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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中正中学民间音乐研究会（简称民乐会）是由学生发
起，刘豫吉校长通过，成立于 1959 年的学生乐团。短短
的几年里，在学校的鼓励下，在在籍学生与回校校友的努
力下，就从一支只有二三十人的民乐队，发展到人数达两
三百人，可以呈献大型演出的学生音乐团体。属下有五六
十人完整的有各种乐手的民乐队，有二三十人完整声部的
口琴队，有四声部的合唱团、女声小组、少年合唱团。
从 1961 年开始，民乐会每年的公开演出，都是报章
文 艺活 动 报道 的焦 点 ，成 为 当时 出 名的 学生 音 乐团 体 。
1966 年的全国中学生乐队演奏比赛中，中正民乐队更技压
群雄，成为冠军队伍。可惜的，民乐会就在他高峰时期，
因为局势的转变而结束它 7 年的精彩的旅程。
推广音乐教育，一直是学校当局办校的重要教育理
念，所以，我校的音乐活动由来很早，资料显示，战前（1940
年）或抗战胜利，1946 年学校复课之后，在庄竹林校长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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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时，就有举办音乐晚会的记录，50 年代更陆续举办了歌
唱比赛和演唱会。而每一位在任校长，都在演出特刊上给
予赞扬和鼓励。可见，民乐会之所以能蓬勃发展，有如许
精彩表现，与学校当局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
民乐会 7 年的音乐旅程，也是上千名同学在青春时期，
不能忘怀的音乐生活，是一个不能磨灭的集体记忆。有些
人更因为这段时间的熏陶，从此以音乐为事业，与音乐长
相厮守，为音乐贡献一生。
民乐会同学以音乐的美搭建起来的友谊，在过去 60
年人生崎岖的道路上，虽有起伏有迂回，却没有真正的离
散，湖畔旋律一直伴随着我们。
今天，我们用文字把“湖畔旋律”记录下来，不止是一
种怀念，也是希望这一段经历，可以跟年轻一代，对音乐
有兴趣的朋友们分享。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成立的中正民间音乐研究会，拥有
一支器乐完整的民乐队，并设有口琴队和合唱团，曾连续
五年举行音乐会，好评如潮，可惜 1966 年被令停止活动。
如今，当年的民乐会成员发起出版纪念文集，为当年的精
彩留下记录，确实值得支持。
中正的创校校长庄竹林博士，认为学生应该读好课业
外，也须有机会学习和发挥各自的专才，所以创校伊始，
就推行多样性的课外活动教育，包括戏剧研究会、美术研
究会和音乐研究会等。

献

辞

中正校友会会长

许万兴

中正最早的音乐活动，还可追溯至 1940 和 1941 年的
合唱公开演出，1954 和 1955 年的演唱会。进入六十年代，
更有民间音乐研究会创下的辉煌演出记录。随着教育制度
改变，中正中学在随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也不忘继承
庄校长的办教育方向，继续提供学生多种学习文艺和体育
活动的机会，包括华乐、铜乐和合唱等。
中正校友会也于 2002 年成立合唱团，十多年来多次
举办音乐会和出国交流演出，获得校友热烈支持。
这本纪念刊的内容，包含中正中学总校和中正义顺以
及校友会的音乐活动史料，有利于中正优良传统的传承和
发扬光大，尤其值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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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万兴

1940 年中正合唱团成立后的音乐活动……

团

史

连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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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成立后数年，因未有音乐良师指导，所以在音
乐这方面一直都没有什么成就。至到一九三九年我国年靑
的音乐家施育艺先生到本校执敎后，满怀热情，极力发展
本校音乐课，同时精细地筹划组织一个合唱团，于是八部
大合唱就开始在母校怀中孕育着。
一九四〇年本校合唱团正式成立，当时没有音乐室、
一切设备都非常简便。同时因为校制只收男生，所以团员
只有男声，没有男女混声。施育艺先生对声乐本来有高深
的造诣，加上他态度和蔼，办事认真，组织能力强，从不
苟且含糊，所以一时音乐之风大振。当时，参加的同学极
其踊跃，学习情绪一时为之高涨。施先生极重视音色、节
奏，练习时非常严格，无论高低快慢，轻重幽扬，都要控
制得非常齐整明显，他要跑到远远的去听，以硏究出整个
旋律的和谐；同时他对个人基础尤重视，忽果发现有差得
不能跟上队伍者，他则不惜淘汰他，以求大我的完整；因
为施先生专心一志在训练合唱团，加上他的认真刻苦；结
果居然能在极劣的环境中训练出一个高水准的合唱团。
一九四〇年在合唱团在维多利亚纪念堂演唱了数次，
每一次都获得音乐界人士极高的评价。经过数度演唱后，
影响到其他各校亦纷纷起而组办歌咏队、合唱团，可惜寿
命都不很长。
一 九四 一 年 十二 月 七 日晚 ，合 唱团 在 施 先生 的 领 导
下，再度在维多利亚纪念堂演唱，该晚同时举行歌唱比赛，
结果第一名是前分校教务主任叶恩薄令弟叶恩深（经已去
世），第二名是陈全对，第三名是陈东南。那晚又给无数
的观衆留下ア深刻难灭的印象。谁都知道第二天凌晨二时

许，日本就开始轰炸马来亚，结果学校停课，团员都很难
过地各走西东，在战乱中施先生痛苦地沉静了三年另八个
月。
一 九 四五 年 日 本投 降 后 ，经 过了 一 个 时期 苦 难 的生
活，本校又复课而且实行了男女同学制，这给组织合唱团
一个优越有利的条件。这时施先生又带着他满怀的希望回
到本校，重振旗鼓，倾刻间又组成了一个百人合唱团。当
时大家因离别三年多，一时聚集在一堂，大家都有一种心
灵上的亲切感，对工作都很能负责，学习程度一时沛然提
高。
一九四七年又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音乐会，当时因
为有男女混声，所以效果又比以前高了一倍。
合 唱团 除 了 举 行 演唱 会 外， 亦 常常 为 各 慈善 机 关 筹
款，当时给社会人士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不久，施先生因为有事，忍痛离开了他经年栽培的合
唱团到暹罗去，团员因为没有良师指引，大家于是又鸟散
四方，一时合唱团停止了活动将近三年。
一九五〇年，沈为霖先生就敎本校音乐课，曾一度等
划组织合唱团，可是因为沈先生在校不久即留美，所以合
唱团就胎死腹中
一九五一年李豪先生就任本校音乐课，积极组织了一
个合唱团，巳经开始练习了数首歌，但是后来因为李先生
离校，结果并没有公开演唱，诚为一遗憾的事、后来合唱
团的事又再搁了一年多。
一九五三年丁祝三先生来校，对学校的音乐发展精心
地作了计划，分初中音乐课、高中选修课、声乐课、乐理

