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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樂師何晉熙演奏嗩吶

2    樂器：嗩吶

牌子演奏《得勝令》

就粵劇音樂的結構體製來說，牌子屬曲

牌體，有相對固定的旋律。粵劇牌子大

多來自雜劇、傳奇的劇曲，也有來自清

唱的散曲，在明清時期通過崑腔、高腔

等外省戲班傳入廣東後，節奏及配器上

都有所調整。

按照粵劇戲班的使用習慣，牌子大致分

為三類：一是某一齣戲的專用牌子，如

六國封相》、《八仙賀壽》、《天姬送子》

等行內稱為「例戲」的儀式劇，由若干牌

子聯綴成套，原來都有曲文，屬演唱牌

子，但在實際演出或儀式中亦可刪去唱

詞，變為演奏牌子；二是配合某一些排

場和動作的牌子，用來渲染氣氛，原來

都有唱詞，但在這種情況下只會奏樂，

屬器樂牌子；三是為了適應新作品的內

容而填上新詞，屬演唱牌子。

牌子《得勝令》在粵劇裡用於得勝回朝的

場面，屬於器樂牌子，主奏樂器包括大

笛（即嗩吶，在廣府社群中又叫做「啲

打」）及鑼鈸等。粵劇完場時亦往往選

奏《得勝令》，烘托圓滿結束的場面。



P.03附加資料

1 2 1   演員黃可柔演唱古腔粵曲《高平關取級》（選段）

2   樂師袁嘉怡以洋琴與眾樂師合奏廣東音樂《旱天雷》

古腔粵曲《高平關取級》（選段）

廣府人聽《高平關取級》可能要看字幕，

因為這支曲是用戲臺官話演唱的。清代

以前的官員用一種叫做官話的共同語言

溝通。各地域的官話不盡相同，戲臺上

用的官話與官場上用的又有分別。粵劇

的戲臺官話出於桂系官話之中的柳州方

言。粵劇在二十世紀初改用廣府話唱之

後，用戲臺官話唱的粵曲就稱為「古腔粵

曲」。漢語是有調值語言，大體上有平上

去入，但不同地方語言的聲調都有分別，

演唱語言不同，行腔亦有差別。

高平關取級》講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仍

是後周的禁軍統帥時，向鎮守高平關的

高行周借人頭以成功業的故事，是一首

小武和武生的對唱曲，用「大喉」發聲，

又叫做「霸腔」，嗓音高亢、威武。

廣東音樂《旱天雷》

廣東音樂大致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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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穿插於戲曲表演的場與場之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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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粵派洋琴（揚琴）主奏曲目，

由洋琴樂手嚴老烈（約 1850-1930）

根據十九世紀已經流行於廣東的《三寶

佛》第二闕 三汲浪〉創編，原作者難以

稽考。透過擴充性「加花」的手法，即是

在原譜的音與音之間加上許多音，改變

原曲的旋律和節奏，原本平緩的曲調變

得熱烈歡快，表達久旱聞雷，甘露將至

的欣喜，節奏強勁，旋律跳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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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王希頴（左）、黃可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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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子戲是從全本戲擷取的齣目或就全本

