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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家門

陳錦棠，中山小欖人士，生於 1906 年 8 月 7 日

（農曆六月十八日），卒於 1981年 12月 30日，享年

七十五歲。

陳錦棠的師傅新北為他取藝名為“新靚玉”，人

或簡稱作“靚玉”，乳名“阿玉”，早年加盟“覺先聲”

時劇刊上用的名字已經不是“新靚玉”或“靚玉”，而

是“陳錦棠”，後來他為自組的劇團取名“錦添花”，

班牌中的“錦”字也是與其名字直接雙關的。

當然，行內人士不會直呼其名，上一輩的戲行人

士都習慣尊稱名伶或前輩為“哥”或“叔”，再冠以“排

行”。如三叔是白玉堂，四叔是靚次伯，五叔是薛覺

先，廖七叔是廖俠懷，白七叔是白駒榮，八叔是桂名

揚，十三叔是名編劇南海十三郎⋯⋯。而戲行中同輩

人士都尊稱陳錦棠為“一哥”或“老一”，後輩則更

要謙卑些，尊稱他為“一叔”。陳錦棠在粵劇界有“武

狀元”之稱，他在舞台上英姿颯爽的形象，早已深入

民心。

陳錦棠自 1916年開始踏台板，直至 1973年受傷

退出舞台，1977年正式公開宣佈“掛靴”，縱橫粵劇

界凡五十七年，是少數兼具“紅船”、“畫艇”資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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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伶影雙棲的資深老倌。他一手建立的名班“錦添花”

亦持續演出近四十年，曾加盟“錦添花”或與陳錦棠

合作的名伶極多，如薛覺先、新馬師曾、任劍輝、廖

俠懷、李海泉、曾三多、關德興、麥炳榮、黃千歲、

白雪仙、芳艷芬、羅麗娟、鳳凰女、羅艷卿、吳君

麗、李寶瑩。

陳錦棠的演技自成一格，剛柔並濟，文武皆能，

忠奸兼擅，舞台上或銀幕上均形象多變，一生演活無

數角色，其中以周瑜、西門慶、白玉堂、黃天霸、凌

貴興、左維明、溫璋、衛青、楊越、曹植等角色最為

成功。首本名劇《紅菱巧破無頭案》、《隋宮十載菱花

夢》、《火網梵宮十四年》、《香銷十二美人樓》、《英

雄掌上野荼薇》、《蓋世雙雄霸楚城》、《雙龍丹鳳霸皇

都》、《漢武帝夢會衛夫人》、《洛神》、《香羅塚》，至

今歷演不衰。

名師與高徒

戲行中人非常着重“師承”。

一個演員演戲演得出色，觀眾會說：“他是某某的

弟子。”演員演出有問題，一入後台就會被同行嘲笑：

“邊個師傅教你咁做？”“你師傅有冇教你？”

當然，到底是名師出高徒還是高徒出名師，誰

也說不準，但戲行中尊師重道的傳統，到今天還沒有

改變。

陳錦棠在粵劇界是響噹噹的人物，有“武狀元”

之稱，縱橫劇壇差不多一甲子，如此優秀的粵劇人

才，到底是誰教導出來的呢？原來一叔的正式師傅是

新北。

新北，原名陳北，又名“金山北”或“正新北”，

是上世紀初的著名小生，所以又稱“小生北”。文獻

上能找到與新北有關的材料並不多，若要透徹瞭解新

北其人，就必須由名編劇南海十三郎入手。據十三

郎說，新北不但聞名於省港澳，在美國各地更為吃

香，美國人士對他的藝術也非常讚賞，因此有人稱他

為“金山北”。新北的首本戲除了《荷池影美》外，

還有《明珠煎茶記》、《漢武帝重見李夫人》等劇。上

世紀初，新北經常到十三郎家談天，並與五星燈、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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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蘇、新珠、靚雪秋等伶人研究唱做等戲曲藝術，因

此十三郎對新北的認識特別深刻、具體。十三郎盛讚

新北的小生戲，話說新北在《明珠煎茶記》一劇中扮

演那個多情公子，演來無人不讚，尤其演憶美病倒一

場，十分動人，後來演《寶玉怨婚》、《夜吊白芙蓉》

等小生都模仿新北那場失美病倒的演技，但十三郎卻

認為始終沒有一個演員及得上新北。

新北雖然演藝高超，但為人十分隨和，十三郎說

新北對後輩從來不擺架子，教導年輕演員時仍然口口

聲聲說“彼此研究”，十分客氣，絕不會擺出一副“老

叔父”的大架子。新北與“新紮師兄姐”有其獨特的

交流方法，他認為新紮師兄姐和當紮者同場，新紮者

必定膽怯，因此在合作時容易出錯，但越怕越錯、越

錯越驚，如果前輩不瞭解新演員這方面的心理，只懂

得大罵，結果是新演員在敢怒不敢言之下，會盡量避

免和前輩接觸，這對人際關係不但有很大的影響，並

且會影響粵劇的發展。正因新北待人隨和，班中兄弟

對他都很尊敬。他晚年隱居於廣州河南岐興里時，還

經常有經他指導過的當紮伶人登門拜訪。

陳錦棠六歲開始隨新北在廣州市生活，新北既

是他的義父，又是他的師傅。陳錦棠尊稱新北為“阿

叔”，新北視姪陳添為己出，又有一位養女名素蘭，

後來在教育界發展。話說陳錦棠的女兒剛出生不久，

即由新北幫忙照顧。新北雖然是“小生”，但本身卻

精於武藝，他經常強調演員在演出時“腳門”的重要，

在一連串快速動作後一旦煞停的話，一定要站得穩。

至於唱做，他對古老戲認識很深。陳錦棠的女兒對筆

者說，年輕時的鄧碧雲問陳錦棠《陳宮罵曹》中背台

口唱的那幾句首板該怎麼唱，陳錦棠對鄧碧雲說：“你

去問阿叔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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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栽培弟子

