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版 第七十五期      2012年3月份

蔡艷香(以下簡稱「香姐」)來港3周，主要是應八和之約來港授學。題為「粵劇南派大師班」的活動共有5個單元，包
括3節課、1個特別課及1個公開講座，全部圓滿完成。3節課為《劉金定斬四門》、《打和尚》、《十三妹大鬧能仁寺
》，均屬古老排場戲。現時新秀演員懂得該等排場戲的已極少，香姐幾十年技藝，熟知排場戲官話對白，絕對是碩果
僅存的大師。

香姐最為人知的，是憑著小紮腳「踩砂煲」獨絕戲台，於上世紀60-70年代得電影界前輩馮峰賜予「女武狀元」的雅
號。香姐的出生亦不簡單，她原名蔡麗鶯，父母雙親都是戲行人士，母親是花旦林巧妝，父親為蔡金球。自7歲開始
踏足粵劇舞台，13歲拜師學藝，跟從「月團圓粵劇團」職業演出，後來於1956年自組戲班「艷陽天粵劇團」，紅透馬
來西亞。香姐曾參與多部電影演出，包括﹕《龍虎渡姜公》、《斬龍遇仙》、《黃飛鴻七鬥火麒麟》、《雷電天仙劍
》及《碧血金釵上集》。

《艷影天香》封底語：「蔡艷
香，燈光永遠還在。」

香姐在馬來西亞組織的粵劇團海
報

蔡艷香在馬來西亞出版《艷影天香
》(2012)自傳，回顧從藝的心路歷程

蔡艷香與武狀元石燕子合照

蔡艷香與羅家英理事於1970年演出劇照

蔡艷香於「艷陽花放七十載」2010年5月馬
來西亞雪蘭莪表演場刊

蔡艷香與汪明荃主席

劉惠鳴理事和阮兆輝副主席齊聲說﹕「我們都
很欣賞前輩香姐﹗」

羅家英理事特地前來為香姐伴奏 阮兆輝副主席前往機場送別香姐 理事們為香姐香港之旅餞行

李奇峰理事與會員黃君林來探班 何文煥記起當年登台的事

梁少松、周艷儀與蔡艷香合照 李奇峰理事與蔡艷香劇照

蔡艷香與資深文武生何文煥合演《百花亭贈劍》劇照

蔡艷香與八和永遠會長陳劍聲，合演之《百花亭贈劍》劇照

橫跨五十戴的舞台風采，由女武狀元、文武生，到丑生的角色嘗試，香姐造型百變

南派大師班蔡艷香 圓滿完成香港之旅

香姐的藝術歷程

香 姐 專 刊

香姐與香港老倌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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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班的學員陣容鼎盛，不少為本港花旦及新進演員。當中，花旦鄧美玲、新進演員黃寶萱及李沛妍三位一致認為，
香姐來港授課非常難得。

黃寶萱坦言很受用，「大師班很有用，香姐周身都是寶﹗」她又指出，香姐不求學員一板一眼地模仿造手和動作，反
而因材施教，就學員的資質引導發揮。在《劉金定斬四門》的教學中，香姐示範「探海」和「翻身」等的高難度動作
後，指示學員練習。

香姐親自個別指導學員，美玲姐表示﹕「其實有很多技巧教之不盡，香姐鼓勵我們自行摸索，各展所長。」面對學員
的提問，香姐又會不嫌其煩地細心解答，沛妍憶述，「(香姐)教學時很花心思，雖然有腳痛問題，但她依然認真講明
白，做清楚」。課堂上，對答過程常常滔滔不絕，亦足見香姐見識廣博。黃寶萱直言對此印象深刻。
 
除了動作指導，香姐在唱唸指導上亦見其真功夫。寶萱談到香姐教授古老唱腔時，特別分享「不夠氣」的處理辦法，
例如要縮短前一段唱曲的停頓位，好等長唱段的拉腔可以拖得緩慢悠長。美玲姐坦言，香姐的經驗豐富，真是「不可
多得的」粵劇瑰寶 ﹗
 
如果要用一個形容詞，形容對香姐的印象，寶萱默想了一陣子，就衝口而出﹕「開心」。原來大師班的教學氣氛非常
融洽，寶萱又表示，老倌講戲一向嚴肅，香姐反而「經常笑容滿面」，「言談之間非常和藹可親」，足證香姐具有親
和力，甚得後輩的敬重。

