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前的小
生哥每天的生活
就是打球、游泳
和閱讀。他的家
裏有個小花園，

每天他都打理花草，過着悠閒的
日子。「我的個性動靜皆宜，各
類型的朋友都有，不會因為不拍
劇集而感到寂寞，反而每天都過
得開心。」
不過，疫情期間，他不能再去

打球，也有好一段時間沒游泳。
他最希望便是可以盡快重過自由出入
境、四處遊玩和打球的日子，不要浪
費大好光陰。
多年來，每年小生哥生日，筆者都
很榮幸地與他吃一頓生日飯。有時
在他的生日正日晚上，有時在生
日的前後一天。我們的家相距
甚近，每次他都開車來接

筆者一起到附近的食肆吃些簡單的菜
式，一起聊聊天作慶祝。他很多年前
已經信佛，所以不吃肉類，只吃魚類
和海產類，不知這會否是他其中一個
駐顏有術的原因。「人人都說我保養
得宜，其實最重要是保持心境開朗。
現在的我跟上世紀七十年代時的我一
樣，都是時刻保持開心。」

佳藝電視倒閉後，小生哥加盟麗的電
視和亞洲電視，演過很多膾炙人口的
劇集的角色，如《天蠶變》的傅玉
書、《大內群英》的十四王爺、
《少女慈禧》的恭親王等。後
來，他到台灣和內地發展。

「我到內地拍劇前從
未在內地生活，對內
地的演藝工作沒有
很多認識。上世
紀九十年代
時，有一位
從 事 電
視 製

作的朋友到北京發展，邀請我與他一起
到當地工作。我當時也想了解北京的演
藝圈，便跟了朋友到北京，在那裏生活
了五年，拍了幾部電視劇，大部分劇集
我都是負責幕後製作。」
2000年後，小生哥再次加入無綫，
演出《歲月風雲》、《銀樓金粉》和
《五味人生》三齣劇集，都是飾演主角
或重要角色。另外，他主持了甚受歡迎
的《超級靚聲演鬥廳》，並常在節目中
獻唱自己的首本名曲。
提起《超級靚聲演鬥廳》，小生哥表

示自己要連續13集在一個現場節目中
兼任主持和演唱，初時是非常戰戰兢
兢，沒想到後來竟然上了癮。「我在年
輕時期很害怕唱歌。念訓練班時，歌唱
導師葉惠康說我五音不全，卻多次被選
中唱主題曲。那時我在錄音室內錄音，
頻頻走音，要花很多晚才能錄好一
首歌。可是，我現在已經上了
癮，甚至視唱歌為一種運動，
每天都唱，並且靠記歌詞鍛
煉腦筋和運氣，幫助四肢
活動。」

小生哥坦言完成
13集後，他甚至
感到失落，但
卻很珍惜那
段回憶。

相貌與年

齡從來不相符

的伍衛國向來是上天的寵

兒。他自加入電視圈後，一直

都是觀眾心中的歲月不敗之男

神。信不信由你，人稱伍小生的他

原來上月慶祝70歲壽辰，令人稱奇艷

羨。看着眼前依然俊朗的小生哥，不免讓

人在他的大日子中回顧他在半個世紀前開展

的演藝生命。

◆文：小蝶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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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小生哥甚少在熒幕上亮相，更遑論拍
劇。他覺得香港劇集重視商業計算，只會

起用當時得令或年輕的演員以爭取高收視，卻甚
少有人願意投資在較為年長的演員身上。「由於
沒有人為我們這類資深演員度身訂做寫劇本，便
直接減少我們的拍劇數量。我入行以來從未爭取
過什麼，拍劇只為得到滿足感。只要有合適的劇
本，我就會接拍。既然沒有合適的劇本令我得到
滿足感，我又何必辛苦拍劇呢？」
當了數十載演員，曾是最紅的小生，也當過節

目主持人、歌星和幕後製作人，但小生哥卻謙說
自己在圈中一事無成。「不過，我拍每套劇都很
用心，亦很享受過程。我不算成功，但一直活得
開心自在。有時我回顧自己的前半生，覺得自己
很愚蠢。我很少表達內心世界，因為我有點傲
骨，也有點少爺脾氣。我信佛，不會事事斤斤計
較，因為我知道成就是虛無的。所以，我不會強
迫自己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也不會做門面工
夫，這也是我在娛樂圈吃虧之處。」