新北對陳錦棠的栽培，不單是技藝上的傳授，而

更重要的是他能鼓勵弟子把握機會，並且為弟子製造

機會。他對弟子的提携，可謂既悉心又盡力。

陳錦棠十七歲時擔任班中第四小武，已經與義父

新北、武生賽子龍及丑生謝了凡同台演出《珍珠劍》，

在舞台上透過實踐，慢慢吸收演戲的經驗。他後來加

入了名班“覺先聲”，據十三郎說，陳錦棠對薛覺先是

“先稱以為師，後認誼父”，這一來就引起了新北其他

弟子不滿，認為陳錦棠此舉是忘恩負義，但新北對此

卻不反對，反而認為陳錦棠是為了藝術深造而轉拜薛

覺先為師、為父，還替陳錦棠向其他弟子解釋。這一

來，陳錦棠與薛覺先的“父子關係”就更名正言順了，

對陳錦棠的事業有莫大的幫助。陳錦棠稱新北為“阿

叔”，稱薛覺先為“嗲哋”（Daddy），一點衝突都沒

有。新北有量度，能鼓勵、支持弟子轉投別人門下，

讓弟子把握每一個學藝的機會，胸襟廣闊，能處處為

弟子的事業前途着想。

新北不止胸襟廣闊，而且眼光遠大，擅於為弟

子製造出頭的機會。話說有一年新馬師曾與陳錦棠

同組“勝利年”，新馬師曾當時已露頭角，支持者不

少，因此有人認為陳錦棠與他同班演出，只會自暴其

短，一定會給比下去。可是新北卻另有考慮：他請編

劇者在《平戎帳下歌》一劇中為陳錦棠在尾場加插一

段小生戲，然後再親自指導陳錦棠小生工架和唱腔。

陳錦棠在該劇尾場中演獄中受困，又唱又做，演來大

獲好評，十三郎說他當時所唱的“古老大首板”的

“美人恩，美人恨，淚零衾枕”及“古老怨婚中板”

的“忍不住點點珠淚灑征襟。矢志平戎畢生恨。春秋

萬世節義竟難分。誓不低首邀人憫。獄中天地悟前

因⋯⋯”，因為有義父新北親加指點，所唱的小生腔

立刻令觀眾另眼相看。

話說關德興也是投於新北門下，藝名“新靚就”。

關德興是陳錦棠的師兄，但關德興是帶藝投師的，他

在拜入新北門下之前，本是紮腳勝的弟子。十三郎

說，雖然武戲不是新北所長，但他對粵劇的古老排場

和各種角色都有研究，他當時見關德興雄糾糾，認為

他不大適宜演小生，於是因材施教，教他演小武戲，

並授予古老排場的《武松殺嫂》、《胡奎賣人頭》等小

武首本，後來關德興便以《武松》一劇而走紅，人稱

“生武松”。而據一叔的女兒陳琰玲的回憶，新北教關

德興的是可以殺人傷人的真武功，而因為怕陳錦棠出

手誤傷他人，所以教的都是舞台上的優美武工架式，

讓他在舞台上得以發揮。由此可見，新北授徒都能因

材施教，弟子都能發揮個人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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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關德興和陳錦棠，白通靈、羅鑒雄也是新北

的弟子。白通靈的生平資料不詳，筆者在 1939年 4月

“錦添花”的廣告上見過他的名字，他在《梁天來》中

飾演施智伯，陳錦棠飾演凌貴興。在 1941 年 6 月的

“勝利年”劇刊上也見過他的名字，同劇團的尚有陳

錦棠、廖俠懷及新馬師曾，演的是《穆桂英》。而羅

鑒雄則擅長扮演武將英雄一類角色，首本戲有《羅成

寫書》、《斬二王》，五十年代曾任順德縣粵劇團副團

長，八十年代初移居美國紐約，在彼邦組建美東八和

會館，羅鑒雄的女兒羅碧兒在彼邦也是粵劇界的活躍

分子，算起師承和輩分，羅碧兒該是陳錦棠的師姪。

由“拉扯”到“小武”

陳錦棠十三歲即在班中擔任“拉扯”。“拉扯”在

早期粵劇十大行當中歸入“雜”，多扮演戲中的朝臣、

家院、中軍、旗牌等角色。“拉扯”地位雖然次要，但

在班中“拉扯”地位比“手下”高，一般是“手下”

中較出色較機靈的才可以當“拉扯”，那該是“手下”

