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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附加資料

1 2 1    樂器：嗩吶

2    樂師何晉熙以嗩吶演奏牌子《得勝令》

牌子演奏《得勝令》

據星海音樂學院民樂系前系主任黃錦培

考證，《得勝令》是從《雁落平沙》改編

而成的，改編者待考。原曲有唱詞，被

賣身的女子以第一身訴說迎送生涯的淒

涼苦況。除了配上嗩吶、喉管和鑼鼓等

樂器外，還在旋律上「加花」，即在原譜

的音與音之間增加許多裝飾音，使旋律

和節奏，甚至音樂性格都產生變化。原

曲經改編後，脫胎成氣魄雄偉的樂曲。

1950年代末，黃錦培在《得勝令》的尾

段加了九個小節，作為全曲的結束，此

後不少樂團都參考這個加了尾聲的版本

演奏。

在粵劇演出中，《得勝令》一般用作演奏

牌子，配合得勝回朝、入城的排場，渲

染歡快激烈的氣氛。

也有撰曲人將《得勝令》填上曲詞，如

粵語戲曲電影《三笑姻緣》（1975）片尾

曲：「天成佳偶，種福無量，種德無量，

歡喜冤家結鴛鴦，秋香三笑幸結蓮開並

蒂，解元譽滿鄉，紅鸞慶新春，恭祝添

福添丁各位安康。」龍劍笙、梅雪詩與眾

演員合唱，同是歡樂的基調，風格卻又

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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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黃可柔演唱古腔粵曲《高平關取級》（選段）

古腔粵曲《高平關取級》（選段）

廣府地區的戲班在 19世紀已有《高平關

取級》的劇目，是單齣戲，當時叫做「齣

頭」，由外省戲班傳入廣東。從二十世紀

初香港報紙的戲班廣告可見，大致上日

間演三個單齣戲，合稱「三齣頭」，晚上

演一個全本，有時日間或晚上會有儀式

劇，行內稱作「例戲」。個別「齣頭」的由

來有待查考，已知的是體製短小的單齣

戲在百多年前已經與全本戲並存。

高平關取級》用戲臺官話演。官話是清

代以前的官員用來溝通的共同語言，各

地官話不盡相同，戲臺官話與官場上所

用的官話又有分別。據黃耀堃、丁國偉

的研究，粵劇的官話出於桂系官話之中

的柳州方言（《唐字音英語和二十世紀初

香港粵方言的語音》）。粵劇改用廣府話

之後，用官話唱的粵劇、粵曲就叫做「古

腔粵劇」、「古腔粵曲」。

這支曲講趙匡胤向鎮守高平關的高行周

借人頭以成功業的故事，高行周是趙匡

胤的父執，劇中人情感十分複雜，是小

武和武生的首本，以「大喉」發聲，又稱

作「霸腔」，高亢、威武。

高平關取級》全曲純用梆子一種音樂元

素（有些古腔粵曲純用二黃），與 1920-

30年代之後雜用梆子、二黃、小曲、南

音等多種音樂元素的粵曲不同。時下流

傳的演唱版本有香港粵劇演員任劍輝、

梁醒波在 1960年義唱時的現場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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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樂師袁嘉怡以洋琴與眾樂師合奏廣東音樂