课、钢琴课、一时学生对音乐爱好的心又复活起来了。在
丁先生的领导下合唱团又组织了。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九、
卅一两日在维多利亚演唱，一时获得社会人士一致赞赏。
除这个演唱会外，又在校中举办了许多音乐演奏晚会，唱
片欣赏会，音乐演讲会等等活动。一九五五年上学期结束，
丁先生也离开了本校。
因 为本 校 向 来注 重 音 乐发 展， 物 色音 乐 师 资极 为 谨
慎。自丁先生走后庄校长即自香港聘得我国名音乐家，田
鸣恩教授，自一九五五年下学期开始，就任本校音乐主任。
田教 授于抗 战期间 乃我 国武汉 大合唱 团的副 指挥， 抗战
时，领导该合唱团到南洋各地巡回演唱爱国歌曲、一时振
奋了华侨爱国的情绪，同时他也留给海外华侨一个良好的
印象。虽受尽千辛万苦毕竟是一片忠心报祖国。在香港任
圣乐院声乐系主任，门下学生极衆。此次旧地重游，却抱
着一颗充满热切希望的心，想在沈寂许久的马华乐坛掀起
一阵风，让马华青年们的热诚像野火一般地燃烧在马来亚
的土地上。田教授这次又一口气整顿了声乐班，举办了一
个独唱比赛组，组织了一个阵容浩大的合唱团，同时又积
极筹办铜乐队、口琴队，将来成就实未可限量。
合唱团自得田教授来教导，显然迅速进步。田教授为
人和蔼可亲，处处认真，处事严格，不随便，不含糊。团
员竟挨三小时的练习还是精神饱满，毕竟是田教授指导有
方。这次演唱，祈望能为本团写下一页灿烂的史篇。
（ 原文刊于 1955 年中正中学合唱团音乐会特刊第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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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音乐演奏会特刊及庄竹林博士刊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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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音乐演奏会特刊及庄竹林博士刊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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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学去郊外旅行，在车上船上沙滩上尽情的歌唱，他们
那种天真，那种热情，使我返回到我的学生时代。

田鸣恩献词
我抱着旧地重游的心情，又来到马来亚了。
虽然许多景物都变了，可是爱好艺术的气氛在一般青
年朋友们当中，却没有变，如果谁一定要说变了，那就是
变得更热烈。
记得一九三九年，我随武汉合唱团初来时，这儿连一
个歌咏团也没有，所以那时候的青年们只有听的份儿。可
是，今天的星马，各地有无数的合唱团，他们可以尽情的
唱，这真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好现象。
然而，更高兴的是今天，我能穿了中正的校服站在指
挥台上和中正合唱团的青年同学们一齐遨游仙境，呼吸着
芬芳的气息；一齐泛舟海上，征服怒涛；一齐在绿色的田
野里，嗅着稻香，听着蛙鸣，一齐赴沙埸，横刀跃马去杀
敌，我们陶醉了，感动了自已，也希望陶醉了感动了广大
爱艺术的朋友们。
中正合唱团在战后，虽然成立不久，然而由于健全的
组织，完美的设备和充沛的热情，在庄校长的领导下，作
出不少次成功的演出。他们能唱也能干。我常看见负责事
务的同学，夹着皮包，满头大汗的赶回来练唱。我也看见
一声动员令下，百十张椅子转眼间摆得整整齐齐的。我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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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合唱团有组织，有热情，再加上为了建堂的雄心，
我相信演出是不会失望的。
作为一个指挥的我，不过是打一下拍子而已，一切的
表现都是要每个同学由心底深处把真情流露出来，先要感
动自己然后才希望能感动我们的听众，最后，谢谢今天爱
护我们的贵宾们的光临，更祝中正合唱团成功！

1954 年度常务职员名表
指挥兼指导：丁祝三先生
指
挥：杨淑月女士
正 团 长：庄竹林博士
副 团 长：郑维生 简继平
正 总 务：齐文洋
副 总 务：林淑虔
文
书：颜清波
财
政：苏鸿谋
正 事 务：叶利兴
副 事 务：李柔发 戴友胜
正 交 际：郑成珠
副 交 际：陈婉贞
伴
奏：谢丕龙 陈蕴君

1955 年度常务职员名袁
名 誉 团长：庄竹林博士
指挥兼指导：田鸣恩教授 姚尚朴先生
伴
奏：陈锦壁
团
长：连当能
副 团 长：齐文洋
文
书：胡鸿越
副 文 书：连当磊
财
政：苏鸿谋
事
务：陈仰福
副 事 务：余泽竿 陈成章 谢贵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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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1954 年中正中学合唱团音乐演奏会
节目表
(一)大合唱
(1)四万万同胞
(2)我中华

合唱团

(二) 男中音独唱
(1)寒蝉凄切
(2) TWO GRENADIUS

简继平同学

黄 自
DONIZETTI
伴奏：陈蕴君同学

张定和
SCHUMANN
伴奏：丁祝三先生

(三) 口琴钢琴二重奏
口琴：苏启桢先生
钢琴：郁君贻先生
(1) ALLEGRO ( ASSAI VIVACE)
HANDEL
(FROM VIOLIN SONATA No.3 INF MAJOR)

(2) CZAR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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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ONTI

(四)四部合唱
合唱团男声部
(1)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NEGRO SPIRITUAL
(2) TOREADOR SONG (FROM CARMAN) BÍZET
独唱：简继平同学
伴奏：谢丕龙同学
(五)三部合唱
合唱团女声部
(1)杜鹃
ABT
(2)良夜
OFFENBACH
伴奏：陈蕴君同学
(六) 男高音独唱
(1) CARO MIO BEN
(2) SERENADE

朱训壤同学
G.GIORDANI
SCHUBERT
伴奏:丁祝三先生

(七)二重唱
杨淑月女士
(1)GIVE ME THY HAND
(2)THE MANLY HEART

丁祝三先生
MOZART
MOZART
伴奏:谢丕龙同学

(八)女高音独唱
杨淑月女士
(1)阿拉木汗
新疆民歌
(2)思乡
黄 自
(3) THE LITTLE SHEPHERDESS
ROSSINI
伴奏:丁祝三先生

(九)大合唱
(1)月光曲

合唱团

(2)凯旋进行曲

黄友棣
独唱：杨淑月女士
二重唱：杨淑月女士
简继平同学
COSTS
独唱：杨淑月女士
伴奏：谢丕龙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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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中正中学合唱团音乐会特刊节目表
为筹募兴建母校礼堂基金

前半场：
中正甲组合唱团
1· 大合唱
(1) 行船乐
李抱尘
(2)去到那百合盛开处
田鸣恩译词

(1) 玉门出塞
(2) 天䴒之歌

指挥：田鸣恩教授
伴奏：陈锦璧同学

4. 女高音独唱
(1) 少女的愿望
(2) 红豆词

2. 男高音独唱
(1)大江东去
(2)追寻

连当磊同学
苏东坡词青主曲
许建吾洞刘雪厂曲

伴奏：蔡嘉宾先生
3. 混声四重唱
林淑虔、郑莹莹、奚明其、陈仰福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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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宁曲
孟德松曲

伴奏：陈锦璧同学
李金珠同学
萧 邦曲
刘雪厂曲

伴奏：蔡嘉宾先生
5. 男中音独唱 魏发周同学
(1) 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曲
(2) 满江红
伴奏：蔡嘉宾先生

林声翕曲

6. 女高音独唱
(1) 喀秋莎
(2) 燕子(Swallow)
(3) 黎明之歌

林丽女士
民 歌
Acgua
陆华柏编乐

10. 男中音独唱
(1) 杨花
( 2 ) 默念

姚尚朴先生
萧友梅曲
尚朴词 姚萍曲

伴奏：郭豪添先生
伴奏：郑绍璋女士
后半场：
7. 大合唱
(1) 花非花
(2) 中国父母心
(3) 飞上天边
指挥：姚尚朴先生
8. 男声二重唱
( 1 ) 伤春
(2) 兵农对