戲的一個細節敷演，形成一個獨立的演

出形式。不過，並不是全本戲任何一折、

一齣或一場都可以成為折子戲，而是生、

旦、淨、末、丑等行當在唱、念、做、

打上有獨到之處，可以獨立演出的片段。

折子戲〈香夭〉摘取自《帝女花》最後一場

的一個片段，全本《帝女花》在 1957年由

任劍輝（1913-1989）、白雪仙（1928-）

領導的「仙鳳鳴劇團」首度公演，1959

年拍成電影，1960 年推出全劇唱片

版， 香夭〉旋即成為電台熱播的歌曲。

〈香夭〉中的人倫

〈香夭〉搬演的是明朝末代公主和駙馬不

願受清帝籠絡，成功爭取厚葬先帝及釋

放太子後，在花燭之夜雙雙服毒自殺的

故事，刻劃臣對君的忠義、女對父和婿

對翁的孝義，以及夫婦之間的情義。

孟子･滕文公》提出五種人與人的道德

關係，稱為「人倫」，並教人如何恪守本

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禮記･禮運》提

出倫理道德的十個原則：「父慈，子孝，

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

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在〈香夭〉

中，公主唱：「願喪生回謝爹娘」，駙馬

唱：「感先帝恩千丈，與妻雙雙叩問帝

安」，表達夫妻倆對君父的忠、孝。駙馬

唱：「寸心盼望能同合葬」是人夫對妻子

的義。然而，全曲沒有強調「夫婦有別」

的社會性別角色，也沒有依照「婦聽」

的原則把公主塑造成一味聽從夫命的人

妻，從之前駙馬為葬先帝、救皇弟時假

意入新朝，公主因不了解計策而直斥駙

馬，可見一斑。



P.05附加資料

演員陳紀婷（左）、譚穎倫（右）演出粵劇折子戲《帝女花》之〈香夭〉

在〈香夭〉一場，旦唱：「願與夫婿共拜

相交杯舉案」，用東漢人妻孟光為丈夫梁

鴻送飯時總把托盤高舉至眉側的典故，

表示公主對駙馬深深敬重。那不是因為

駙馬是她的丈夫，而是感激丈夫對娘家

的情義。梁鴻夫婦的事載於《後漢書･梁

鴻傳》。有腳的托盤叫做「案」，舉案齊

眉，寓意夫妻相敬如賓。最後，公主、

駙馬同唱：「夫妻死去樹也同模樣」，共

同實踐至死不渝的婚盟。在第一場〈樹

盟〉，公主說過：「雙樹含樟傍鳳樓，千

年合抱未曾休。但得連理青葱在，不向

人間露白頭。」駙馬說過：「合抱連枝倚

鳳樓，人間風雨幾時休？在生願為比翼

鳥，到死應如花並頭。」在最後一場，〈香

夭〉的尾句再用連理樹的意象呼應生死同

命的約定。

身段與歌舞的配合

〈香夭〉的表演載歌載舞，近似崑曲逢歌

必舞的風格。

例如唱到「地老天荒，情鳳永配癡凰」

時，飾演公主的白雪仙緩緩蹲下並向左

扭腰，先俯首指地、再仰面指天，作為

至死不渝的愛情宣言。這是從表演程式

動作「臥魚」演化而來的。臥魚下蹲後不

只扭腰，還要成盤臥的姿勢，臀和背都

要着地，京劇《貴妃醉酒》的楊貴妃聞花

時就用這個身段，展現嫵媚的醉態，張

國榮在電影《霸王別姬》演戲中戲《貴妃

醉酒》，也做了這個動作。說回〈香夭〉，

白雪仙做完半臥魚後接唱「願與夫婿共拜

相交杯舉案」，起身以右手手指作杯狀，

移至眉側，寓意舉案齊眉，相敬如賓。

對公主而言，眼前人不只是跟自己殉愛

的夫婿，更是獻謀略令新帝厚葬皇父，

救出皇弟，然後甘願在花燭夜一同殉國

的前朝駙馬，對家、對國都有承擔，白

雪仙舉盞齊眉所代表的敬意，在這裡含

有多重涵義，身段與唱詞均可堪細味。

任白電影的聲畫記錄儼然是〈香夭〉的演

出範本，同時成為創新的桎梏，因為太

經典，後學若要大幅改動身段，並得戲

迷廣泛接受，實在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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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譚穎倫（左）、陳禧瑜（右）在短篇粵劇《穆桂英招親》中大耍纓槍