中的精英。“拉扯”熟悉戲班演出的運作程序，對演出

程序或排場有一定認識，能適認、配合主要演員的演

出。做“拉扯”是對演員的有效訓練，陳錦棠就是在

當“拉扯”的日子中，打下了穩實的藝術根基。事實

上，名伶薛覺先也是當“拉扯”出身的，他十八歲時

在“寰球樂”當“拉扯”，就常藉機在演出時向主角朱

次伯“偷師”。

當了四年“拉扯”，陳錦棠十七歲轉任班中的第

四小武，十八歲則在“新紀元”擔任第二小武。“新

紀元”是駱錫源在“大明星”的基礎上另組的新班，

演員有花旦小鶯鶯、林超群，武生賽子龍，小武陳鐵

英，陳錦棠在班中擔任第二小武。可惜好景不常，戲

班在新會縣梅閣村演出時，開罪了當地的土豪惡霸，

戲船遭縱火，所有衣箱道具都付諸一炬，橫禍飛來，

劇團演出大受影響。後來駱錫源東山再起，重新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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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粵劇團”，並移師到上海演出，而陳錦棠則沒有

加入，仍留在南方，另謀發展。

轉捩點

陳錦棠加入馬師曾的“大羅天”，從最下層的“拉

扯”做起，後提升為三幫小武。馬師曾演《佳偶兵

戎》，在內場唱一句“二王首板”後，沖頭出場一跳，

坐在兩個兵卒扛着的木板之上—這兩個負責扛木板

的無名小卒，一個是後來的“金牌小武”桂名揚，另

一個便是後來的“武狀元”陳錦棠。

陳錦棠在“大羅天”任次要角色，看起來似乎“班

運”並不亨通。不久，馬師曾離開了“大羅天”，與香

港高陞戲院主事人呂維周組織國風劇團。“大羅天”走

了馬師曾這條台柱，無以為繼，乃計劃改組，而恰巧

當時薛覺先也因為“大江東”解組，無班可落，於是

找黃不廢與“大羅天”班主商量承頂班底等接手事宜，

薛覺先並四出積極貸款，組織覺先聲劇團。“大羅天”

將由新班主薛覺先接手營運，按當時戲行規矩，舊劇

團的所有物資和演員，都視為“班底”，接手者有責

任有道義要全數接收“班底”。陳錦棠既是“大羅天”

的班底演員，演技也得到薛覺先的賞識，於是順理成

章，在“大羅天”改組為“覺先聲”後，陳錦棠便轉

隨薛覺先，隸屬於名班“覺先聲”了。而是次加盟，

可說是陳錦棠個人藝術生涯中的一大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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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棠轉隸“覺先聲”，最先是出任班中第三小

武，得薛覺先在化妝、穿戴及演技上提點，他的演出

已漸受觀眾注意。1931年“覺先聲”的正印花旦謝醒

儂、正印丑生葉弗弱和正印小生黎笑珊三人一起“花

門”（突然離開劇團）到安南走埠，“覺先聲”沒有正

印花旦，薛覺先不得不反串，而丑生則改由阮文昇擔

任，薛覺先本來擔任的男主角位置則由陳錦棠出任。

例如演《璇宮艷史》，本來飾演主角伯爵的薛覺先改

飾演（反串）女主角女皇，而陳錦棠則演伯爵，儼然

是班中的另一主角。是時演出的尚有《紅粉金戈》及

《翡翠鴛鴦》等劇，陳錦棠得此良機，在演出時又每每

得到薛覺先的指導，加上他早已打好了堅實的藝術基

礎，很快便得到觀眾的欣賞和支持。

得遇風雲，龍飛九天。陳錦棠在“覺先聲”可說

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因為班裏頭有擅長北派的王

鳳山做對手（王氏是京劇著名武打演員，在“覺先聲”

演出和教授武場工架），陳錦棠便常常有表演北派武技

的機會。而事實上，當年“覺先聲”少了花旦謝醒儂，

薛覺先可以反串代替；少了葉弗弱也不打緊，可以林

坤山來補缺。若是少了陳錦棠，薛覺先演北派戲便沒

有又匹配又登對的好對手。環顧當時，沒有比陳錦棠

更擅長北派而又能唱能做的小武，所以當時陳錦棠在

班中，甚得薛覺先倚重。

薛覺先飾演（反串）女主角女皇，陳錦棠飾演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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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棠與薛覺先

薛覺先看重陳錦棠是事實，而陳錦棠在“覺先聲”

既有發揮和學習的機會，一時間也不急於改投其他戲

班，反而情願留在“覺先聲”邊學邊做。如此一來，

薛覺先對他更有好感，把他視作“覺先聲”最忠實的

成員。

事實上，眾所周知，薛覺先對演出的要求非常

高，與他合作過的人都知道他認真，而且頗有“脾

氣”，若有人影響劇團演出，無論影響是大是小，都幾

乎一定要“食包”（捱罵）。第二屆“覺先聲”謝醒儂

臨時“花門”，傳聞正是因為謝醒儂遲到而遭薛覺先掌

摑，是以心中不忿，在新一屆起班前與葉弗弱等幾位

“支持者”突然一同“花門”，意在為薛覺先製造難題。

可見要與薛覺先好好相處，並非易事。

陳錦棠作為薛覺先的後輩，薛覺先卻與他特別投

緣，據十三郎的回憶，原來箇中另有一段因緣。話說

有一次演《陣陣美人威》，有一場戲是由陳錦棠執槍，

薛覺先赤手走針，但薛覺先站立不穩，在走針時向前

仆倒，幾乎被槍刺傷，陳錦棠十分機警又非常敏捷，

把槍一收，向後一退，寧願弄傷自己的手，卻不傷薛

覺先，救回薛覺先一次，從此以後，薛覺先對陳錦棠
陳錦棠（後右）、何鴻略（後左）與薛覺先（坐）合照。

（陳錦棠先生家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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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另眼相看了。