投考無綫藝訓班巧遇伯樂
上天給小生哥其中一個恩賜是讓他在畢業後加

入電視圈，開展他的終身演藝事業。中學畢業
後，年輕躁動的心驅使他什麼都想見識。1972年
暑假的一天，他從報章上看到無綫電視台開辦第
二期藝員訓練班，招考年輕人投身電視行業。那
時候，無綫的藝員訓練班仍是新嘗試。第一屆的
學員才剛剛畢業，大部分學員都未在觀眾心目中
留下深刻印象。小生哥認為無綫電視廣播在1967
年才開始，當時仍算是新興行業，所以很有興趣
了解該行業，便大膽地投考藝員訓練班。
念畢一年後，小生哥便開始在熒幕上當男主

角。成為上世紀七十年代電視男神的他原來在投
考時並非一帆風順，幸好他碰上他的伯樂，為他
攀上演藝事業之路鋪了第一層台階。
「報讀第二屆的人數多達2,000多人，卻只取

錄38人成為學員，所以競爭非常激烈，大家都
要『過三關』。第一關是由考官觀看我們的外
型，我們則讀一篇新聞稿和唱一首歌。獲複選的
考生在第二階段要演出一段戲。如果能獲得參加
最後一輪面試的話，便要與主考官們交談，讓他
們了解我們的家庭背景，以及觀察我們的談吐。
我雖然獲得參加最後複試，可是等了很久也沒有
消息。終於，我收到取錄通知，成為第二屆學
員。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我在最後一輪面試被主
考們淘汰。幸好有人在首兩輪面試時已留意我，
當他知道我落選後，便翻看我的檔案，並把我從
落選名單拯救回來。因此，我有機會在演藝圈內
工作，全賴他的提攜。」
小生哥的大貴人正是當時無綫節目部經理兼藝

員訓練班總負責人King Sir鍾景輝。我曾經就此
事向King Sir查詢，他這樣回答我：「我通常都
會再翻查考生的檔案，看看有沒有滄海遺珠。我
看到我給的兩次面試的評語和分數都很高，認為
是可造之材，便決定取錄他。我之後常笑說他是
在被淘汰後由我把他『執』回來。」
小生哥聽到King Sir給他的評語，俏皮地說：

「這就證明King Sir眼光獨到。」
學員在一年受訓課程中，一星期有六天在公餘

時間上課，學習戲劇、主持、配音、舞蹈、化妝
等演藝技巧。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並非家家戶戶
都擁有電視機。小生哥在普通家庭成長，家裏沒
有電視，平時只能到鄰居家觀看。因此，他最初
加入藝訓班時，覺得自己恍如置身大觀園，一切
都是既陌生又新奇，所有演藝工作都想去學去
試。「讓我告訴你一件趣事，我上配音課時心情
最忐忑，因為一方面擔心表現不好，拖累整體成
績；另一方面，我又怕表現太好，畢業後會被安
排到配音組工作。」小生哥的憂慮真是很矛盾
啊！
幸好他的演戲天分最為獲得導師們賞識，還未

畢業已經與第一屆
畢業生如呂有慧、甘
國亮等一起演戲，甚至
當上男主角，所以很多人
都誤以為他是第一期畢業生。
該屆畢業生有23人，獲得電視
台簽約的只有18人，而小生哥更是
該屆最突出的男演員，獲得一紙三年
合約，更被公司培育他與呂有慧成為熒
幕上的金童玉女，即由藝訓班培育出來的第
一代小生和花旦。
「我還未畢業時，首個演出是民初劇《亂世兒

女》，我演正派小生，女主角是呂有慧，她是我
的師姐。我的起步很順利，演出的劇集一部接一
部。當初我不懂爭取，只要有演出機會便高興。
現在回看，可能是當時沒有其他人跟我的外型和
特質相似，所以我便有很多機會。」
他參與的「一部接一部」劇集包括與呂有慧合