2 （左起 ：樂師李迪倫、司徒蔚雪、袁嘉怡、廖俊熙、何晉熙演奏

 廣東音樂

（

廣東音樂《旱天雷》

廣東音樂大致有兩種來源：一種是 19世

紀已在珠江三角洲流傳的民間小調或戲

曲、說唱的旋律，演奏多了就成為器樂

曲目；一種是外省傳入的曲調，漸漸演

變為廣東地道風味的樂曲。這些樂曲一

般穿插於戲曲演出的場與場之間，或在

家中自娛時奏。奏樂者通常是從事粵劇、

粵曲表演，或熟悉這些表演的人。

旱天雷》是洋琴（揚琴）樂手嚴老烈（約

1850- 1930）根據《三寶佛》第二闕〈三汲

浪〉創編的粵派洋琴主奏曲目。透過擴充

性加花的手法，原本平緩的曲調變得節

奏強勁，旋律跳宕，表達久旱聞雷、甘露

將至的欣喜。丘鶴儔（1880-1942）編的

《增刻絃歌必讀》（1921）及《琴學精華》

（1928）分別收錄了《三寶佛》及《旱天

雷》的曲譜。

在 1930年代，撰曲人宋華曼（活躍於

1930-50年代）將《旱天雷》填上曲詞，

作為粵曲《邊個話我傻》的頭段：「邊個

話我傻傻傻，請佢食生果，得你話我傻

嘑傻，因此我專靠扮傻⋯⋯」，何大傻（約

1896-1957）演唱，並灌錄唱片。到了

1950年代，有粵語電影選用《旱天雷》

作為插曲的調子，例如在《夜吊白芙蓉》

(1952）裡芳艷芬（1928-）唱：「呢處賣

香蓮，揀正白冰花，揀正上好蓮子嚟煲

冇黐牙⋯⋯」，曲詞由吳一嘯（1906-

1964）撰寫。其後有羅寶生（活躍於

1960-70年代）撰詞的流行曲版本：「邊

個話我傻傻傻，請你食燒鵝鵝鵝，通街

話我傻仔傻哥實在我扮傻⋯⋯」，歌手梁

天（1932-2020）、仙杜拉（1943-）在

1970年代都曾收入唱片。透過這些歌

曲，《旱天雷》成為家傳戶曉的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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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文雪裘（左）、陳澤蕾（右）演出粵劇折子戲《帝女花》之〈香夭〉

粵劇折子戲《帝女花》之〈香夭〉

主題曲/折子戲

香夭〉是粵劇《帝女花》最後一場。

根據任劍輝（1913-1989）、白雪仙

(1928-）1957年首演的版本，前半場

演明朝駙馬周世顯上殿面見清帝，朗讀

長平公主表章，提出厚葬前朝崇禎帝及

釋放太子的訴求。清帝答應了又反口，

周世顯示意長平放聲痛哭，牽動滿朝遺

臣的故國情感，清帝礙於情勢當庭下詔。

後半場，長平公主與駙馬在花燭夜雙雙

仰藥殉國、殉情，先輪流以詩白（粵劇

的一種念白方式，齊言、押韻）描繪當下

情景，然後對唱小曲〈妝臺秋思〉互訴衷

情。曲終時，清帝及遺臣周鍾父子出場。

仙童、仙女齊唱小曲〈妝臺秋思〉，以相

同的旋律，填上不同的曲詞，交代公主、

駙馬本為金童玉女，經歷人間離合後返

回仙界。周鍾父子亦乞賜還鄉。

公主、駙馬對念的四句詩白，以及對唱

的小曲被視為《帝女花》的主題曲，這個

片段成為流行的折子戲，仍以場目〈香

夭〉稱。

劇作的改編：

不同的人物形象，不同的觀點

明史》載有長平公主的事跡，說崇禎

帝 1611-1644）選了周世顯為駙馬，將

要成婚前就城陷，崇禎揮劍斷公主左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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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上書清帝請准削髮為尼，清廷卻命