說薛覺先與陳錦棠分外投緣是事實，而他倆的這

份“緣”，細水長流，並非那些純粹建基於利益上的

淺薄關係。陳錦棠是在“覺先聲”“紮”（成名）的，

1932年廖俠懷組“日月星”，以年薪九千五百元邀請

陳錦棠加盟，當時陳錦棠在“覺先聲”只有三千元年

薪，只是礙於與薛覺先既是一場賓主又誼屬師徒與父

子，不可能說走便走。後來薛覺先知道“日月星”重

金聘陳錦棠過檔，不但沒有留難，反而鼓勵陳錦棠加

盟“日月星”，另謀發展，可見薛覺先對陳錦棠確是

愛護、支持有加的。陳錦棠也是有情有義的人，他雖

加盟別班，而且聲名越來越響，但“覺先聲”演出上

若有需要，他都一定“歸隊”參與演出，與“覺先聲”

始終保持着很好的合作關係。1934年陳錦棠隨“日月

星”到上海演出，那時薛覺先被人用石灰撒眼，幾乎

失明，暫居上海休養，陳錦棠每天都前去探望照顧，

對薛覺先關懷備至，二人交情之深厚，可見一斑。

1954 年，薛覺先離開香港定居廣州，出任廣州

粵劇工作團藝術委員會主任及中國戲劇家協會廣州分

會副主席，後來任全國政協委員。1956年 10月 30日

晚，他在廣州市人民戲院演出《花染狀元紅》，演出期

間腦溢血，雙腳麻痺，仍堅持演至終場並謝幕。後送

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搶救無效，於翌日下午逝世。

陳錦棠哀悼這位亦父亦師的大師級前輩，所撰的輓

聯是：

哀義父，痛良師，憶昔訓迪承恩，秋夜驚傳急羽化；

仰雲山，望珠海，從今瞻依罔極，春暉莫報愧餘生。

輓聯中可見陳錦棠肯定薛覺先作為“義父”與“良

師”的特殊身分，“恩”字尤見深情，末句“春暉莫

報”強調的始終是深刻而真摯的父子關係。薛覺先逝

世後，陳錦棠在《中聯畫報》第十五期發表了〈我的

義父薛覺先〉一文，正如他在文章中說，這是他第一

次寫文章。這篇文章細說了他與薛覺先的深厚情誼，

十分動人，原文過錄如下，讓讀者直接透過陳錦棠的

文筆，感受他對義父的深切懷念，而這篇文章，亦是

陳錦棠傳世的唯一一篇文章：

陳錦棠：〈我的義父薛覺先〉

三十多年來，這一次破題兒拿着像千斤重的鋼筆，在

《中聯畫報》來寫點不倫不類的文章，希望讀者們不要見

笑。因為我是戲人，一生只得在舞台上戴起了狀元和秀才的

面具，穿上才子的服裝，其實是胸無點墨。

我在十六歲的時候，便開始過着班中生活，老父也開

始帶着我走碼頭，在香港演出，“覺先聲”的班主薛覺先

親來觀戲，他認為我是可造之材，極力邀請我參加“覺先

聲”，老父也認為是不可多得的機會，教我拜薛伶為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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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我在“覺先聲”擔任小生，武生是新周瑜林，文武生乃

義父薛覺先，正花乃嫦娥英李翠芳，丑生葉弗弱。那時年薪

是三千塊，我對錢財並不重視，只希望追隨義父得多點機會

學習，可是第三年，別人的年薪已增加兩倍，而我仍是三千

塊錢，我為了添置私伙時需要大量的本錢，但又不敢向義父

提出。一天，他大概知道我的困難，於是他將一部分新縫的

私伙讓給我。

三年的時光轉瞬又過去，這時粵劇相當蓬勃，尤其是

小生一席，人材缺乏，“日月星”的班主，秘密跟我商量，

希望我跳槽，年薪方面，當然比覺先聲可觀。可是心裏覺得

有點對不起義父，當“覺先聲”在廣州海珠戲院最後一台

的那一夜，義父走到我的箱位，他微笑問我是否要過“日月

星”，這時我好像給針線縫着了嘴巴，總是不敢發言。義父

最後說，“日月星”如果能給你八千元年薪的話，那麼我不

只不怪責你，反慶祝你有了出路，因為我的義子，已經成

功。那時我好像從死刑裏獲釋，我將“日月星”酬給我年薪

九千五的數目說出後，義父眼睛裏歡喜得流下淚來，把我雙

手熱情地握着，帶我到各同業箱位，很高興地把我的好消息

說給各人聽，義父這樣愛護我鼓勵我，真使至今印象不忘。

離開了“覺先聲”，在“日月星”跟曾三多、桂名揚、

李翠芳、李自由、袁仕驤、廖俠懷，演出一年後，“日月星”

