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舞台和表演都是主罕一部戲成功與否不

可欠缺的元素，但是三者的關係隨著時代的進

展，已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從來佔高位的文

字未必是現代劇場表演的唯一本錢，而科技的

飛躍猛進，舞台的形式也因應有更多選擇，同

樣地一向以語言為主的表演也某時候給形體的

表演造成分庭抗禮的局面。

作為一個當代的舞台藝術工作者，又應該照著

甚麼方向走呢？本人在近半世紀的舞台實踐過

程中，經常反覆有新舊中西的嘗試，體驗到建

立自身美學理念的重要性，而文本、舞台和表

演仍然是最關鍵的創作基礎。趁著「香港週」

的文化交流活動，與友好們分享一下自己的少

少心得，一件樂事也。

借著本人以往導演的其中四部作品，包括《新傾

城之戀》、《梨花夢》、《說書人柳敬亭》和《情

話紫釵》，論述不同的創作經驗 ------- 改編

自小說、詩作、戲曲的文本，配合不同傳統的

表演方式，追求嶄新的舞台空間 ------- 以至

達到作品所尋求的成果。有意通過分享與對話，

提供給大家對舞台有更大更多的想像空間。

｜談戲風生｜
「香港週」



毛俊輝
文本、舞台、表演



｜毛俊輝教授，B B S ｜
戲劇家、舞台導演、演員

早 年 赴 美 國 愛 荷 華 大 學 修 讀 戲 劇 藝 術 碩 士

課 程 及 在 紐 約 追 隨 著 名 演 技 導 師 邁 斯 納

（SanfordMeisner）學習。曾長期投身美國職

業劇團演與導工作，27 歲出任美國加州拿柏華利

劇團藝術總監，29 歲在紐約百老匯演出 Harold 

Prince/StephenSondheim 原創音樂劇《太平洋

序曲》。1985 年香港演藝學院成立之初被邀返港

出任戲劇學院表演系主任，為香港演藝界培育眾多

出色的接班人。

2001 至 2008 年期間出任香港話劇團公司化後首任

藝術總監，由他策劃 / 執導的大型原創音樂劇《酸

酸甜甜香港地》以及改編 / 導演的《新傾城之戀》

在港演出均掀起熱潮，更分別在上海和北京作首次

全粵語舞台劇的公開演出。《新》劇亦有赴美、加

作巡迴演出，贏得國內海外觀眾高度評價。離任時

獲贈香港話劇團「桂冠導演」名銜。

毛氏編導靈感來自粵劇《紫釵記》的原創音樂劇

場《情話紫釵》於 2010 年在香港藝術節成功首演

後，曾代表香港赴上海世博演出，並榮獲 2011 年

上海壹戲劇大賞的「年度時尚戲曲大獎」。2014-

2016 年應香港演藝學院邀請出任新成立的戲曲學

院創院院長一職，為香港的粵劇建立首個藝術學士

學位課程。2018 年為香港藝術節改編 / 導演粵劇

《百花亭贈劍》創新版本，深受歡迎，促成藝術節

47 年以來首次重演同一劇目，2019 年演出更獲一

致好評，為香港新世代粵劇打開前路。



｜毛俊輝教授，B B S ｜
戲劇家、舞台導演、演員



《新傾城之戀》是我身為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

期間所改編 / 導演的其中一部戲，第一個版本

在 2002 年推出，非常受歡迎，然後在 2005 年

推出了更新的第二個版本，得到更大的迴響，

通過重演、巡演的成功經驗，成為話劇團的代

表作。

這部戲我參考了陳貫中先生早年的話劇版本，

但發現如實地去寫張愛玲《傾城之戀》的故事

有它不足之處，因為最值得我們欣賞的其實是

張的文字，小說已經做到了，如果硬生生地把

它搬上舞台，好像沒有這個必要，所以啟發了

我構想到一個說書人 / 歌者的角色，付予該劇

一個屬於現代的表述觀點。

