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嘉鳴

粵劇新秀

演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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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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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劇目 FEATURED PERFORMANCE

 — 辛黛林

香港八和會館主辦的「粵劇新秀演出系
列 2021-22」轉眼已開展至演期六，藝
術總監陳嘉鳴將在是次演期為觀眾送上
一齣嶄新粵劇劇目──《狀元打更》(下
稱「《狀》劇」)。筆者有幸訪問嘉鳴姐，
邀請她親自為大家介紹此劇的特色，以
及分享度排此齣新戲的心得。

《狀》劇的故事可見於不同地方劇種，話
說嘉鳴姐曾觀看此劇的上海越劇版本，有
感其內容甚具發揮空間，遂建議友人廖
儒安將之改編重寫為粵劇。他倆以越劇
版本的戲文為基礎，歷經半年時間仔細
商討研究，終將原劇本去蕪存菁刪減枝
節，尤更改戲劇時間橫跨數十年之設定，
令整體劇情節奏更加爽直明快。嘉鳴姐
在構思製作《狀》劇之初，並未為此戲
定立明確的演出班底和檔期，適逢新秀
演出的諸位藝術總監都要為演出計劃交
戲，她就靈機一動為大家呈獻此出爐新
戲，所以，各位觀眾今日能夠觀看此劇，
實屬連串機緣巧合，誠然，嘉鳴姐為新
秀演出計劃懷抱之妙心美意也不容忽視。

《狀》劇講述秀才沈文素遭奸臣黃表謀害，
跟家僕沈安連夜逃亡，後得九鳳山寨主
劉嬋金救助。文素與嬋金兩情相悅共諧連
理，惟文素在大婚之日得知嬋金乃劫官庫
銀的強盜，為免受牽連，就私逃離去。三
年後文素高中狀元，嬋金前來相認，無奈
文素仍堅持官匪不同道。及後胡兵進犯，
朝中無抗敵良將，丞相高榮請旨力邀嬋金
掛帥出征。儘管嬋金落草為寇，仍有報國
之心，就答允擔當元帥，為報復文素負心，
特意任命他作運糧官，令其苦不堪言。最
後文素得悉嬋金實為義賊，加上丞相好言
相勸，夫婦前嫌盡釋，恢復舊情。

生旦性別雙扮裝 狀元打更撩人笑 
劇首交代男主角文素及家僕沈安為躲避
奸臣之追兵而扮作女兒身，卻被軍爺看
中強納為妾，可幸遇上易釵而弁在寨
外巡查的英雌劉嬋金與丫鬟瑤霜及時相
救。生、旦演員登場即以性別扮裝之姿
示人，可謂《狀》劇的重大賣點。幾位
新秀演員梁振文、康華、吳立熙和林貝
嘉在此場戲要頻繁切換演唱平、子喉，
對他們的唱功固然有所考驗，與此同時，
大家亦不能忽略如斯扮裝情節講求的換
裝速度，正因為粵劇花旦的髮飾造型異
於越劇，單是貼片子就是一門耗時功夫。
所以，各演員在此幕完場後就要爭分奪
秒「搶妝」，務求減省轉場時間，令觀
眾不必等待太久，觀劇體驗自然更佳。

隨著劇情發展，文素因為嬋金的盜匪行
徑而成為負心王魁，嬋金苦尋三年，終
在文素高中狀元後登門與其對質。生、
旦演員在此場戲就雙方的門戶問題爭
辯，文素堅持盜劫官餉之舉有違皇法，
念茲在茲都是官賊不同道，甚至罵嬋金
為枯枝、野蔓和寒鴉。嬋金面對昔日情
郎連珠而發的狠話，即使傷心欲絕，仍
逐一冷靜反駁，堅持自己貞堅忠義。儘
管嬋金一度不忿文素負情而對他拔劍相
向，始終未有殺傷他分毫，可見嬋金對
舊愛之情真意切，在威武勇悍之下不失
溫愛柔情。

元帥嬌妻展雌威 . 狀元慘變打更佬
新編粤劇《狀元打更》

龍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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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色  演 員

沈文素 》 梁振文
劉嬋金 》 康 華
沈   安 》 吳立熙
瑤   霜 》 林貝嘉
遼   王 》 劍 麟
高   榮 》 張肇倫
劉   忠 》 鄺紫煌
劉   勇 》吳國華
劉   義 》吳倩衡
劉   仁 》 蘇鈺橋