演的《巫山盟》、《船》、《江湖小子》，與汪
明荃合演的《藍與黑》，與李司棋合演的《小婦
人》和《董小宛》等，拍檔不但全是當時的當紅
花旦，劇集至今仍然被觀眾難忘。

由受力捧到被雪藏淡然面對
小生哥畢業後第一個月的工資是港幣500元，

那時政府低級公務員的月薪是450元，所以他覺
得自己的工資已經很不錯。不過，還未畢業便走
紅，對一名只有20歲的小伙子來說，不知是好
事還是壞事？
他說：「入行以來，我沒有捱過由低做起的階

段，一開始已經是男主角，又一劇接一劇，當然
我是開心的。另一方面，我卻覺得有點辛苦，因
為我喜歡玩樂，亦希望在拍劇期間可以有休息的
時間。可是，不斷在錄影廠內拍劇令我身心皆
累。不過，話說回來，許多人掙扎多年都未必有
演出機會；我從沒爭取，機會卻垂手可得，我是
應該珍惜的。」
小生哥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當紅小生，在香港

固然穩坐電視台當家小生之位；即使出埠到東南
亞演出，也是到處受到影迷簇擁。「當時我受歡
迎的情況，就好像現時韓國明星來香港時被粉絲
包圍一樣。」
誰也沒有想到小生哥這位紅得發紫的電視明

星，後來竟然被無綫雪藏。到底當時發生了什麼
事情呢？
他回答道：「當時我要求加薪，但公司表示答

應我提出的條件的先決條件是我必須先加簽很多
年的長約。那時候我太年輕了，不懂洽談合約的
技巧，堅持公司先加薪，我才考慮簽約。大家談
不攏條件，我便遭公司雪藏。當年我完全不認識
雪藏這回事，覺得完全是公司的商業決定。還
有，因為公司知道別家電視台向我挖角，認為我
有離心，便將我雪藏。」

港劇《紅樓夢》中唯一的賈寶玉
演過那麼多劇集，最令小生哥引以為傲的角色

就是飾演《紅樓夢》的賈寶玉。無綫拍攝的版本
由汪明荃飾演林黛玉，呂有慧演薛寶釵。小生哥
說：「我記得當年Mary姐（黃曼梨）曾經笑說
無綫是因為有我才能開拍此劇。」
後來，佳藝電視籌備開拍60集長劇《紅樓
夢》，邀請小生哥過檔再演賈寶玉，毛舜筠演林
黛玉，米雪演薛寶釵。就是這樣，小生哥過檔佳
藝電視，演出賈寶玉。
《紅樓夢》這齣劇對小生哥來說意義重大。
「到今天為止，電視再沒有重拍《紅樓夢》。因
此，香港電視史上只有我曾經演過賈寶玉，還分
別為兩間電視台演出。所以我開玩笑地說King
Sir真的沒有選錯人，我至今仍是前無古人，後
無來者，是唯一在電視劇中演過賈寶玉的男演
員。」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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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伍衛國與
柳影虹登台合
唱。 柳影虹供圖

◆◆伍衛國與伍衛國與（（左起左起））黃淑儀黃淑儀和岳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排
和岳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排演舞台劇演舞台劇《《吾妻正斗吾妻正斗》。》。

◆現時的伍衛國每天都過得悠然自得。

◆◆認得哪個是伍衛國嗎
認得哪個是伍衛國嗎？？後排後排左六的男子是也左六的男子是也。。

◆◆19851985年年，，伍衛國伍衛國（（左二左二））和一班演員到和一班演員到

紐約百老匯碧宮劇院演出舞台劇
紐約百老匯碧宮劇院演出舞台劇《《閨房閨房

樂樂》，》，與酒會嘉賓時任港督尤德和夫人
與酒會嘉賓時任港督尤德和夫人

（（前排左五和左四前排左五和左四））拍照留念拍照留念。。

◆伍衛國一直感謝恩師鍾景輝的
提攜之恩。

◆伍衛國喜愛活
動，攀山遠足都
是他所愛。

◆◆伍衛國與韓馬利演出舞台
伍衛國與韓馬利演出舞台

劇劇《《閨房樂閨房樂》。》。

◆伍衛國與張寶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排練舞台劇《夢斷城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