2005 年的更新版有梁家輝、蘇玉華擔演男女主

角，劉雅麗演繹說書人 / 歌者，加上最具實力

的話劇團班底，在上海和北京以原汁原味的廣

東話作公開演出得到熱烈的歡迎並獲獎，在紐

約和多倫多的海外巡演更是一票難求。《新傾

城之戀》內地及海外演出的成功，亦為香港藝

團爭取特區政府的巡演資助打下良好的基礎。

｜新傾城之戀｜



｜新傾城之戀｜



《梨花夢》是我請當年香港話劇團駐團編劇何

冀平所寫的戲，我建議她根據「老殘遊記」書

中一折有關命案的故事去創作一齣寫人生百態

的戲。何老師不但描繪出社會的眾生相，更巧

妙地運用黑白妞這倆個賣唱者與青龍子帶出了

人生哲理的探討，我特別喜歡。首版劇名叫《還

魂香》，也是我 2001 年出任香港話劇團藝術總

監後導演的第一台戲。觀眾們非常熱愛這個戲，

一直等待著我們重演，終於在 2007 年我重新排

演了一個全新版本的《梨花夢》，將編劇所寫

的人生哲理更進一步提升，將「老殘遊記」對

社會時事的批判更與時代掛鈎，也是我離任話

劇團前的最後一部作品。

老殘這角色是我為謝君豪度身定造的，所以前

後倆版都是邀請他重返話劇圈演出的，但黑白

妞也很重要，曾經考慮過怎樣學北方鼓書的表

演，但最後我決定自創一格的演繹，邀請了著

名的流行音樂作曲家倫永亮為我們作出新曲，

配上岑偉宗的歌詞，《梨花夢》給人的印象是

一齣具現代感的古裝劇。

｜梨花夢｜



｜梨花夢｜



《情話紫釵》是 2010 年香港藝術節委約我編

導的作品。整個構思源自香港粵劇經典《紫釵

記》，有人說戲曲的情節已不合潮流，像那類

的愛情故事早已不存在，但我問為甚麼仍有許

多人追著看？而且明知內容就是那樣簡單，角

色就是如此單純，必然有其理由。當我發現戲

曲裡描繪的才子佳人故事往往表達出最無私、

最富承擔的愛，往往是現代人最欠缺或遺忘的，

所以有人很嚮往從戲曲中覓得這種感情。

我有意借《紫釵記》的故事，去創作出新世代

的霍小玉和李益，尤其欣喜的是莊文強與麥兆

輝倆位電影編導很認同我這個想法，莊更花了

大半年的時間與我一起編寫這現代愛情故事。

當我把唐滌生的戲寶《紫釵記》中的精華剪裁

出來，與現代的故事彼此交錯地推出時，它自

我營造出一種古今呼應的浪漫精神。

讓高世章優美的現代旋律和歌曲，與李章明純

絃樂的戲曲音樂結合起來，加上葉錦添唯美的

服裝設計、陳友榮簡約的舞台設計，《情話紫

釵》在一眾出色的演員演繹下，便成為我心目

中的一封最美麗的情信。

｜情話紫釵｜



｜情話紫釵｜



《說書人柳敬亭》是我早期為香港中英劇團執

導的一齣原創劇，亦是當年香港藝術節的節目

之一。這部戲給我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有好

幾個原因：首先是當時中英劇團的新藝術總監

剛從澳洲過來，對香港還未太有認識，故此請

我執導這個在藝術節的重點劇目。那時我的學

生張達明畢業後考入中英劇團做演員，但多才

多藝的他竟然根據台灣詩人羅智成的一首長詩

寫成一個劇本出來。原本我正準備導一齣西洋

的喜劇，立即令我改變主意，要求劇團讓我排

演這齣原創劇。

由於之前我已和中英劇團合作過，而當時又有

許多演藝的學生加入了這個劇團，包括許多今

天都是獨當一面的劇壇精英份子，一個充滿活

力的團隊排演一部充滿創意的新作品，劇中有

些場景到今天我還留著一份難忘的情懷。

《說書人柳敬亭》是我在香港舞台劇獎裡多次

榮獲「最佳導演獎」中的第一回。由於整個創

作都是由零開始，儘管有許多未完善的處理手

法，但讓我領悟到原創劇對本地創作的價值。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一直堅信及支持香港原創

