻
畫部（佈景） 廣興公司
衣箱（服裝） 金儀戲劇服裝公司
製作顧問 蘇志昌
製作經理 練少群
劇  務 胡敏嘉、張幸兒

行政團隊

總幹事 岑金倩 

項目經理 鄭佩群 

助理經理 吳君儀 

項目主任 張凱柔
項目助理 梁明嘉
會  計 梁玉榆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KO SHAN THEATRE 
NEW WING AUDITORIUM

九龍紅磡高山道 77 號

 （何文田港鐵站 A2 出口 / 土瓜灣港鐵站 C 出口）

77 Ko Shan Road, Hung Hom, Kowloon 
(Ho Man Tin MTR station Exit A2 / To Kwa Wan 

MTR station Exit C)

7:30PM
舞        STAGE       台

www.hkbarwoymt.com

粵劇新秀 hkbarwoymt

w ww w

堂座 

Stalls

樓座

Balco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