中正乙组合唱团
黄自曲
胡然作
姚萍曲尚朴词
伴奏：郭豪添先生
齐文洋

余泽芊同学
罗西尼曲
陈田鹤曲

伴奏：陈锦璧同学
连当能同学
9. 男女声二重唱 陈婉贞
(1) 先有绿叶后有花
应尚能曲
( 2 )追寻
许建吾词应尚能曲

11.女高音独唱
(1) 野玫瑰
(2) 思鄕

彭瑞莲同学
修伯特曲
黄自曲

伴奏：蔡嘉宾先生
12.男高音独唱
(1) 一根扁担
( 2 ) 海韵

田鸣恩教授
河南民曲
赵元任曲

伴奏：蔡嘉宾先生
13.大合唱
(1) 锄头歌
( 2 )旗正飘飘

中正甲组合唱
中国民歌
黄自曲

指挥：田鸣恩教授
伴奏：陈锦璧同学

伴奏：陈锦璧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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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徽的思想内容
乐友 （文

/ 原载 1962 年音乐晚会特刊）

会徽，是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我们的会徽，说明
了我们的艺术立场和艺术思想。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认为：艺术是以科学思
想为创作力量，以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艺术的目的，
在于反映现实，批判现实；艺术家的任务，在于教育民
众并引导民众。
音乐，是通过声音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乐曲，是
由调和的节奏和旋律，高低和强弱的声音所构成的；是
一种听觉艺术。音乐，有伟大的感召力，有无可抗拒的
魄力；它可以发人深思，哀伤落泪；可以令人振奋而手
舞足蹈；它可以化悲哀为仇恨。化眼泪为力量。可是:
形式主义的音乐，颓废的黄色的音乐，却麻痹了人们的
思想，软化了人们的意志，致使精神空虚，情绪消沉。
这种音乐，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是低级趣味的虚无的音
乐，不但不能激发人生,反而引人堕落，这种音乐，不是
正派的音乐，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然而现实主义音乐、
新生的 音乐，使我们去亲吻大地，去拥抱人民；加强我
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改进，对幸福的追求和信心。它培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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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健康的思想和感情，它美化着崇高的情操和性格，使
我们威武不屈，使我们拥抱着受苦的亲人，亲吻着受难
的老百姓。这种音乐，是人民的音乐，犹如贝多芬的交
响乐，聂耳的进行曲。
我们：反对一切形式主义的音乐，我们认为：优秀
的创作，要有正确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我们反对
把思想性和艺术性割裂开来。反对抛弃内容脱离现实而
追求形式。应该是这样理解的：是内容决定形式，不是
形式决定内容；思想性支配着艺术性，艺术性依赖于思
想性，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不能扩大其矛盾。真、善、
美是统一体，脱离了真和善的美是不存在的，违背了真
和善的美是丑恶的。正派的现实主义音乐，它应有人民
性的内容，并应是大众化的形式；一句话：是真善美的
结晶品。
音乐工作者应站稳人民群众的艺术立场，负起时代
的使命，完成历史的任务。我们会徽的思想内容，就是
根据这个精神实质而 设计的。

红星——代表会的组织。
红圈——象征团结。
黄底——暗示光明。
红带——象征崇高和美好。
白色的巨轮——代表时代精神。
黑色的琴键——代表音乐艺术。
笛子和手——表示站稳艺术立场掌握利器，
作为时代的号角。
主题：团结在会的周围，站稳人民群众的艺
术立场，为争取光明的美好的日子而创作富
有时代精神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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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七年，走过了半个世纪
——记中正中学民间音乐研究会
叶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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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8 日坐落于直落亚逸区的燕阁酒楼见证
了一次不寻常的聚会，阔别半个世纪的 50 多名校友聚集
一堂，共同的经历很快拉近彼此间的距离。交谈中得悉大
家的近况，不禁想起不久前读过的苏东坡的一首诗《赠卫
八处士》：
人生不想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儿女有否忽成行笔者可不知道，但是酒楼厢房一踏入
就充满着向往和期待，同时也夹杂许多未知数。赴宴者都
是 60 年代活跃于中正民间音乐会的成员，环视一周，正
是“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大家久别重逢，百感交集，
话头太多太多，可是又不知应该从何说起。
这次的相聚却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为中正中学
民间音乐研究会来个集体回忆，为出版纪念特刊而收集资
料，这本书就是大家通力合作、辛勤付出的结晶。
客观与主观因素
话还得从中正民间音乐会于 1959 年成立说起，当时

成立的客观因素可说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中正中
学（包括分校）自创建以来，掌校者一直重视德育、智育、
体育、群育和美育的倡导。庄竹林校长早在 1954 年中正
中学的音乐演奏会特刊里赠言：“溯自本校 1939 年创办以
来，对于戏剧、音乐、美术三者均视为与本校教育及青年
修养有密切之关系，故无论课内课外，悉力予提倡。战前
创校三年间，中正中学合唱团，颇能活跃于一时；而戏剧
及美术之多次表现，亦能博得社会人士好评，至于我校战
前合唱团团员于音乐界能居相当地位者，亦无非战前合唱
团孕育培植之功也。”中正学生会能享誉星马两地，这与校
方的鼎力扶持，学生的不懈努力不无关系。
中正戏剧会于 1947 年成立，中正美术研究会于 1953
年成立，中正音乐会的成立应属迟早问题。虽然中正民间
音乐会直至 1959 年才正式成立，但是音乐研究很早就是
中正中学历史最悠久的课外活动之一，学校创办的第二年
秋季（1940 年）就有中正合唱团演出的纪录；早在 1955
年，中正中学合唱团已经为筹募礼堂基金举办音乐会，而
学校的历届音乐导师，如施育艺、田鸣恩、李豪、简继平、
丁道津等还是当时新加坡颇具声誉的音乐人才。
除了中正校内以外，1950 年代校外的团体活动也为民
乐会的成立提供人员和技术条件，当时的民间团体，如爱
同校友会、光洋校友会、陶融儒乐社、康乐音乐研究会等
民间组织经已积极开展音乐活动，这些组织大大推动了本
地音乐艺术的逐步发展，中正民乐会的创办人林哲源和孙
16
短短的七年，走过了半个世纪

‖

叶汉源

清水等就是活跃于这些组织的乐队，从中汲取养分，充实
自己。其他创会成员还包括叶瑞平、王傌忠、薛福顺等。
从无到有
民乐会的会员活动仅有短短七年(1959-1966)，这本书
所叙述的和记忆的就是这几年内的活动情况和细节点滴，
同学们发轫时所面对的困难不只是音乐知识的不足，而且
还有音乐器材的欠缺，读一读孙清水，叶瑞平和王傌忠的
文章就可窥见一斑。瑞平同学写道：“五六十年代热爱民乐
的年轻人，对中国来的民族乐器的认识不高，音准如何，
结构好不好，都没有老师可以求教和指导；只有民间艺人，
根据他们师父口传来识别好环，音准也根据地方戏曲为标
准，所以对初入门学民乐的人，没有很明确学习方向。”
尽管如此，大家对音乐的热情与执着一次又一次地克
服技术和人员上所面对的困难。所幸的是，学校当局给予
鼓励，还在起步时拨款充当购买乐器的费用。民乐会成立
隔年直至其被封闭为止，几乎每年都有汇报演出；1963 年
后连续三年，更与中正戏剧会合作，为筹募礼堂基金兼庆
祝校庆举行文艺晚会，获得校方、在籍学生及各界人士的
普遍肯定和赞赏。
当时的黄芳奎校长在 1963 年文艺晚会特刊的刊首语
语重心长地言表：“……我们深切理解到所谓教育，问题不
会太简单，应该是一项锻炼体格、发扬理性、端正心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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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灵魂的艰苦历程。为了达到这目标，正课显然有所不
济，需要文娱来辅助，使到这些年轻伙子，肌肉发达、精
神畅旺、头脑清醒、气概轩昂。”他还说：“本校开创以来，
对于正当的课外活动，特别重视，各式各样，多彩多姿，
往年分别在外公演或展览。“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黄校长
用的字眼是”正当的课外活动“，我们就是把正当的课外活
动作为充实学校生活的重要部分，才获得在校学生的积极
参与。
这里顺便指出，中正中学创校 40 周年时出版了由谢
添顺校长充当顾问的纪念特刊，刊内介绍学校的音乐活动
概况时是如此一笔带过：“1958 年由音乐主任连江秋师组
织华乐队，同学热烈响应，唯未几学校发生波折而自动停
顿。转眼十年，于 68 年，再组织华乐队及口风琴队……”
中正民乐会的创立与 7 年的活动只字未提，似乎 58 年至
68 年期间学校的音乐活动完全意兴阑珊、万籁寂静，这不
得让人思索，如此诠释这段时期学校的音乐活动是否是一
种想以魔棒的神力甩掉同学们的历史记忆，或是一种隐约
的意识形态在作祟？
活动意义
其实，民乐会每年的观摩都包含确切的目标，除了礼
堂基金、发扬爱校精神外，其宗旨均涵盖下列几个意义：
1）充实课余生活，提高办事能力；2）参与集体活动，学
会待人处事；3）推广健康文艺，打击黄色文化。这些宗