劇的發展。

｜說書人柳敬亭｜



｜說書人柳敬亭｜



《杜老誌》是 2013 年我為英皇舞台導演的一齣

原創劇，以香港早年的老字號大舞廳杜老誌作

背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商業罪案故事。編

劇莊梅岩與我從開始就有共識，無意寫一齣典

型舞廳風花雪月的戲，反而採用杜老誌當年是

名流大亨聚集之地，將上世紀香港的傳奇故事

呈現於舞台。

製作方面是頂尖的組合，首先以劉嘉玲、梁家

輝、謝君豪擔綱主演，然後有張叔平的美術指

導，高世章的音樂，伍宇烈的編舞，而演出團

隊包括一群實力派老中青演員及舞者總共有 30

幾人，整台戲具備高水準的製作條件去配合，

絕對稱得上是商業鉅作。

事實上，香港是需要打造有商業價值的舞台作

品，從創意產業的角度去看，香港這方面的發

展是遠比其他地方落後，例如韓國、日本等。

香港在政府的大力資助下，非牟利的文化藝術

項目有一定拓展的空間，但並沒有任何政策去

鼓勵或支持產業化的發展。看到香港需要這類

的大眾戲劇，行業也需要這方面的實踐，我會

支持並付於行。

｜杜老誌｜



｜杜老誌｜



｜酸酸甜甜香港地｜

《酸酸甜甜香港地》是 2003 年沙士侵襲香港之

後，香港特區政府要求三大藝團攜手合作，為

香港人打氣而製作的一台戲。若是香港話劇團，

香港中樂團及香港舞蹈團共同合作的項目，必

然是一齣音樂劇。當時身為話劇團藝術總監的

我就負上統籌三團合作及導演的職責，但整個

任務需要在九個月內完成，難得中樂團及舞蹈

團的倆位藝術總監都給予我全力的支持。

我挑選了何冀平之前為我寫的舞台劇《明月何

曾是倆鄉》作為改編音樂劇的藍本，跟著嘗試

提出邀請顧家輝、黃霑二位大師為此劇作曲填

詞，想不到他倆人二話不說就答應了。我們在

非常有限的時間內，很快完成了改編、作曲、

填詞的工作，接著密鑼緊鼓地開排，在三大藝

團及創作團隊的通力合作下，我們達標公演並

大獲好評。

這齣戲在 2004 年成為第一部在上海公開售票的

全粵語港產音樂劇。由於反應特佳，導至稍後

同樣是香港話劇團的《新傾城之戀》也被邀請

赴上海、北京公開演出，開啟了香港本地舞台

作品內地巡演的發展機會。



｜酸酸甜甜香港地｜



｜經典新繹｜

《胡天胡帝》和《跟住個靚妺氹氹轉》都是我

早年演繹西方經典的其中例子。前者是二十世

紀初 Alfred Jarry 寫的 Ubu Roi，一部超現

實主義作品，常被認為是荒誕劇的始祖。後者

是我改編自簫伯納的名劇《聖女貞德》而排演

的實驗劇場作品。

我特別介紹這倆個戲，因為它們都是引發我對

劇場有新思維的作品。《胡天胡帝》是香港話

劇團邀請我執導的戲，當時他們從未排演過這

類的戲種，所以不但要引導演員怎樣去表演，

還要說服話劇團的觀眾去接受它。後來有位年

青的劇場朋友告訴我，當年這部戲怎樣令她很

震撼，而決定學習戲劇並投身於這行業。

至於《跟住個靚妹氹氹轉》，這個很粵語的劇

名是想特顯改編帶來新的演繹。當年我將某些

西方經典通過實驗劇場的形式重新探討文本的

價值，這是其中一部。我借用了一個類似馬戲

班的表演團隊去表述貞德的內心與外在的倆個

很不同的世界，最後演出的成績不俗，還獲得

1997 年香港舞台劇獎的「最佳演出獎」和「最

佳導演獎」。

《胡天胡帝》

《胡天胡帝》

《跟住個靚妺氹氹轉》

《跟住個靚妺氹氹轉》



｜經典新繹｜
《胡天胡帝》



｜百花亭贈劍｜

《百花亭贈劍》是我繼京劇《曙色紫禁城》及

粵劇《李後主》之後又一次執導的戲曲作品。

這部粵劇在 2018 年香港藝術節首演，反應奇

佳，促使藝術節破天荒地在 2019 年重演，獲得

更大的迴響。

我有意通過排演《百》劇，以現代劇場的角度

去重新審視當今粵劇的創作過程。我挑選了唐

滌生的經典名劇作為藍本，從劇本的改編、表

演的程式、音樂的配器以及製作的設計等等都

作出新的探討，看看傳統戲曲能否向現代劇場

手法借鏡，尋求有利自身的再創作。我熱愛中

國傳統戲曲，也深信它的價值，但是除了在承

傳上下功夫外，也需要接受挑戰，推動創新，

有意識地吸引新一代的觀眾。

可喜的是，經過整個創作團隊共同的努力，

《百》劇在觀眾的眼前見證了創新的成功。這

台戲明顯地與現代（尤其是年輕的）觀眾接軌，

他們不但願意接受，甚至產生對粵劇有莫大的

興趣，有意繼續接觸它，認識它。他們說這是

一齣青春版的《百花亭贈劍》，我認同也希望

有更多這樣的創作！



｜百花亭贈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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