而美玲姐和沛妍都不約而同地說「好記性」，她們都十分驚訝，香姐早在第一堂，已對大部分學員的姓名瞭如指掌，
可見她非常留意香港粵劇界的發展。沛妍表示，「我們真的很驚訝﹗香姐竟然能逐一喊出大家的姓名﹗」美玲姐憶述
香姐的「好記性」﹕「陳劍聲、阮兆輝和新劍郎等廿多年前到馬來西亞登台，與香姐經常合作，當時我還是小妹妹，
算是在彼邦有一面之緣，今日在大師班重遇香姐，香姐還說得出我的名字﹗」看來，香姐的記憶力果然超乎常人之所
能﹗

蔡艷香專注地觀察學員的練習

大師班學員：鄧美玲、黃寶萱及李沛妍

大師班學員 課後熱烈有感

李沛妍與黃寶萱

阮兆輝副主席、蔡艷香及李奇峰理事

香姐與一眾學員合照

香姐教導林麗冰：「腰板要直！」
旁為裴駿軒細心相扶

香姐親自示範時，不時須要攙扶蔡艷香示範雙刀 香姐親自落手教導張潔霞 關凱珊與香姐示範刀架頸上的
對戰

完課後來一張大合照 眾人相聚大合照 香姐連日操勞，學員都相扶在側

一眾八和粵劇學院學生與蔡艷香開心合照。左
起：洪榮輝、梁非同、香姐、譚穎倫、袁卓慧

眾多前輩出席講座 八和粵劇學院學生與香姐留影

鄧美玲與李沛妍 眾學員留心聽課 蔡艷香與學員有問有答

公 開 講 座

單元課堂及青少年班



第六版 第七十五期      2012年3月份

2011年12月21-22日，理事李奇峰、羅家英、劉惠鳴前往中國北京，出席「兩岸四地『中國戲曲藝
術傳承與發展．北京論壇』」。是次活動由全國政協京昆辦主持，邀請多個地區的戲曲從業員出
席會議。

李奇峰理事、劉惠鳴理事及羅家英理事獲北京當局盛情款待，先後參觀故宮戲台，一睹昔日慈禧
太后觀劇處的風光，又參觀戲曲博物館，內裡展出多本古舊崑曲劇本，如《遊園驚夢》、《打面
缸》、及《鼎峙春秋》等頭本。有不少展品更連劇本工尺，如《張飛戲周瑜》及《私下三關楊宗
保》，亦有「穿戴提綱」的珍本展出，林林總總，都令眾理事們大開眼界。

香港粵劇史上首部編劇教程專書於2012年1月11日正式出版，包羅粵劇界及教育界精英的心血，包括﹕已故著名編劇家葉紹德先生、香港八和會館副主席阮兆輝、理事
李奇峰、香港大學教授吳鳳平博士以及一眾編劇班導師(羅家英、新劍郎、呂洪廣、高潤權、高潤鴻、李明鏗、溫誌鵬)，可謂集編、演及研究三方專才的結晶。此書
將2008年-2010年八和粵劇學院開辦的，粵劇編劇課程的學習教材及學員作品成果加以匯合，再加入教學單元的評估指引，糅合專業與研究並重的特長。

《粵劇編劇基礎教程》可謂是粵劇傳承的重要一步。此書編輯委員會主席兼八和理事李奇峰先生出席新書發佈會記招，與港大吳鳳平博士一同宣佈新書面世。另外，
《粵劇編劇基礎教程》網上版已建立，歡迎各界人士連結閱讀：http://issuu.com/yuejuedu/docs

為推廣粵劇藝術，粵港澳三地政府由○三年開始，將十一月最後的一個星期日定為「粵劇日」。康文署於2011年11月27日香港文化中心舉行「粵劇日」，香港
八和會館響應活動，派八和粵劇學院青少年粵劇演員訓練班的學員參與演出。當日，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立門太平紳士、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席鄒燦
林、粵劇發展基金顧問委員會主席楊偉誠與香港八和會館主席汪明荃光臨盛會，主持「粵劇日」的開幕儀式。主禮嘉賓將彩旗插在「紅船」布景道具之上，
除了呼應早期粵劇戲班坐紅船縱橫珠三角演出的源流外，更寓意「粵劇日」能揚名立萬，傳藝中外。 

舞台表演的部分，由香港八和會館副主席新劍郎擔任統籌。「八和粵劇學院」的學員粉墨登場，如演員江駿傑及吳倩衡在《醉斬二王之大戰》功架十足，嬴
得全場不少掌聲；演員譚穎倫、梁心怡在《鐵馬銀婚之城樓會》默契十足，足見勤練有功。

會議進行中

鼎峙春秋(頭本)