28–
29/1
（五、六）

狀元打更
FROM TOP SCHOLAR TO 
NIGHT WATCHMAN 編劇 — 廖儒安

藝術總監
陳 嘉 鳴

「世代英明難稍侮，胸藏武略與文韜」

秀才沈文素遭奸臣所害，主僕扮作女兒家逃亡，被
女扮男裝九鳳山寨主劉嬋金救上山，結為夫婦。後
沈得知劉乃落草山寇，怕受連累，遂私逃山，赴京
應試中魁。劉聞訊進京，欲與沈團聚遭拒，一氣之
下回山。十三年後，遼兵犯境，王丞相力保劉嬋金
掛帥出征，劉為報沈負心之恨，故意提調沈隨軍運
糧，沈運糧誤期，被罰做更夫。沈在逆境中痛改前
非，王丞相又從中相勸，夫妻終和好。

角   色  演 員

范文謙 》 文 華
宇文淑嫻 》 梁心怡
宇文豹 》 鄺成軍
李玉華 》 周洛童
宇文志豪 》 林汶聲
趙佰儒 》 鍾一鳴

6–
7/2
（日、一）

三夕恩情廿載仇
TWENTY YEARS OF LOVE 
AND ENMITY 編劇 — 葉紹德

「萬眾一心同興漢，我與你從今了卻廿年仇」

元朝末年，儒生范文謙為躲避元人追捕，隱姓埋
名於寺院，邂逅水軍提督千金宇文淑嫻。兩人情
投意合，淑嫻之父宇文志豪於是招贅為婿。趙佰
儒和李玉華得知文謙入贅仇家，想盡辦法與文謙
言明底細。為救文謙逃出虎口，乃約定三更泊舟
江邊接應，偷渡江南。最終文謙是否能逃出生天，
他與宇文家族的恩怨又如何化解？

除上述兩場，單憑劇名已經可以得知
《狀》劇的重頭戲就是安排貴為狀元的
角色「打更」，劇情交代嬋金掛帥出征，
特意勞役文素隨軍運糧，得知他粗心大
意逾期未能交糧，就順理成章懲罰他當
巡營更夫。文素作為一介書生不懂打更，
必須從頭開始學習如何使用銅鑼更竹，
甚至向別人請教何時起更，求教過程絕
對讓人哭笑不得。此幕戲出現的大段獨
唱亦容讓男主角有很大發揮空間，嘉鳴
姐特別稱讚飾演此角的新秀演員梁振文
之嗓音聲底不錯，觀眾屆時定必要洗耳
恭聽。

整體而言，《狀》劇將男女主角的相知
相交到分離再聚都寫得引人入勝，間或
出現的幽默惹笑情節及對白亦能為全劇
營造出詼諧風趣的氣氛。劇末嬋金跟文
素冰釋前嫌鴛盟重訂，嘉鳴姐就此直言
嬋金一角確實有其他膾炙人口的英雌女
將穆桂英、劉金定和樊梨花之影子，她
們的共通點就是被情郎氣得怒不可遏，
還是會矛盾地不忍殺傷對方，頂多略施
小懲細誡，而這正是現實之中的夫妻相
處之道，俗語有云「夫妻沒有隔夜仇，
床頭吵架床尾和」，相信觀眾定必有所
感悟而會心一笑。

高山配套空間大 總監新秀迎挑戰

新秀演出計劃從演期四開始移師高山，
不得不提的是場地配套能為演出效果帶
來甚大裨益。單論高山相對偌大的舞台
就能夠讓更多演員同場演戲，嘉鳴姐為
給予新秀演員更多演出機會，甚至額外
設計原型劇本未有的角色，特別增加分
別名為忠、勇、仁、義的劉氏四「賊」
角色，讓鄺紫煌、吳國華、吳倩衡及蘇
鈺橋四位年青人都能透過搬演武場戲向
大家盡展一己練就多時的精湛武打技藝。

談到跟新秀演員的合作，嘉鳴姐坦言這
是一個雙方磨合的過程，如果總監能夠
預早熟知演員的功底和技藝程度，在排
度新戲過程自然可以更加放心，不過，
排演新劇始終對演員及總監雙方都極具
挑戰，是次《狀》劇的音樂唱腔和武場
動作都仗賴演出團隊共同投放心血連月
努力排練。嘉鳴姐為令觀眾「有好戲睇」
絕對不惜功本，劇中出現的打更道具及
更夫服飾都要特別訂製。另外，她還細
心提醒在劇中反串扮美的生行演員要提
前自置合腳花旦鞋，因為他們未必能夠
租借符合腳掌大小的女裝鞋。在嘉鳴姐
看來，總監對於一齣戲之好壞肩負重大
責任。事實上，單從她分享度排《狀》
劇的細節就可見她處事認真謹慎，事無
大小都精益求精之態度令人折服。