便解體，我欲遠離廣州，另謀出路，義父教我在“覺先聲”

跟他並肩作戰，年薪依舊像“日月星”一樣。

日寇侵華，迫得與義父分道揚鑣，自組“錦添花”，與

義父的“覺先聲”，看來好像分庭伉禮，其實都是一家人，

看文戲的戲迷當然需要“覺先聲”，看武戲的戲迷便過來“錦

添花”。

韶光如流水，十數年後的 1952年（筆者按：應為 1950

年），義父提出組父子兵，這一班是最後和義父合作的一

次，相信戲迷們也不會忘記，那時參加演出有薛覺先、白龍

珠、芳艷芬、車秀英、李海泉等。一生最難遺忘的是在“日

月星”重返“覺先聲”與義父合作演出最成功的一部戲，就

是《霸王別姬》。義父反串虞姬，我當霸王，相信老一輩的

戲迷，當能對義父的演技深入腦海哩。

而今，義父與世長辭了，可是他的藝術永垂不朽。

（凡文字材料摘引自舊報刊或劇刊者，均由筆者修訂別字及

標點，下同）

陳錦棠〈我的義父薛覺先〉，載《中聯畫報》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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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益多師

陳錦棠先後向新北、薛覺先拜師認父，二人對陳

錦棠都愛護有加，對他教導和指點，一定不少。但陳

錦棠還有兩位師傅，對提升他的舞台藝術水平，幫助

極大。

先說他的北派師傅。陳錦棠原本是走小武路線，

而且有“武狀元”的美譽，很多人以為他的“北派”

全都是新北和薛覺先教的，其實不然。新北和薛覺先

在北派功夫上固然對他有指導，而張海鵬、蕭月樓、

韓雲傑對他亦有指導，但若說到最重要的人，就不得

不提那位“無名”的北派師傅。

南海十三郎說第一個教陳錦棠武功的是一位京班

坤角，可惜十三郎不願透露她的名字，只知這名精於

北派功夫的坤角曾參加廣州大新天台京班的演出，北

派武技無人不讚，而陳錦棠適逢其會遇上她，就隨她

學北派武功。

另一位不能不提的，是陳錦棠唱曲的師傅。向

來走小武路線的演員都不擅唱，只是後來舞台上“六

柱制”出現，小武行當基本上已由文武生兼領，倘由

小武轉任文武生，則唱功需有一定水平，方能應付不

同劇目、不同角色。陳錦棠是新北的弟子，對小生唱

腔有一定的掌握，他雖然曾自謙“唱曲唔撞板唔係陳

錦棠”，知音者卻多認為他善於運用丹田之氣，露字

合拍，能利用尖鋒發聲，唱起曲來既嘹亮清楚，又聲

情並茂。戰後他曾灌錄過若干戲曲唱片，其唱功更令

人有“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之感，原來他為求在唱

功上精益求精，每每向梁以忠請益，是以唱功日進。

陳錦棠不愛唱小曲，接到新劇本若見小曲，就想盡方

法把小曲段落刪減，但太太陸淑卿則堅持要他唱，而

最終就是要找以叔（梁以忠）幫忙教唱。說梁以忠是

陳錦棠唱曲上的師傅，實不為過。陳錦棠自己也曾說

過：“演技靠新北，唱技靠梁以忠。”

梁以忠是音樂大師，是粵樂界的大師級人物，對

撰曲、作譜、演唱、管樂、絃樂、敲擊樂無所不能、

無所不精，粵曲中的“解心腔”就是梁以忠所創，纏

綿動聽，在粵樂界或曲藝界的影響都很大。梁以忠的

妻子張玉京也是著名的唱家，千金梁素琴創“琴腔”，

掌珠梁芝潔亦精於曲藝，真是一門風雅。陳錦棠常找

梁以忠操曲，濡染日深，曲藝自有進步。薛派名劇

《女兒香》經潘一帆重新撰曲，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灌

錄成唱片，主唱者有陳錦棠、梁素琴、林家聲、曾雲

飛、小甘羅及陳惠貞。在唱片中陳錦棠很能唱出現場

氣氛，而且感情投入，口白鏗鏘。這套唱片的監製，

正是他的唱曲師傅梁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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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棠的“唱”