短篇粵劇《穆桂英招親》

從單支曲到單齣戲

粵劇《穆桂英招親》並不是從全本戲截取

出來的折子戲，而是根據單支粵曲改編

而成的單齣粵劇。

龐秋華（1928-1991）編撰粵曲《楊門女

將》之〈招親〉，由羅家英（1946-）、李寶

瑩（活躍於 1950-80年代）原唱，1980

年代灌錄唱片。其後，羅家英、李寶瑩用

粵劇的形式演繹粵曲《楊門女將》之〈招

親〉，衍生出名為《穆桂英招親》的短劇。

本事

粵劇戲本《楊門女將》之〈招親〉的曲文

與單支曲《楊門女將》之〈招親〉的基本

一致。開場時，穆桂英和楊宗保按戲曲

傳統先後「自報家門」，向觀眾介紹自己

的背景。楊宗保說自己是宋室的楊家將，

特意前往穆柯寨借降龍木破敵軍兵陣。

穆桂英不允借出，楊宗保舉起楊家槍，

穆桂英則施展回馬槍將楊宗保擊敗，然

後乘勢逼婚。回馬槍是一套槍法，在馬背

上佯裝逃走，然後突然回頭襲擊對方，

或泛指乘其不備的突擊。

其實穆、楊兩人開打前已一見鍾情，當

楊宗保聽到眼前的山寨女子原是宋將之

後，而且玉潔冰清，又願意用降龍木助

宋軍退敵，於是決定與穆桂英共訂婚盟。

戲曲中的歷史與虛構故事

《楊門女將》之〈招親〉是楊家將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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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王希頴展示翎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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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史》中有〈楊業傳〉，後附楊延昭、楊文

廣的傳。佘太君、穆桂英等楊門女將的

故事則是虛構的，在明代的長篇小說《楊

家府演義》、《北宋志傳》已經有。

對「女英雄」的解讀

穆桂英先打敗了名將之後楊宗保，繼而

向他招親。這些情節既承認女子可以比

男子強，又默許女子可以為自己的婚姻

作主。然而，撰曲人讓楊宗保稱她為「女

英雄」，在英雄之前加上「女」字，究竟

是對女子的武藝和氣慨加以肯定，還是

可以有另一種解讀：表彰女子為女英雄，

骨子裡仍以男子為優勝？還是擺脫不了

男強女弱的思維方式？

把子功、翎子功

戲曲表演用的兵器道具統稱「把子」，有

刀、槍、劍、戟、斧、捶、棒、棍、勾、

叉等。用把子交戰叫做「打把子」，赤手

空拳對打叫做「手把子」，因此把子可引

伸為武打，訓練武打技藝的基本功叫做

把子功」。把子功源於武術，經藝術提

煉，將武術招式與表演結合，用來展現

戲劇情境及塑造人物形象。

當楊宗保被拒借用降龍木，就企圖以武

力威逼穆桂英，雙方於是用纓槍對打。

這段打功展示楊宗保自負、魯莽的性格，

亦牽引穆桂英取勝及逼婚的情節。

除了兵器道具，戲曲演員的衣飾往往也

是表演的工具。穆桂英和楊宗保兩人情

投意合，訂立婚盟時耍弄插在盔頭上的

一對雉雞尾來傳情達意。雉雞尾又叫做

翎子」，「翎子功」也是一種戲曲表演的

基本功，用於表現劇中人得意、憤怒、

驚喜等情緒。除了男女武將，齊天大聖

等神仙都會插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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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閲讀

．黃錦培：《廣東音樂欣賞》，廣州：廣州出版社，2006。

．黃耀堃、丁國偉：《唐字音英語和二十世紀初香港粵方言

的語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

國語文研究中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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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宏：〈嚴老烈改編曲曲牌考源〉，《星海音樂學院學報》，

2018 年第 3 期，頁 95－105。

．陳守仁、張群顯合編：《帝女花讀本》，香港：商務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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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驚夢》，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2015。

．曾永義：〈黃韻珊的《帝女花》〉，載曾永義《中國古典戲

劇論集》，臺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75，頁 294－

288。

．曹家齊：〈楊門女將故事源流初探〉，《中山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2008年第 6期，頁 1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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