周世顯與公主成婚，並賜邸府、金錢等。

公主婚後第二年病逝。

黃韻珊（1805-1864）在道光十二年

1832）用傳奇的體製寫了《帝女花》，

除了開頭說公主、駙馬是被謫凡間的天

女、金童，劇末說天女、金童返回仙界

外，故事大致參考《明史》。黃韻珊在《帝

女花》自序中說：「事涉盛衰，竊比桃花

畫扇」。清初孔尚任（1648-1718）著有

傳奇《桃花扇》，在試一齣〈先聲〉中道出

創作主旨：「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

黃韻珊受《桃花扇》啟發，借公主、駙馬

的離合，寫社稷的盛衰，懷念故明。

唐滌生（1917-1959）根據《帝女花》傳

奇改編成粵劇《帝女花》，主線是公主和

駙馬的情緣，以治亂興衰作為背景。

黃本《帝女花》的駙馬是父皇所選，唐本

改為公主自己選婿。周世顯應選時叩見公

主，公主卻說：「語云男兒膝下有黃金，

你奈何折腰求鳳侶」，周世顯沒有為了攀

龍附鳳而諂媚阿諛。兩人真誠論戰後，

互相傾慕，在含樟樹下訂盟。

城陷時，崇禎為保公主貞潔將她處死，

駙馬奮力護花。黃本中的駙馬打聽到公

主在維摩庵修行卻沒有探訪。唐氏筆下

的駙馬卻一直訪尋芳音，在庵堂遇見公

主時極力打動公主相認。

黃本中的公主和駙馬無奈地依從清廷的

安排成婚，公主傷心成疾，婚後翌年病

逝。唐本〈香夭〉的駙馬協助公主使清帝

厚葬皇父、救出皇弟，夫妻二人堅拒接

受清帝籠絡，花燭之夜在含樟樹下同赴

黃泉，既守住節義，也守住愛情的盟約。

唐滌生通過改動情節，塑造不同的人物

形象，呈現自主、平等、貞誠的婚戀觀，

為守護家人和故國尊嚴主動爭取訴求的

覺醒，不媚富貴的品格，以及捨生取義

的情操。

欲生欲義的兩難

論語･衛靈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

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孟子繼承孔子

殺身成仁」的精神，提出捨生取義：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

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

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行義是人生

的最高旨趣。然而，面對欲生欲義的兩

難，實際的處境往往相當複雜。〈香夭〉

中殉國殉情的場面，在現代生活的脈絡

中，給予觀眾各自思考的廣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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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陳澤蕾（左）、文雪裘（右）演出粵劇折子戲《帝女花》之〈香夭〉

音樂、身段

〈妝臺秋思〉是琵琶套曲《塞上曲》的第

四支曲，收錄於浙江琵琶手李芳園（約

1850-1901）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

編訂出版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

譜》。1920年代末，「大同樂會」牽起上

海絲竹界將琵琶獨奏曲移植成江南絲

竹合奏曲的風潮，稱為「新絲竹」，《塞

上曲》亦在這股潮流下改編為絲竹合

奏曲。大約在 1957年，粵樂手兼製譜

人王粵生（1919-1989）在台灣發現〈妝

臺秋思〉的樂譜（版本不詳），並改編成

用於粵劇的曲調，經唐滌生填詞後成為

〈香夭〉。

在表演方面，〈香夭〉包含了十分豐富的

身段，儼然是一段生旦的雙人舞。任、

白演繹的〈香夭〉相信是受了崑曲「逢歌

必舞」的影響。

例如白雪仙唱：「我偷偷看，偷偷望，佢

帶淚帶淚暗悲傷」，她舉起右邊水袖作為

遮掩，窺視任劍輝，並以左手指在臉上

畫一圈，表示見到駙馬落淚。接唱「我

半帶驚惶，怕駙馬惜鸞鳳配，不甘殉愛

伴我臨泉壤」，用右邊水袖揉心，作猜疑

狀，然後放雙袖收雙袖，伸出左右兩邊

食指，互相靠攏，表示鸞鳳配，跟着用

左手拉右手袖，右手指地，意指泉壤（參

考電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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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莫華敏 (左 )及陳紀婷 (右 )演出短篇粵劇《穆桂英招親》