旨现在听起来似乎有夸夸其谈、高不可攀之嫌，其实如果
环 视今 日 现代 社会 的 年轻 人 ，我 们 或许 就会 有 不同 的 感
触。
我们当年的活动虽然有时忙得四处奔波、筋疲力尽；
然而，我们无时都在学会如何加强学员的组织能力、学会
如何兼顾会务与学业、解决工作难题、处理人际关系、调
节成员之间的矛盾，为以后职业或事业的网络建立提供自
然的培训机缘。反观今天的年轻人，其中有不少缺乏基本
礼貌和谦让的概念，强调我行我素的处事观点，这跟缺少
接触健康的集体生活肯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们甚至
可以肯定，集体生活所学到的人生哲理很大程度要超越唱
歌或弹奏实践中所获得的理论和知识。
上世纪 50 和 60 年代是星马社会动荡的年代，进步学
生除了积极参与集体生活，还大力抵制殖民统治下泛滥的
黄色文化。什么是黄色文化？什么是健康文化？当时虽然
是一种笼统的概念，但是什么是殖民统治文化，什么是新
兴民族文化，凡关注时事者都有能力辨别厘清。
民乐会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应该是 62-65 年，当时在东
南亚旧势力与新势力的抗衡中，一般进步力量都看好中国
这新兴的共和国，其代表的民族文化多为健康文化。很自
然的，民乐会所选唱的歌曲或选奏的乐曲绝大多数源自中
国，歌曲包括《玛依拉》、《葡萄成熟了》、《送我一支
玫瑰花》、《让我们荡起双桨》；乐曲包括《瑶族舞曲》、

《金蛇狂舞》、《霸王鞭》等等。
西洋乐曲有没有呢？当然也有，源自西方社会的民族
歌曲和经典音乐大有人唱，大有人奏，当时大家喜闻乐听
的如《霍拉舞曲》和《Santa Lucia》就是一些例子。不论
是东方的或是西方的，这些不朽的歌乐至今仍然回旋在我
们的脑海里，一听到什么地方传来这些曲目，我们自然会
感受共鸣，把思路带回那青涩年华的日子。
1962 年民乐会假维多利亚剧院举行的音乐晚会是我
会唯一独办的大型音乐晚会，而为晚会出版的特刊也是我
会独一无二、极其珍贵的纯音乐晚会特刊。
为何说是非常珍贵呢？首先是刊内的演出职员表，民
乐队队员名表及合唱团团员名表，它们让大家可以如数家
珍地一一点勾自己认识的名字，回忆昔日、重温情谊；其
次是刊内的节目表，由于那是一次纯音乐晚会，所列下的
17 个项目为我们了解当时民乐会的实力和潜力提供很好
的参考资料：我们唱的和奏的是哪一类曲目；我会成员拥
有的是哪一些乐器；我们当中有能力独唱独奏的又是哪一
些人等等，笔者认为这些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讯息。
理论知识
“任何一部音乐作品中所发出来的声音都是经过作曲
家精心思考创作出来的，这些声音在自然界是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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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经过艺术家们别出心裁创作与组合，是不能成为
音乐的。所以，无论是一首简单的歌曲，还是一部规模宏
大的交响乐，都渗透着作者的创作思维。随便涂抹的线条
和色彩不是绘画，任意堆砌的语言文字不是文学，同样，
杂乱无章的声音也不是音乐。构成音乐意象的声音，是一
种有组织有规律的和谐的音乐，包括旋律、节奏、调式、
和声、复调、曲式等要素，总称为音乐语言。没有创造性
的因素，任何声音都不可能变成为音乐。”（摘自网络文章
《音乐的起源与由来》）
1963 年中正中学的毕业特刊有一篇署名雪玉的文章
《音乐漫谈》，比较音乐和其它艺术，如文学、戏剧、电
影 等的 区 别， 同时 也 提出 音 乐欣 赏 所应 该懂 得 的基 本 知
识。其中有这么一段：“我们通常在听音乐时，往往会犯上
这样的一种毛病，那就是只听听它的旋律美不美，爽快不
爽快或滑稽不滑稽，而不顾其内容为何？这种对旋律的要
求，是一种唯美的审美观。许多人对于音乐的内容、感情、
和声、节奏通常置于一旁；这种观念，至今还是严重地存
在……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或爱好者，应该尽量提高自己的
表演水平和欣赏水平。”
可见，同学们当时对于音乐的认知和理论已经开始进
行初步探讨，不满意只停留在感性的认识；民乐会起步时
也责无旁贷，负责人曾经下过功夫，开办乐理班，普及和
提高成员的理论知识和水准，至于成效如何，笔者认为没
有必要过于在意，最重要是大家有意提升成员之间的音乐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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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
60 年代的社会百业待兴，物质条件还相对匮乏，要筹
办一个民间音乐团体并不那么容易，读一读师兄师姐们所
写的故事点滴，或许会令我们不禁莞尔，嗤嗤称奇。原来
我们当时的条件是那么的恶劣，除了工具不齐全外，连像
样 的曲 谱 和乐 谱都 没 有， 更 谈不 上 系统 性的 音 乐理 论 教
育。现在一上网就可解决的难题，当时则不然，总得有人
守在录音机前一字一音地抄录，要从繁杂的乐器中识别每
一种乐器的音符和节拍，这个工程的挑战性不亚于考取任
何中学文凭。
学友如王傌忠和叶瑞平在这领域确确实实累积了丰
富的经验，抄谱记谱成了他们的看家本领！然而，也就在
那样的环境下，民乐会从 1959 年起，一个接一个地成立
了华乐队、合唱团、口琴队、女声合唱小组、童声/少声合
唱团等等，并每年成功举办观摩演出，感染了校内的师生
众多。
砥砺前行
民乐会历年所取得的成绩不外与其它学生会的存在
和活动息息相关，它们都为本地的艺术天地培养许多优秀
的人才。民乐会和戏剧会为礼堂基金筹款，1962-65 年联
手三年举办文艺晚会，参与人数更是空前庞大；美术会和
科学会也从旁协助，解决技术上所面对的问题。