陳錦棠很瞭解自己的藝術專長，他並非不能唱，

而是自知以“武場”見長，因此也多在這方面下功夫，

在表演時盡量凸顯個人的長處和特色。

話說宋華曼是以撰小曲見長的編劇，曾為陳錦棠

編《劉智遠白兔記》，劇情說劉智遠未得志時，為大舅

兄看守瓜園，宋華曼安排演劉智遠的陳錦棠唱南音小

曲西皮，唱詞甚長，把瓜園中的毛瓜、絲瓜、黃瓜、

苦瓜、番瓜、冬瓜、西瓜、蜜瓜，盡數出來，唱詞足

有兩三頁之多。陳錦棠對宋華曼說：“我不是跛腳了哥

靠唱得名，要是打武，演至滿場飛我也演得到，只唱

曲的話就未免強我所難，這一套戲我不演了。”可見

他是極有自知之明的。但這絕非說他不能唱，十三郎

說他在《璇宮艷史》中飾演伯爵一角，要唱一大段二

王，而該劇本來就是注重唱情的，而陳錦棠演起來也

十分稱職。可見他是唱做並重的演員，並非只強調演

唱。有一次他和李艷秋落鄉合演《紅粉金戈》，卻不

知道戲棚的時鐘壞了，眼看時間是子夜十二點，距離

接演天光戲的環節尚有差不多兩小時，二人只好“馬

後”，就是即興演出，拖慢來演。他和李艷秋畢竟是經

驗老到的演員，於是兩人開始對唱，先後唱出反線、

打洞結拜腔、出昭關腔、撇喉霸腔，唱了個多小時，

唱至喉乾舌燥，偷偷瞥一下戲棚上掛着的大鐘，卻依

然是十二點！這才知道時鐘有問題，原來當時已經差

不多是凌晨三點了。這段佚事可以證明，陳錦棠是一

個絕對能唱的演員。事發翌日，鄉班的主會盛讚陳錦

棠表演落力，唱得又長又好，以燒豬獎賞戲班上下同

人，陳錦棠笑說這是“武狀元”被迫作唱家。

1953年 8月陳錦棠加盟任、白的“鴻運”，上演

《富士山の戀》。這齣戲以日本為背景，劇團宣傳時

強調是“新編全部新日本和服新景文藝劇”。陳錦棠

在劇中飾演柳永二郎，唐滌生安排了一支主題曲給他

唱，這支主題曲就是《身比浮萍在愛河》，舞台版唱詞

如下：

（小曲錦城春）災磨，災磨，殘害了骨肉情禍，身似浮

萍在愛河，堪嘆為誰受折磨，唉，犧牲一切為玉娥，早知今

世被情繫鎖，悔把情場墮，偷偷怨，偷偷恨（雙）偷偷怨句

我太痴傻，搞到同室操戈，同室操戈，天意亦難饒我，嘆因

果（雙），拚將寶劍作誅鋤，

（二王下句）總之情場恨海，無日不浪潑，翻波，太息

七尺昂藏，卻葬在情花，（合花）一朵，生前解盡情滋味，

臨危一唱斷腸歌，歌斷腸，我斷腸，眼底心頭都是火，

（絃索笛仔襯斷腸歌）一重重一重重的彌天災禍，一段

段一段段的情關因果，一片片一片片的風吹桐葉，一聲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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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聲狂呼悔過情天禍，唱盡斷腸歌，在今晚只有天庇助。

這支曲由三個部分組成，即《錦城春》、《二王下

句》及《斷腸歌》。《錦城春》算是較傳統的小曲；《斷

腸歌》在當時卻是“生聖人”（全新編寫的小曲），跟

“二王”不同；《斷腸歌》沒有譜是不能唱的。譚蘭卿、

任冰兒最擅長應付“生聖人”，譚蘭卿更有“小曲王”

的美譽。任劍輝、陳錦棠最不喜歡“生聖人”，唯唐

滌生向來擅長“因人寫戲”，相信他對陳錦棠的表演

特點亦有一定的瞭解，《富士山の戀》中這支由“生聖

人”與“二王”組成的主題曲，曲式安排是新舊兼融，

《斷腸歌》句末還有一段拉腔（乙士上尺工上尺工六己

上士上尺工六尺上士上），唐氏如果對陳錦棠的唱功沒

有信心，相信不會在曲式上作這樣的安排。

陳錦棠唱曲很有舊式小武的風格，喜歡唱霸腔、

左撇或反線二王，聽起來陽剛味十足，聲聲入耳。梁

素琴曾與陳錦棠合作，她在接受筆者訪問時，說陳錦

棠除“口白”一絕外，“滾花”也唱得非常好，而且唱

曲很能投入豐富的感情。“滾花”的特點是不受時值

（拍子）限制，可以由演唱者自由發揮，是高難度而又

最能表現個人演唱特色的唱段。筆者亦十分欣賞陳錦

棠唱的“滾花”，陳錦棠在《百萬軍中尋妺喜》中飾

演夏桀，第五場“鑼邊花”上場接唱“大滾花”：“我

力可分牛，有非凡本領。正是恨天無柱，更有百萬雄

兵。可笑成湯佢螳臂當車，竟欲謀朝奪政。不殺此亂

臣賊子，不顯得我神武英明。耳畔又聞四方響應。”

類似的鑼鼓與唱做安排，真是編劇為他“度身訂造”