最後，筆者問嘉鳴姐有沒有什麼要向觀
眾說的話，她希望大家萬勿錯過此齣新
戲，若能夠呼朋喚友一同進場觀劇更佳。
聽過她上述分享，相信各位觀眾亦會對
此劇拭目以待。

藝術總監
王 超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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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裡消受美人恩，你歌台淪落，

無非想我折桂錦衣還」

長腿叔叔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今次為諸君介紹
一位「長腿姐姐」，沈菊香。她被親王相中進入教
坊，暗裡資助窮書生李翰宜。李翰宜有錢有面後
輕佻驕傲，到教坊侮辱菊香，才得知一直在背後
默默支持的女人就是她，可惜愛得太遲，親王準
備迎親⋯⋯

角   色  演 員

李翰宜 》 關凱珊
沈菊香 》 文雪裘
桂守陵 》 裴駿軒
桂艷裳 》 陳玬橦
吳中庸 》 林汶聲
謝寶童 》 黃鈺華
杜鵑紅 》 吳敏婷
翠   環 》 鄭雅嫘

8–
9/2
（二、三）

艷陽長照牡丹紅
THE ETERNAL PEONY

編劇 — 唐滌生

「由來因果有循環，天眼昭昭終報應」

文武雙全的白湘秋窮困潦倒，唯有在柳家任長工，
得友人魯直照顧。柳家小姐茹香見湘秋睡在花園，
心生憐念，著婢女荷花送錦袍為被，卻被父親趕
出家門。茹香投奔湘秋，二人茅房定情。東遼犯境，
湘秋投軍，屢立戰功，卻受宋家父子欺哄，無奈藏
身山神廟。幸好最後救駕有功，獲封一字並肩王，
與茹香終成眷屬。

角   色  演 員

白湘秋 》黃成彬
柳茹香 》 瓊花女
唐太宗 》 杜詠心
荷   花 》 芯 融
魯   直 》 劍 麟
柳大成 》 楊健強
宋如海 》 郭俊亨
宋家駒 》 梁翠珊
遼   帥 》 蘇鈺橋

10–
11/2
（四、五）

三戰定江山
THREE BATTLES TO SECURE 
PEACE FOR NATION 編劇 — 潘焯

「龍鳳呈祥爭掛帥，昇平同奏凱旋歌」

上官雲龍與司徒文鳳戰功彪炳，得漢顯帝封二人
為平南、平西侯，分別賜上方寶劍與免死金牌，
衣錦還鄉。雲龍與文鳳街頭相遇，各自恃功高不
肯讓路，回朝請聖君處斷。雲龍與文鳳爭持不下，
更要脅辭官，顯帝為平息紛爭，設計封文鳳為御
妹許配雲龍。新房內冤家相見，翌晨聞北狄犯境，
二人再爭出戰⋯⋯

角   色  演 員

上官雲龍 》 柳御風
司徒文鳳 》 曾浩姿
漢顯帝 》 梁振文
司徒美 》 吳敏婷
上官夢 》 張肇倫
上官維國 》 郭俊亨
司徒衛君 》 楊健強
皇   后 》 江穎紅

12–
13/2
（六、日）

龍鳳爭掛帥
CONTENTION FOR 
THE SEAL 編劇 — 頌新聲編劇委員會

藝術總監
龍 貫 天

藝術總監
王 超 群

藝術總監
王 超 群

2 月 13 日場次為「通達專場」， 設有粵語口述影像 

 （如需要使用口述影像服務，歡迎致電 2777 1771預留
口述影像耳機）。



FRINGE ACTIVITIES推廣活動

武 戲 精 選  — 〈 攔 馬〉

15/16/22/
23.1.2022
（星期六、日）

2:30pm

地點： 

香港城市大學 

劉鳴煒學術樓五樓 

黃翔羅許月伉儷講堂

武術編排： 

蔡之崴

導賞主持：

15-16/1 ︰程美寶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22-23/1 ︰王景松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導師