当时中正中学的教师很多对学生会的活动也给予切
身的关心和督导。 刘世朝是我们中正很受人尊敬的报人、
诗人和教师。他在二次大战后在星洲日报社担任国际新闻
和文艺副刊编辑，五十年代中，他任教于中正中学。他极
关心华文教育的发展，也很注重学生的课外修养；他善于
用诗词的形式，对学校内的学生活动给予鼓励和支持。
六十年代初期，刘老师为中正毕业特刊写了七绝五
首，将校内课外活动，如美展、象棋比赛、水上运动谱成
诗句，其中有一首题为《民乐会演奏》，读起来似乎是刘
老师听了《东海渔歌》或《金蛇狂舞》后欣然下笔，似乎
要同学们鞭策自己，更上一层楼：
金铁无端忽争鸣，
秋星飞动看纵横。
夜潮拍岸腾腥气，
疑有蛟龙陆上行。
民乐会的华乐队可说是六十年代本地乐坛的佼佼者，
校级比赛曾经斩将过关、夺冠凯旋，如果没有当事者的叙
述，相信很少人知道曾经那滥觞时期，几乎每一位队员都
是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地牵手蹒跚。
笔者听说，有些甚至自学六个月后就上台演奏，边演
边学，那是当年的“应急措施”，在缺乏有利条件的情况下
制造条件。

陈源盛学友称，“学习二胡的学员非常争气，在几个月
的积极训练后，就上台演出了。整齐的弓法，娴熟的演奏
技巧，使人难于相信他们只是学习几个月二胡的新手。”
如今不管是音乐专修，或其它艺术领域的专修，学员
学习的指导、器材和设施已经样样具备，借助数码科技，
借助专业导师，不能与昔日相比。不过没有当年的默默耕
耘，哪会有今天的丰收硕果呢？
遇上两会演出前如火如荼的彩排时，中正湖畔更是各
种声响声量的协奏曲，有录音的、有乐器的、有人为的；
湖边树下有画布景的、钉道具的、制效果的，不谙中正的
外人还可能错认学府为一所音乐学院，殊不知里头的耕耘
者很多还是不到十六、七岁的青年学子，靠的是一股热情
和信念。
除了课余后的忙碌外，“周末加班”也司空见惯，通夜
赶工也不乏其人。笔者也曾经为赶制演出道具在校园熬过
夜，忙活间躺在草地仰望天际，似乎苍穹撒满无数抖擞的
星球，当时只觉得胸襟舒坦、心旷神怡，后来才学到“浪漫”
这两个字的意思，的确挺有意思。
不过，学员们也懂得自我调解，工作要有工作的乐趣，
耕耘也要懂得休息，彩排后学员一般会安排集体游戏，让
大家精神松懈后，才载兴而归；因此，文娱活动成了莘莘
学子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让学校生活更加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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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
新加坡社会乃由移民组成，他们的生活习俗、文化修
养和思想教育很大程度源自宗主国。就以华乐为例，新加
坡开埠早期的华乐小组都是来自宗乡会馆的戏曲表演，成
员绝大多数是年纪较大的移民。
1959 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后，年轻一代渐渐对华族音
乐发生兴趣，民间团体和学校也开始组织乐队。虽然当时
演奏的曲目都是来自外地，但一般市民都还能接受。
中正民间音乐研究会成立后，所表演的绝大多数节目
也是外来曲目；但是，如何把引进的音乐“本土化”已经是
大家开始关注的课题。上述的 1962 年出版的音乐晚会的
特刊里，就有两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发展本邦的歌剧》
及《略谈本邦民族管弦乐的发展》。在此列举篇章的几段
论述：
“谈到本邦歌剧的发展，大家会不禁地摇头感叹，表示
悲观。是的，本邦的歌剧发展是很贫乏的，而且搜尽所有
歌剧作品也仅有一个《渔家之歌》。本邦正派的现实主义
音乐工作者应加倍努力，钻研学习和掌握这门创作技巧，
克服各种在创作工作中所碰到的困难，大胆地尝试和大量
地创作出反映人民现实生活的歌剧作品来。”
民族管弦乐将不会只限于演奏华族乐器，在将来可能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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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邦的 作 曲家 在作 曲 上要掺 入 西洋 乐 器或 者其 他 兄弟 民
族的乐器，如马来民族的乐器或是印度民族的乐器。”
“民乐虽然真正的发展只不过是近六、七年的历史，但
它的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它不止在新加坡不断地在发
展，马来亚联合邦、砂劳越也都有民乐的踪影了，相信它
的发展是有前途的。”
文字间所作的预言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付诸事实，经
过参与者，其中包括中正校友郑朝吉、洪南成、王傌忠、
林亚历等多年的坚持和努力，成就卓荦，华乐已经纳入本
地文化艺术的主流；本地或东南亚的音乐工作者不仅善于
融合东方与西方不同乐器的优点，同时也会编写曲目，反
映不同种族文化的特色与精髓，使音乐创作更接地气、更
脍炙人口。
继续贡献
民间音乐要如何发展才能给自己打开一条活路，当时
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议论是非常及时和有必要的。可惜的
是，民乐会正要步入成熟的发展阶段的当儿，外来的政治
因素使之不得不面临残酷的现实。
校方于 1966 年下令禁止所有学生会的正常活动，中
正 两会 不 得不 取消 正 在积 极 筹备 的 第四 次联 合 演出 ； 之
后，热爱音乐的我会成员深受压抑，只好向它处发展：有

的自我提升，有的参加校外组织，有的自行组织音乐小组，
有的出国深造，为新加坡的音乐天地造就不少人才并为培
养后辈的音乐人做出骄人的贡献。
他们当中当过乐队指挥、乐队负责人或音乐教师的有
好几位是当时中正民乐会的活动成员，包括林哲源、孙清
水、叶瑞平、莫泽熙、郑朝吉、洪南成、林亚历、叶秋月、
沈星扬等等。
此摘录驰骋本地乐坛的林亚历的一段话：“在中正民乐
会的音乐学习，是依靠同学间的互相激励，激发出对音乐
无比的热情和坚韧，乐趣无穷，是一种很享受的学习经验，
对音乐的掌握，有瑞平、哲源和高班同学的指导，也有同
学间的相互分享，跟自己的勤学和领悟能力；我还记得瑞
平为我们乐团团员上理论课，用的是一本叫《音乐通论》,
的书，在当时的环境下，已经是用心良苦了。而海外的学
习，则让我对音乐的掌握更加系统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请参阅本书刊载由邹文学，杜国俊及陈源盛执笔的其它
访谈纪录。）

当年中正湖畔纯洁无邪的音乐情结，共享木麻黄树荫下所
孕育的夯实的友谊情怀。
正如洪南成学友所总结的那一段，“中正民乐会是我的
音乐摇篮，孕育着我的成长，给予我在音乐道路上前进的
动力。那已消失的湖畔丝竹乐声，以及那美丽的湖畔景色，
这些难以忘怀美好记忆，依然不时缭绕在我的脑海里。”
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笑容泪水，今日鹤发童颜，中正
校友仍以不同的形式寻机相聚，尤其是年关时段。中正校
友聚会时总是会穿插余兴节目，不是演出小品、朗诵诗歌、
乐器独奏，就是引亢高歌；而唱歌是最普遍、最受欢迎的
表演形式，只要有歌词就可上台。校友当中高手如云，其
中许多如蓝钦然、黄米贵、江惠莲等同学根本不需歌词，
歌曲可顺手拈来。
相信诸如去年一月的聚会会越办越精彩，越来越多样
化。岁月易老、人心不老。希望这本纪念特刊会起着双桨
激浪的作用，使中正中学民间音乐会当年的闲情逸趣、优
良传统与健康活动年复一年地继承相传。