汪明荃主席、羅家英理事與粵劇日表演人員合影。左起：王
志良、阮德之、羅家英、林穎詩、汪明荃、區劍英、康華

汪主席與嘉賓合影 四位八和粵劇學院學生傾力演出

新書封面《粵劇編劇基礎教
程》於2012年1月11日正式出
版

私下三關 故宮戲台外觀
劇本 月令承應戲

左起：京劇武生一代宗師李萬春之子，李卜春(京劇小武)和李奇峰理事、羅
家英理事及劉惠鳴理事拍照留念

中港兩地戲曲交流﹕
「中國戲曲藝術傳承與發展•北京論壇」

《粵劇編劇基礎教程》正式出版

一年一度康文署『粵劇日』

會後各人齊心合照 (左起﹕曾志輝、吳鳳平、
李奇峰、蔡啟光)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講座教授程介明亦
有到場支持，並與編劇班學員李沛妍分
享所學心得

李奇峰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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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工作報告

2011年11月工作報告

2012年1月工作報告

第卅五屆理事會
第五次會議

日期： 2011年11月8日 (星期二)
時間： 下午2時正
地點： 香港八和會館

議程
項目
1 通過第三十五屆理事會第四次會議記錄

A 討論事項
2 八和會務
2.1 八和計劃概覽 (推廣、專業發展、保存/研究、演出、教育)
        -粵劇教育協作計劃
        -油麻地戲院場地伙伴計劃
2.2 公關及外務報告
2.3 辦公室報告
        -會員事務 及 行政秘書報告
3 會員會籍處理守則
4 財務報告
4.1 八和會館及富亨閣2011年9月收支表

B       其他
5 師傅誕演出、就職典禮及聯歡晚宴檢討
6 探討以工廠大廈作為會址的可行性

第卅五屆理事會
第七次會議

日期： 2012年1月9日 (星期一)
時間： 正午12時正
地點： 香港八和會館

議程
項目
1 通過第35屆理事會第六次會議記錄  
A 討論事項  
2 八和會務  
2.1 八和計劃概覽 (推廣、專業發展、保存/研究、演出、教育)
 -各項計劃的進度報表
 -油麻地戲院場地伙伴計劃
 -西九棚戲演出
 -八和籌款演出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頒獎禮  
2.2 公關及外務報告 
2.3 辦公室報告
 -除夕賀壽
 -華光誕聯歡晚宴場地
 -理事梁煒康捐贈梁漢威副會長藏書予八和
 -公司註冊「公司秘書」職位轉名
 -總幹事報告 
3 續議入會申請 
4 財務報告  
 4.1  八和會館及富亨閣2011年11月收支表          
 
B 其他

11月2日 第35屆理事會(2011-2013)就職典禮暨會員家屬聯歡晚會
於紅磡海逸皇宮大酒樓舉行

11月4日 油麻地戲院小組成員參觀紅磚屋、油麻地戲院及進行會
議。(出席人士: 汪明荃、龍貫天、林群翎、李奇峰、林克輝、黃
肇生、羅家英、呂洪廣、岑金倩)