合作單位：

香港城市大學 

中國文化中心

藝術總監
龍 貫 天

粵劇的武場戲，結合硬橋硬馬的南派及取
自京劇的北派，配合氣勢磅礡的鑼鼓，往
往看得觀眾熱血沸騰。

為向觀眾推廣粵劇武場藝術，今次藝術總
監龍貫天特別挑選〈攔馬〉，並與著名戲
曲演員及武術指導蔡之崴携手指導新秀演
員吳思頴、蘇鈺橋演出。〈攔馬〉源自楊
家將故事，多個戲曲劇種包括京劇、崑曲、
粵劇皆有改編。武旦及武丑在戲中展示椅
背橫身、椅背高立、倒椅劍刺、剷椅翻騰
等高難度動作，極考功架。

除了折子戲演出，本次活動更有導賞環節，
龍貫天及兩位主角會與觀眾分享劇目的精
髓及粵劇武場戲的特點。

〈攔馬〉故事簡介

本是楊家將的焦光普在大戰中流落番邦，
因沒有腰牌，無法返回宋土，遂以賣酒為
掩護。一日，恰遇女扮男裝探聽軍情的楊
八姐，於是攔住馬頭不讓八姐進店，並一
心盜其腰牌回轉宋土。八姐則恐露身份，
嚴加戒持。焦光普幾經試探，又見楊八姐
不像是遼國的男將，終於認清彼此真面目。
二人最後能否擺脫追兵，回歸宋土？

角   色   演 員

楊八姐 》 吳思頴
焦光普 》 蘇鈺橋
番   將 》 郭俊亨

優 聲 雅 匯

30.1.2022
（星期日）

地點：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指導： 

楊麗紅老師、

盧筱萍老師

在粵劇中常說的「唱、唸、做、打」，「唱」
可說是粵劇技藝中最基本又最重要的一項。
一眾粵劇新秀旦角演員接受了兩位子喉名
家盧筱萍及楊麗紅老師的悉心指導，將在
是次匯演中演繹兩位老師的首本名曲，與
觀眾分享她們的學習成果，以曲會友。

每場演出時間約 2.5 小時

是次演出費用全免，請於 12月28日 

起，到 www.art-mate.net 登記留
座，或於 1月 28號上午 9時起到
高山劇場領取門票。名額有限，先
到先得，派完即止。

活動費用全免，
歡 迎 觀 眾 於 

網上報名參與。 
詳情及報名：

演出者

張潔霞、郭俊聲
鄭慧賢

司徒凱誼
何寳華、黎玉玲

李沂洛
陳玉卿

林瑋婷、李婉誼
楚令欣

〈劍合釵圓〉

〈韓玉娘〉

〈卓文君〉

〈武則天與王皇后〉

〈殘夜泣箋〉

〈梨娘閨怨〉

〈林花謝了春紅〉

〈盼征人〉

折子戲

折子戲

日場 2:15PM

夜場 7:30PM

演出者

謝潔華、李子蕊
靈音

李沂洛、林曉慧
紫令秋、芯融

何嘉茵
珍珍

李婉誼
盧麗斯

〈黛玉離魂〉

〈花飄零〉

〈魂斷蘇堤〉

〈投府救雛〉

〈哭墳〉

〈冷落銀屏〉

〈鳳釵盟〉

〈鐵馬銀婚〉

折子戲

折子戲

*友情客串

*

節目時間約 1.5 小時



TALENTS IN PHASE SIX本演期參與演員

*按姓名筆劃序

文   華 吳思頴 吳倩衡

吳國華 吳敏婷

吳立熙文雪裘 江穎紅

杜詠心 周洛童 林汶聲

黃鈺華

楊健強 裴駿軒 劍   麟 鄭雅嫘

為紀念「粵劇新秀演出系列」移師高山，
本計劃推出保溫瓶、帆布袋及文件夾三
款紀念品。有關訂購事宜及價格詳情，
請致電 2384-2929 查詢。多謝支持！

林貝嘉

梁心怡柳御風芯 融 張肇倫康   華 梁振文

黃成彬郭俊亨梁翠珊 陳玬橦 曾浩姿

鍾一鳴 鄺成軍

蘇鈺橋關凱珊鄺紫煌 瓊花女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
移師高山紀 念 品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

2021-22 年度的演出
將於 2022 年 2 月結
束。新一年度演出暫
定於 2022 年 7 月 中

旬開鑼，敬請密切留
意，多謝支持！



門票由 2021 年 1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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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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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鄺純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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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