本书里的回忆短文更能感受一般成员朴素的情感，读
一读林关浩热情洋溢的《忘不了的笑貌和声音》；洪南成
的《从民乐会到我的音乐活动》，听他如何讲述他和中国
第一夫人彭丽媛的音乐交情；陈源盛的《从童声到少声》，
咀嚼他的详尽记忆，还有其他学员的文章，从中必能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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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校长 黄芳奎

一九六三年文艺晚会特刊

我感到非常高兴，本校戏剧会，民乐会等学生组织，
联合举行文艺晚会，这是健康文娱的集中表现，也是校庆
良辰的最佳礼物，一举两得，意义实无限深长。
作为校政主持人，日夕与同学们在一起，我非常明白
这些纯善的青年，所习所感与所思，和我们所想所望与所
欲，实在差不了多少；换句话来说，在智识授受过程中，
自己可说先走了一步；在学习需求中，同样觉得总有某一
些缺憾；在希望中，大家都自然会绘出一个美满的环境：
宁静、丰实、安乐、活泼，通过学习的道路，共同的奋斗，
把它早点实现出来。
正因为这样，我们深切理解到所谓教育，问题不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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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该是一项锻炼体格，发扬理性，端正心术，净化
灵魂的艰苦历程，为了达到这目标，正课显然有所不济，
需要文娱来辅助，使到这些年青伙子，肌肉发达，精神畅
旺，头脑清醒，气概轩昂 o 在健全的基础下，他们当然懂
得怎样把所学到的学问和技能，用于解决生活，服务社会，
掌握历史，改善世界，于是乎，教师的使命，才算完成。
本校开创以来，对于正当的课外活动，特别重视，各
式各样，多采多姿，往年分别在外公演或展览，都获得社
会好评，我也不想多说；但需要指出，像这次这样联合献
艺，是第一次。为什么要破例呢？原因有许多，其中最重
要的一项，就是各团体的成员，激于高度爱校心，希望大
家集合起来，造成壮盛声势，赚人同情，好为母校建设大
礼堂科学馆，筹募一笔基金。座上各位贵宾，也许有不少
人，正因为受了这精神的感召，而拨空前来欣赏的吧！这
真是令人鼓舞，我也抑不住冲动，乐意顺便在这里重提一
下，本校大礼堂，科学馆，董事会决定不久就要奠基动土，
在最近的将来，便可矗立在大家的面前，为邦国壮色，与
太阳争光。请把这消息带去告诉你们的家人、亲戚和朋友，
多买几张票，踊跃来参观这个意义不寻常的文艺晚会。
这晚的节目虽说经过精选，每一单位成员，也曾下过
苦功演习，照理应有良好的表现；但不知怎的我这时却很
担心，由于大家太兴奋，可能会意外走样，那就要请诸位
贵宾原谅了。

Folk Music Society of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1959-1966)
Yap Hon Ngian
An unusual gathering took
place at Yan Palace Restaurant
in Telok Ayer on 18 January, 2018,
where more than 50 alumni
congregated. Even though some
of them had not met for over 50
years, what they had shared in
the past seemed to have close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in no
time. Knowing what many had gone through in recent years,
my mind was cast back to a poem “To My Retired Friend Wei”
written by the Song Dynasty poet Su Dongpo:
How rarely together friends are!
As Morning Star with Evening Star.
O what a rare night is tonight?
Together we share candlelight.
How long can last our youthful years?

Grey hair on our temples appears.
We find half of our friends departed.
How can we not cry broken-hearted!
After twenty years, who knows then,
I come into your hall again.
Unmarried twenty years ago,
Now you have children in a row…
(Translation culled from the Internet)
Most of the attendants were members of the Folk Music
Society of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Indeed, “ How long can
last our youthful years?/Grey hair on our temples appears”.
Long years of absence conjured up a mixed feeling.
There seemed to be an endless list of subjects to talk about,
yet how should we start the ball rolling? There was a distinct
objective for the gathering on that day. We wanted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gather material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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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publishing a commemorative magazine on the
Society. This collection of articles and pictorials is the result
of that process.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 public. As to why the choir
members could command a fairly high respect from the
music fraternity, it must be due to the Choir ’ s successful
effort in nurturing young talents.”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Elements
It all started when the Folk Music Society of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Chung Cheng Folk Music Society –
CCFMS) was formed in 1959, driven by the general and
specific conditions of the times.
Ever since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CCHS including its
branch school) was founded, the school management team
had always been emphatic about promoting aspects of
education, including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nd
aesthetic.
As early as 1954, the then principal Chuang Chu Lin had
this to say in one of the school ’ s concert magazines: “ Ever
since Chung Cheng was founded in 1939, drama, music and
art have been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educ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of the young in our school, and vigorously
supported in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of the school ’ s founding before WWII,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Choir was a socially active group. Similarly, the
school ’ s drama performances and art exhibitions received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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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t that student societies in Chung Cheng had a
good reputation throughout Malaya and Singapore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full support they received from the
school authorities, and the hard work put in by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Chung Cheng Drama Society was formed in 1947, and
Chung Cheng Art Society was formed in 1953. It wa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 music society was formed.
CCFMS might have been officially formed in 1959, but
study of music had been one of earliest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Chung Cheng.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school ’ s
founding (1940), there were reports of performances by the
CCHS choir. And in as early as 1955, CCHS Choir had already
hosted music concerts to raise funds for the school
auditorium. On top of that, music teachers in Chung Cheng,
such as 施育艺,田鸣恩,李豪,简继平 and 丁道津 were music
personalities with rather high reputation in Singapore.
Other than the internal factor, cultural activities outside

the school in 1950s also lai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ety. Then, many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had
musical activities as part of their growth strategy. They
included Ai Tong Alumni Association, Kong Yiong Alumni
Association, Thau Yong Amateur Musical Association and
Kang Le Musical Society. These organizatio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ushing the growth of local musical
landscape, and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CHFMS, such as 林
哲源 and 孙清水 were active members in these organizations’
musical ensembles. Others would include 叶瑞平,王傌忠 and
薛福顺.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

China. There were no teachers who could teach them
knowledge about pitching or quality of the instruments. The
reliance on grassroots musicians was heavy, and these
musicians learned the trade mainly from their masters.
Pitching wa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opera
musicians. As a result, rookies had to learn through trial and
error.”
It was sheer love and passion for music that members of
the Society managed to solve one problem after another.
Fortunately, support from the school authorities was
generous and a budget was set aside for the Society to
acquire musical instruments.

Chung Cheng Folk Music Society was active for a short
period of seven years (1959-1966). What this book has done
is to recollect from the memories of its former members. The
formative years were not confined to the lack of musical
expertise alone. Musical instruments were also not readily
available. The severity of the problem could be seen from the
articles written by members such as Sun Qingshui, Ye Ruiping
and Wang Mazhong.

From its inception to its disbandment, CCFMS had never
failed to bring its members to mount a yearly concert.
Between 1963-65, it also worked hand in hand with Cheng
Cheng Drama Society to raise funds for Cheng Cheng
Auditorium. These efforts were deservedly recognized and
appreciated.