短篇粵劇《穆桂英招親》

由來

粵劇《穆桂英招親》不只一個版本，近年

較常公演的有以下兩種：

1） 據香港撰曲人龐秋華（1928-

1991）編撰的粵曲《楊門女將》之

〈招親〉改編的，原唱者是香港粵

劇演員羅家英（1946-）、李寶瑩 

(活躍於 1950-80年代），1980

年代灌成唱片；

2） 廣東編劇潘邦榛（1942-）據傳統

粵劇及潮劇重編的，內地有劇團

排演，也是廣東粵劇學校的教學

劇目。

這裡集中討論「龐本」《穆桂英招親》（以

下簡稱《招親》）。

本事

龐氏唱本按戲曲的傳統手法，讓穆桂英、

楊宗保首次出場時先向觀眾介紹自己的 

姓名、籍貫、家世、來歷等，這種手法

叫做「自報家門」。短劇刪去穆桂英報家

門，改由楊宗保率先出場，宣稱自己是 

忠義滿門」的楊家將，因遼邦入侵宋土

而前往該處借降龍木破兵陣。雙方第一

次碰面就互相吸引。楊宗保道明來意後，

穆桂英基於降龍木是鎮山之寶而拒絕借

出，他們初則口角，繼而動武。穆桂英打

敗楊宗保後，就乘勢逼婚。楊宗保起初

嫌棄對方是山寇，聽見穆桂英說父親本

為宋將，為避奸臣才落草為寇，並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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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文雪裘展示翎子功 

用降龍木擊退遼軍，終於答允婚事。

戲曲中的歷史與虛構故事

招親》是楊家將故事的一個片段。楊

家男將如楊業（？-986）、楊延昭（楊六

郎 958-1014）、楊文廣（？-1074）等在

歷史上確有其人。元代官修的《宋史》

中有〈楊業傳〉，後附楊延昭、楊文廣的

傳。楊門女將如佘太君、穆桂英的故事

則是後世虛構的，在明代中期已經形成，

寫入長篇小說《楊家府演義》、《北宋志

傳》。這些創作的出現相信與明室長期受

蒙古威脅，沿海倭寇為患，以致民族情

緒高漲的社會背景有關。

楊門女將故事的社會文化意涵

楊門女將的故事雖然純屬虛構，但是蘊含

深刻的社會文化意義。《招親》裡的穆桂

英不單以武藝壓倒男將，而且敢愛，自己

婚姻自己作主。這些情節無疑是承認了女

性的能力。不過，招親只是楊家女將故事

的一個片段，這些女將，包括穆桂英在

內，在丈夫死後不僅守節不改嫁，而且為

了保衛國家而披甲上陣，實質上是宣揚和

鞏固忠孝節烈的觀念。這種價值觀與講

究氣節、操守的宋明理學有莫大關係。

音樂、功架

梆子、二黃是粵劇主要的音樂元素，《招

親》除了梆、黃外，還用了與元、明曲牌

有深厚淵源的牌子，以及二十世紀初創

作的廣東小曲。梆、黃屬板腔體，無既

定旋律，唱者依照唱詞的聲母、韻母、

聲調，按板式（叮板形式、下板形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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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杜詠心（左）、陳紀婷（右）在茶館劇場教育專場演出

結句音等規範創造唱腔。牌子曲和廣東

小曲屬曲牌體，旋律相對固定。

牌子《斑竹馬》和《水仙子》一般用於大

戰的場面。在龐氏唱本裡，楊宗保初

遇穆桂英因驚艷而感到不安時唱《斑竹

馬》。穆桂英因翩翩少將莽撞而不滿，

兩人開打時唱《水仙子》。這兩個牌子配

合劇中人的將士身份及戲劇情境。短劇

刪去《水仙子》一段。他們訂立婚盟之後

對唱呂文成（1898-1981）製譜的《銀河

會》，標題取自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故

事，節奏歡快。

表演方面，先有生、旦拿著槍對打的「把

子功」（戲曲的兵器道具叫做「把子」），

後有雙雙舞動翎子傳情的「翎子功」（翎

子又叫做「雉雞尾」）。這齣短劇包含了

唱、念、做、打四種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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