11月6日 發出致謝函予第35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晚宴各贊助商

11月8日 會館會議；粵劇發展基金顧問委員會主席楊偉誠先生、
副主席呂汝漢教授、民政事務局項目經理黃雅麗女士拜訪本會

11月9日 聯絡理事李奇峰、理事劉惠鳴有關12月20日代表本會前
往北京參加兩岸四地「中國戲曲藝術傳承與發展」北京論壇。確
定出發及回程日期

11月11日 理事溫玉瑜陪同粵劇前輩陳少棠拜會八和

11月12日 聯絡印刷公司制作八和賀年咭

11月14日 聯絡旅行社，確定理事李奇峰、劉惠鳴前往北京的航班
 
11月14日 聯絡《粵劇曲藝月刊》雜誌，刊登粵劇南派大師班廣告

11月15日 香港電台第五台戲曲天地節目主持人歐翊豪來電，香港
八和會館第三十五届理事會選舉入選成為2011梨園十大要聞（候
選）之一，要求本會提供就職相片壹張

11月26日 汪明荃主席、副主席阮兆輝、理事李奇峰出席亞
洲ICH表演藝術論壇粵劇圓桌會議，並發表講話

11月27日 2011年粵劇日於尖沙咀文化中心舉行

12月1日 修訂「油麻地戲院伙伴計劃」的計劃書

12月5日 墨爾本怡情曲藝社到訪

12月8日 主席汪明荃與總幹事岑金倩出席西九棚戲記者招待
會；會館會議

12月9日 八和西九棚戲工作小組商量西九可否加日場

12月13日 蔡艷香於八和粵劇學院開課

12月16日 安排蔡艷香於18-12-2011到廣州

12月20日 八和代表李奇峰理事、羅家英理事、劉惠鳴理事
等出席兩岸四地『中國戲曲藝術傳承與發展•北京論壇』

12月24日 汪明荃主席、阮兆輝、李奇峰、呂洪廣討論與保
良局合辦粵劇課程的計劃 

1月3日 會計部為會館派利是預備封利是。汪明荃主席到訪
視察派發利的準備

1月4日 多間媒體預約訪問，關注西九大戲棚及新光戲院續
約的最新消息

1月6-8日 會館派發利是，為期3日

1月9日 會館會議

1月11日 《粵劇編劇教程》新書發布會

1月13日 華人廟宇委員會為神功戲招標，通知事務組傳發消
息

1月14日 總幹事岑金倩陪同理事陳咏儀、衛駿輝、王超群出
席鄭文雅捐款儀式

1月20日 西九棚戲開鑼

1月22日 除夕賀壽

1月31日 理事呂洪廣、總幹事岑金倩代表八和出席康文署的
春茗酒會

日期： 2011年12月8日 (星期四)
時間： 下午2時正
地點： 香港八和會館

議程
項目 
1 1.1 通過第35屆理事會第五次會議記錄
  
A 討論事項  
2 八和會務  
2.1 八和計劃概覽 (推廣、專業發展、保存/研究、演出、                         
         教育
         -各項計劃的進度報表
         -油麻地戲院場地伙伴計劃
         -粵劇教育協作計劃 
2.2 公關及外務報告
2.3 辦公室報告
 -通過2012年八和會館活動時間表
 -會員事務 及 行政秘書報告  
3 審議入會申請 
4 財務報告  
4.1 八和會館及富亨閣2011年10月收支表  
5 跟進「要求設立及貫徹執行『保障本地粵劇演員演出 
         機會』的政策」

B 其他  
 會員黎照桓的申請書
 

第卅五屆理事會
第六次會議

羅家英理事、高枚坤(京劇武生)、彭熾權 (廣東
粵劇演員)、李奇峰理事、劉惠鳴理事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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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 初 贈 書 (泥印本﹕開山曲)

會員譚初捐贈珍藏劇本16部，當中不乏泥印本印刷，有幾本更為開山曲本。

鄭 文 雅 贈 支 票、攝 影 集
鄭文雅小姐喜好粵劇藝術，其戲曲演員攝影展，題為「戲影情真
──鄭文雅中國戲曲攝影展」於2012年1月14日至2月29日，假數碼
港商場全天候廣場展出。1月14日開幕禮當日，鄭小姐送贈港幣
$90,500善款，及一系列21張裝裱照片予八和籌款拍賣。八和派代
表王超群、衛駿輝及陳咏儀理事到場支持。

 鳴 謝 善 長

陳少棠親筆來函：「粵劇之魂、行家歸心」
國家一級演員、廣東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今年76歲的陳少棠致函汪明荃主席，就盛
世天戲劇團2011年11月製作之《金玉觀世音》演出發表褒辭「三贊」。當中第三贊，
評香港八和會館「使行家歸心」。

陳少棠自幼拜粵劇老倌鄧肖蘭芳為師，熟習粵劇十大行當的技藝，活躍於上世紀六十
年代的粵劇舞台，與靚少佳、盧啟光、梁蔭堂齊名。

2011年11月11日陳少棠到訪八和(左起﹕狄
飛龍、陳少棠及溫玉瑜理事)

八和2012年發展多元，除了專業演出及製作，還開展了不同推廣及教育項目。(製表日
期：2012年1月5日)

最新消息：捐款與餽贈

登 記 做 選 民 公 告
理事會於2011年11月的會議，促請粵劇團體登記成為功能組別選民(文化小組)。團體
登記的資格：凡符合「主要目標是促進藝術，且獲香港藝術發展局、市政局、區域市
政局、臨時區域市政局、康文署或民政局在有關期間內批予資助金，贊助或演出費用
的法定團體及註冊團體」，便可有資格登記成為選民。下次立法會選舉的登記期限為
2012年5月16日，如欲參與下次立法會的功能界別選舉，請於上述日期前登記成為選
民。有關的團體登記申請書（表格REO-42）及選舉事宜查詢，可聯絡以下機構：
(a) 選舉事務處：
(i) 香港灣仔港灣道25號海 港中心10樓
(ii) 香港灣仔愛群道32號愛群商業大廈10樓

(b) 選舉事務處網址：www.reo.gov.hk

(c) 選舉事務處查詢熱線： 2891 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