Here is an excerpt from Ye Ruiping: “ Young students

and culture is much needed to supplement classroom lessons
for these young students to have strong physique, clear mind
and high spirits.” He also stated,” Chung Cheng has, since its

who were passionate about Chinese folk music in the fifties
and sixties knew very little about musical instruments from

In 1963, Chung Cheng Principal, Mr 黄 芳 奎 , said this
when he wrote the Forward for an art concert magazin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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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ing, been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proper and
healthy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Our students have been
staging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in many different
forms and venues.”
Here, the words Mr Huang chose to use are “proper and
healthy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 . It was these activities
which the different student societies in Chung Cheng carried
out that resulted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 school.
It is, however, necessary to refer to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 s 40th Anniversary souvenir magazine produced in
1979 with the then principal, 谢 添 顺 , as the magazine ’ s
production adviser. The magazine had this to say on the
school’s musical activities:
“ The students responded enthusiastically when in 1958,
Head of Music, Mr 连 江 秋 , organized a Chinese
instrumental music ensemble. However, it stopped all
activities soon after due to disturbances in the school. Ten
years later in 1958, he again organized another Chinese
instrumental music ensemble and a harmonica ensemble.”
There was not a word mentioned about the seven years
of activities initiated by CCFMS. It was as if between 195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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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1968, the musical scene in the school was one of apathy
and total silence. Such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ings-on
during that period would inevitably invite suspicion that it
was trying to wipe out the memories of that period, or it was
skewed towards certain subtitle ideological perception.
What was It All About?
Performances put up by the Society were geared
towards achieving certain objectives. Other than raising
funds for the school auditorium, they included: 1) enriching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enhancing students’ capability
in undertaking projects; 2) taking part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learning inter-personal skills; 3) promoting healthy art
and culture, and eradicating “yellow culture”.
These goals may sound idealistic but if we look at the
young people nowadays, we may have a different view.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in those days may be hectic and
exhaustive, but we never ceased to learn the skill to deal
with problems of human relationships, and balance society ’ s
work with academic studies.
The heyday of CCFMS was in the years 1962-1965. Those
years also saw a fierce conten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forces in Southeast Asia. Progressive forces tended to lean

towards the newly emerg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It was
therefore natural for members of the Society to include
songs and music from China to form the bulk of their
repertoires.
What about Western music and songs? Indeed, there
were many members of the Society who were dabbling with
Western folk songs and classical music. Hora Staccato and
Santa Lucia were some of the cherished titles members liked
to play or sing.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Oriental or Occidental,
an evergreen musical piece would often reside in the
subconscious for a very long time. The moment we happen to
hear it, we would respond immediately and bring our
memories back to those growing-up days.

could also obtain pertinent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kind of
songs or music members preferred, the kind of instruments
they played, the members who were capable of performing
solo, and so on.
Theory
In 1963, there was an article entitled “ On Music ”
written by Xue Yu carried in Chung Cheng ’ s graduation
magazine. It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usic and
other forms of art, such as literature, drama and motion
pictures. One of the segments has this to say:
“ We would often make this kind of mistake when we

CCFMS held a musical concert at Victoria Theatre in
1962. That was the Society’s only large-scale musical concert

listen to music. We only listen to its tune if it is nice, pleasant
or funny, but we seem to ignore its content. Such an
evaluation of music is based on the angle of pure
aestheticism. Many people do not normally bother about the
content, emotions, harmony and tempo … A musician or

in its entire history, and the magazine produced for the event
is also unique and extremely valuable.

music lover should strive to raise his or her standard of
performance and appreciation.”

Firstly, there were lists of performers and crew
members from different performing groups. Secondly, the
programme chart listed 17 performing items, from which one
could sense at the strength and potential of the Society. We

What the above has shown is that students in those
days were no longer satisfied with mere per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music. They had started to attempt to
understand and research on music and its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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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is, leading members of the Society did take on the
task of forming theory classes in a bid to uplift standards.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there was a concerted effort to
raise standards.

school auditorium in the years 1962-65. The size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was unprecedented with the other societies,
such as the Art Society and the Science Society providing
technical and logistic support.

The sixties are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as a period where
material abundance was still lacking. The desire to form a
folk music society was never easy. The writings in this volume
have highlighted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Society had
to operate. Not only did we not have all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we needed, we did not even have proper musical
scores, let alone systematic coaching on musical theories.
Impossible as it may seem, CCFMS had since 1959 formed
one unit after another, including a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ensemble, a harmonica ensemble, a female choir,
a senior choir and a junior choir. The Society ’ s yearly

The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Ensemble could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trail-blazers in the sixties. It also
topped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on many occasions.
Without the recollections from those who were directly
involved, many people would not have known that many of
the student instrumentalists embarking on a musical journey
would literally start from zero. It was one strenuous step
after another with many going on stage while still
understudying. In his write-up, Tan Guan Seng has this to say,
“ Those who learned the erhu were more than hardworking.

performances had made an impact on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y went on stage a few months after learning the
instrument. The uniformity of the bow movements and the
overall credible performance belied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se young musicians were in fact rookies.”

Support
The support from other student societies in Chung
Cheng was equally crucial. These societies had indeed
nurtured many talents for local art circles. Chung Cheng Folk
Music Society and Chung Cheng Drama Society jointly
organized three concerts in a row to raise funds for the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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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forward to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in Singapore.
Whether students specialize in music or any other form of art,
they are never short of the best instructors,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Recourse to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edicated
specialists is something unthinkable in the past. Nevertheless,
it is the hard work invested in those days that has given rise

to the competence and excellence one sees today.
Localization
Immigrants made up the bulk of Singapore society. Their
lifestyles, cultural proclivity and educational training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ir respective mother countries. Take
Chinese instrumental music, for instance. It was the offshoot
of Chinese Opera with members consisting mainly of older
instrumentalists.
After Singapore achieved self-government in 1959, the
interest in Chinese instrumental music began to gain traction
among the young. There were ensembles formed at variou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schools, and the repertoire
consisted of works from many other countrie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attention was gradually being
drawn to the concept of “ localization ” . The 1962 concert
magazine mentioned above carries two relevant articles
entitled “Develop Local Operas”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National Wind and String Instrumental Music ” . In these
articles, calls were made for performances to incorporate
local contents and local musical instruments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Those calls have to a large extent been translated into
reality in today ’ s context. Chinese instrumental music has
since the eighties become part of mainstream art and culture.
It was made possible thanks to persistent efforts put in by
many competent musicians, some of whom, such as 郑朝吉，
洪 南 成 ， 王 傌 忠 and 林 亚 历 Lin Yali, were members of
Chung Cheng Folk Music Society.
Many musical personalities from Singapore or Southeast
Asia are ever ready to gel the distinct qualities of instruments
from the West and the East, and produce outstanding works
which reflect different ethnic cultures and ingredients.
Going Forward
How should Chinese folk music be developed to give
itself a chance to compete and flourish? The debate over this
topic in those days was timely and necessary. What is
lamentable is that just as CCFMS was about to mature and
further ramp up its influence, it had to face the harsh reality
of external political pressure.
In 1966, the school authorities terminated all normal
activities hitherto carried out by in-house student societies.
The two societies in Chung Cheng could not but have to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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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the fourth joint concert which was being prepared with
gusto then.
Thereafter, our music-loving members had no choice
but to seek outlets to further pursue their interests. Some of
them strived to upgrade their skills, some took part in
organizations outside the school, some took the initiatives to
set up music circles and some went abroad for further
studies. They have made laudable contributions in terms of
training themselves to be sound musical performers as well
as working assiduously to nurture Singapore ’ s next
generation of musicians. Some of them became orchestral
conductors, some conveners of musical troupes, and some
music teachers. They include 林哲源、孙清水、叶瑞平、莫
泽熙、郑朝吉、洪南成、林亚历、叶秋月、沈星扬 and so
on. This is what 洪 南 成 has to say about his musical
journey:
“Chung Cheng Folk Music Society was my musical cradle.
It nurtured my growing interest and provided me with the
motivation to embark on the path of musical excellence. The
melodies made up of a motley of musical instruments by the
lake and the gorgeous scenery of the lake have vanished. But
my mind is constantly stimulated by these unforgettable
beautiful mem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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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years have come and gone. The smile and tears of
the yesteryear have turned into grey hair of today. But Chung
Cheng alumni continue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to come
together,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Lunar New Year period.
Whenever there is a gathering, there are bound to be
entertainment items, such as skits, poetry recitals and solo
performances, and singing happens to the most popular form
of entertainment. There are many excellent singers among
the alumni and they can sing on stage without prior notice.
We believe that gatherings which resemble the one held in
January last year will be made even more exciting and
colourful in future.
It is hoped that this commemorative magazine will
generate further interest so that the tradition of wholesome
and healthy activities championed by CCFMS will be carried
on forever.