的安排，陽剛而帶霸氣。他唱曲，常於唱詞中的陰平

聲字刻意用力（句末的陰平聲字例外），令整句唱詞聽

起來分外有高低抑揚、跌宕頓錯之美，格外動聽。例

如他在《再世紅梅記》（唱片版）中飾演賈瑩中，第一

場有一截“長滾花”：“尤物世間稀，美色天下重。一

棒若然銷綺夢，須憑杯酒悼遺容。與其橋畔把紅烹，

不如及早回船將玉弄。”唱詞中大部分是陰平聲字，

如“間”、“稀”、“天”、“銷”、“須”、“將”，都唱

得異常用力，分外響亮。這種吐字的特色，也見諸部

分陰入聲字，唱起來尖鋒突出，凌厲而剛健，十分悅

耳。例如他在《再世紅梅記》（唱片版）中唱那段“中

板”：“有個盧氏女，字昭容。貌如李氏，無輕重，艷

與慧娘一樣同，在繡谷，日被群芳擁。父為酒販甚貧

窮，納采登門如蜂湧，未容浪蝶上巫峰。（滾花）須知

三分權力可登龍，十斛黃金能引鳳。”唱詞中的陰平

聲字如“昭”、“輕”、“芳”、“登”、“蜂”等固然唱

得特別用力，而“一”字是陰入聲，在演唱時他也同

樣是用力吐字，別具個人特色。

陳錦棠成名作是《女兒香》，除了在三十年代他

與薛覺先開山演此劇，五十年代又與任劍輝合演電影

《新女兒香》，六十年代又參與灌錄唱片《女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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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次的參與，陳錦棠都飾演魏昭仁，以下不妨把

焦點集中在魏昭仁賣劍的唱詞上，透過對比看三位著

名編劇如何為陳錦棠安排演唱曲式，間接地瞭解陳錦

棠的演唱特色與風格。十三郎在《女兒香》中為昭仁

賣劍安排了簡單、樸素的唱段：

（賽龍奪錦）賣劍、賣劍，劍喇磨利劍，青霜劍重有吳

鉤寶劍。買喇、買喇，就要錢。

南海十三郎：《女兒香》

（三十年代，舞台劇本）

十三郎採用的是較傳統的廣東小曲《賽龍奪錦》，

此曲旋律頗能配合劇中人沿街叫賣的節奏與氣氛，明

快爽朗的音樂節奏，也很能配合陳錦棠的演唱風格。

潘一帆的唱詞仍沿用《賽龍奪錦》，但連這段小曲的引

子都填上唱詞，讓演唱者半說半唱地交代沿街叫賣的

原因，曲式安排與十三郎的大同小異：

（賽龍奪錦）人窮便志短，沿街喚賣劍，賣劍、賣劍，

賣去家傳利劍，青霜寶劍，此日豪光盡歛，志短，志短，我

心灰復志短。

潘一帆：《女兒香》

（六十年代，唱片唱詞）

可幸今天我們還有機會可以重聽這套舊唱片，聽

陳錦棠開腔唱“奪錦引子”的線口頗高，兩句共十個

字，只有“街”字是陰平聲，陳錦棠唱得尖鋒突出，

嘹亮的唱腔表現得出“沿街喚賣劍”的“喚”字，很

能營造高聲叫賣的現場感覺。潘一帆那兩句“奪錦引

子”未知是否受吳一嘯的影響，吳氏在 1953年《新女

兒香》的電影插曲中就為魏昭仁賣劍先安排了兩句“奪

錦引子”，下即接小曲《秋的懷念》、“二王”、“中板”

及“滾花”，總體上唱詞比較豐富，曲式亦較多變化。

只可惜這齣電影已經失傳，連香港電影資料館都沒有

收藏，我們已沒機會欣賞得到陳錦棠的唱段，現在僅

能憑着唱詞，聊作懷念，而事實上，這段唱詞也不容

易讀得到：

（賽龍奪錦引子）玉龍未上天，長街去賣劍。

（秋的懷念）劍露寒光霞萬片，諸君可見得，劍無用，

空嗟怨，經已十年。愧煞腰間劍，劍是我知音，宵宵舞月

前。劍是我嬌妻，宵宵抱住眠。劍是我心肝，宵宵向誰憐。

唉，劍就要分開，傷心意萬千。無奈賣劍。

（長句二王）劍氣可沖天，劍光塵不染，千金難得難得

是家傳，矯若游龍真少見，可惜我英雄未遇枉相憐，我欲活

母療飢至有羞慚賣劍，若有英雄過愛，不論多少金錢。

（反線中板）一把好青鋒，應該豪傑手中持，了卻鋤奸

志願。斬蛟龍，誅賊寇，不負寶劍千年。我在窮途，難作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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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自恨英雄氣短。今日賣龍泉，人前揮淚，我盡孝為先。

（轉花）若得俠士垂青，我就把龍泉奉獻。

（長句士工花下句）唉，空推薦、空推薦，世上無人能

識劍，劍無光彩我無言，秋水龍吟吟不斷，英雄淚落落襟

前，我唱悲歌人討厭，估不到劍為寶物，都與世無緣。

吳一嘯：《新女兒香》

（1953年，電影插曲）

吳一嘯在這支名為“英雄賣劍”的插曲中，只用

了“奪錦引子”，兩個五字句後即接新小曲。新小曲

《秋的懷念》是有“歌仙”美譽的陳歌辛的作品，原是

國語電影《天涯歌女》的插曲，是四十年代的時代流

行曲。同樣由吳一嘯撰曲的電影《大明忠烈傳》（1957

年）及《鬼馬福星》（1959年），都用上了這段小曲，

看來吳氏對這支小曲情有獨鍾。當然，“英雄賣劍”在

比例分佈上還是以陳錦棠擅唱的“二王”、“中板”及

“滾花”為主，小曲佔的比例不算太多。

1962年 5月 8日，陳錦棠出席由“八和”主辦的

在南華會大球場舉行的大型籌款活動，與一眾紅伶為

“八和”出力。在遊藝會上，陳錦棠與何非凡、梁醒

波、譚倩紅、南紅、鄭碧影合唱了一曲《合家歡》。

這支由葉紹德編寫的新曲，唱的不是古人的故事，而

是很有生活感的家庭瑣事。曲文本是說家中大少爺脾

氣暴躁經常打罵妻子，二少爺則既懦弱畏妻卻又愛走

馬章台，大少奶好賭揮金如土，二少奶則善妒獅吼蘭

閨。兩對夫妻日夕打打罵罵，弄到家無寧日，老太爺

終於忍不住，要兒子媳婦四人各自坦白交代，認錯改

過。最終一家人在互相諒解下和好，合家和樂。這支

時代粵曲唱詞極具生活氣息，主題雖是家庭瑣事，但

卻頗為典型，很能引起共鳴。曲中各人表白以及老太

爺從中調停，各演員都有發揮、表演的機會。曲中各

人由爭吵而至和好，熱熱鬧鬧又開開心心，主題信息

正面，作為籌款演唱的合唱曲目，十分合適。

是以同年 9月 16日為受風災災民籌款的“八和紅

伶義唱”，陳錦棠、梁醒波、何非凡、黃金愛、南紅、

陳露薇亦合唱這支《合家歡》，筆者所聽的就是 9月

16日這個版本。有關陳錦棠現場演出的材料不多，因

此我特別重視這段現場錄音。不知道葉紹德編寫這支

新曲時是否為陳錦棠“度身訂造”，陳錦棠正是飾演衝

動而牛脾氣的大少爺，他的“火氣”在演唱時很有發

揮空間。曲中大少爺的主要唱段摘錄如下：

（反線落葉秋聲）周身欠債真失禮，拋家失責婦道虧，

日又賭錢夜又賭錢難再放任成例。

（七字清下句）縱有銅山富，豈任爾亂散無遺，你麻

雀檯中朝夕繼，諸般雜賭學全齊，劣性昭彰難掩蔽（拉

腔）⋯⋯（花）萬貫家財一日散，只為家中有個不賢妻，今

時一怒髮沖冠，家法難饒你個爛賭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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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線中板下句）家無敗家兒，竟有豪賭婦，沉迷賭

局，不知歸。夫婦似參商，臥則半枕寒，說甚娶妻持中饋。

顏面已無存，弄到向人舉債，太過任性胡為。（花）忍心拷

打枕邊人，只為憤怒成狂難壓制。

陳錦棠的唱段佔全曲的比例不算多，但他卻能在

少量的唱段中排眾而前，令人印象深刻。“七字清”是

介乎中速與爽速之間的曲式，他處理得明快而露字，

很能帶動聽眾的情緒，下接“滾花”腔調拔高，配合

唱詞中罵妻的情節，又合情合理，可說以聲音帶動感

情之餘，亦以聲音交代劇情。而“反線中板”一段，

則演繹兒子向父親解釋打罵妻子的原因，以陳述為

主，唱情的處理就相對冷靜、平順得多，最後“滾花”

中對“拷”、“邊”等陰平聲字的“尖鋒”處理，保留

了陳錦棠唱曲的一貫特色，甚具個人風格。陳錦棠又

在“只為憤怒成狂難壓制”後即興加上“嘅啫”，有效

地為上文的種種“交代內容”作總結提示，說唱中夾

附了這個用語，生活化之餘，又兼具一點點歉意和悔

意，唱情豐富，交代合理。

1972年，香港清水灣電影製片廠拍攝了《歡樂的

廣州》，記錄了 1971年廣州人民歡度國慶的情景，影

片以娛樂內容為主體展現，有廣州的雜技、跳水、兒

童芭蕾舞劇等，更有與香港觀眾久違了的紅伶紅線女

的表演，公映連續二十九天，創超過百萬的票房。陳

錦棠看完這齣電影後，對片中紅線女的唱段有如下的

分析：

唱段的基本腔調是“反線二王”，最後幾句是“滾花

散板”，並運用了新的唱腔，唱起來很有勁，令人有清新的

感覺。

《大漢公報》1972年 11月 9日

可見他對唱腔曲式也很有心得，能唱曲亦能顧曲。

電影原聲的唱段錄音不計在內，陳錦棠灌錄的戲

曲唱片有：與林家聲、梁素琴合作灌錄的《女兒香》；

與鍾雲山、梁素琴合作灌錄的《梁天來》、《泣荊花》；

與新馬師曾、崔妙芝合作灌錄的《金釧龍鳳配》、

《陳後主月夜祭雙飛》；與鍾雲山、崔妙芝合作灌錄的

《火網梵宮十四年》；與鍾麗蓉合作灌錄的《十載菱花

夢》；與上海妹合作灌錄的《狀元紅》；與芳艷芬合作

灌錄的《雷雨》；與“仙鳳鳴”合作灌錄的《再世紅

梅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