中正民乐会的锣敲响了
孙清水
美丽的中正湖不知孕育了多少才华横溢，英姿飒爽的
中正人。
中正中学民间音乐研究会成立于 1959 年，被令解散
于 1966 年，前后 7 年，在这 7 年间，民乐会经由初创到
茁壮成长。中正民乐会是当时著名的学生乐团，拥有新加
坡早期一支优秀的民乐队。
学校鼓励我们要发挥所长，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在这
种办教育理念的氛围中，中正的学生团体：戏剧会、美术
会、科学会、民乐会等，展开的各种活动，如戏剧、舞蹈、
诗歌文学、田径、篮球等等，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
不热闹。我们生长在这种激情之中畅游的年代，有时代的
烙印。
记得在我中二那年（1957 年），中正戏剧会公演《牛

郎织女》，我与林哲源有幸躬逢其盛，哲源拉二胡我吹笛
子，为演出配乐。两个音乐自学者能参与这场盛大的演出，
感到十分荣幸。演出成功后，得到同学们的表扬，很受用。
它影响了我和哲源今后的音乐旅程。
过后，哲源介绍我参加了光洋校友会民乐队，而刘晨
钟同学推荐我去爱同校友会民乐队吹笛子。我们三人经常
在一起，讨论音乐，久而久之，我们得了一个共识：在中
正成立一支属于我们自己的民乐队。
民乐是一种小众艺术，在当年在新加坡，精于民乐的
人很少。在学校更少，不但缺乏师资，更缺乏乐谱。我们
要搞一支乐团，真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有的仅仅是一
股热忱和无私无畏的精神。成立民乐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事。为了追求理想，我们首先发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
他们是：王傌忠、李天成（已故）、张楚南（已故）、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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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顺、蒋水成、叶瑞平等等。这些同学都很棒，不仅有音
乐天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有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

时我们并不觉得特别困难，因为我们年轻，浑身是胆。本
持着逢山开路，逢水搭桥的精神，豪情万丈。

条件成熟了，我去找林祺源副校长道明原委，得到了
他支持。林副校长带我去见刘豫吉校长，刘校长立即拍板
通过，不但拨蒙古包给我们当会所，还给了 600 元让我们
整治购买乐器。

毕业之后，经过历练的同学们分别加入各文化艺术团
体，发挥所长。我首先加入名乐团陶融儒乐社的民乐队，
而后受邀到康乐研究会当乐队指挥。1963 年我上大学，我
立即组织了南大合唱团、民乐队，参加康乐音乐研究会联
合众校友会，为南洋大学筹款的音乐晚会。当时，莫泽熙
先生是民乐队指挥，我则指挥合唱团。

1959—1960 年的某一天（忘了确实的日期），中正民
乐会的锣打响了，我们从起点开跑了。我们不是专科生，
也不是本科生，只是一群有着理想的音乐热爱者。但奇怪
得很，不说你不知，在民乐会成立的一年左右，我们就举
办了一次大规模的音乐会。在光华学校上演的音乐会节目
里有民乐演奏、大合唱、女声小组、男女独唱、笛子独奏、
笛子合奏等等。场面热烈，掌声不断，师生赞叹。那是第
一次公演，再接再厉，1962 年我们在维多利亚音乐厅举办
了另一次大型音乐会。
主办音乐会听起来轻松，办起来却非常繁琐，不仅费
时费力，而且很考智慧与耐力。我可以告诉大家，那时候
我们真的什么也没有，经验、财力都没有，都要同学们想
办法解决。比如在光华学校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临时才发
现舞台没有布幕，幸好校董康振福先生大手一挥，立刻捐
送。
之后的演出经费都通过招广告、售票等途径获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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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哲源同学，他音乐天分极高，多才多艺，又诲人不
倦，他曾是多个乐团的指挥，可惜英年早逝；王傌忠同学
对音乐锲而不舍，指挥过不少乐团、合唱团。2016 年反法
西斯胜利 70 周年的音乐晚会上，他高举指挥棒，带领老
同学老朋友高唱抗战歌曲，老当益壮，令人钦佩。
郑朝吉、林亚历是后期民乐会突起的新秀，到今天仍
然在乐坛上发光发亮，给我们民乐会带来很高的荣誉。民
乐会同学的优越表现，是我们中正中学对社会无私奉献的
成果，值得大力书写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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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笑貌和声音
林关浩

中正湖的美
拙作《南洋象棋战记》第 104 页对中正湖有以下描述：
“翻开旧相簿，看到一张中正湖的照片，不禁勾起无穷的回忆………当我
小学毕业后，准备报上中学，我第一次来到中正中学时，看到了美丽的校园，
我给她的美景陶醉了。只见绿草如茵，草地中央有一个大湖，湖面湖光碧水蓝
天白云交相辉映。几朵花瓣飘落荡漾，瞬息流远。湖边百花争艳，异香扑鼻，
四周树木葱茏。湖畔石桌上围扰着几个棋迷，正陷入“忘我”迷阵中对弈。远
处的“蒙古包”（即旧的课室，建筑形式如蒙古包）偶尔传来阵阵朗读书声。
此秀丽喜人之园景，予人无限诗情画意，消幽恬静之感，湖畔的人们简直身在
仙境。当时的我，大概是给这种美景迷住，才决定就读这间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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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尊敬的华文老师刘世朝（笔名刘思）写过一首“中正
湖”的新诗

青春活力、激情澎湃，如和平友谊之歌、草原晨曲、送你
一束沙枣花、亲爱的伊黎河等等。

下有碧天/上有白云/中间有无数亲切的笑貌和声音/
忘不了的正是这些笑貌和声音/它将陪伴着我的这一生/当
我看到/地上的碧水/空中的白云

另外我参加民乐会的一个原因，是当年我很羡慕中正
的学会团体学兄、学姐们，他们在谈话时候口若悬河、滔
滔不绝。分析问题很有道理、很有说服力。我想，只有参
加课外活动，才能学到课堂上所没有教的科目。

我很喜欢这首诗。诗人把湖和周边的事物和人生结合
起来，充满生活的气息。
离开中正至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在我的记忆中，我
忘不了民乐会许多好友的笑貌，也忘不了民乐会给我带来
的美丽歌声，陪伴我一生，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参加中正民间音乐会
在启发小学我曾参加校友会活动，由于父母管教较
严，最终不让我去。这造成我一个时候的不快和苦恼。升
上中学，父母比较不管了。当时的我，就像野马脱缰奔驰
在辽阔的草原上，开始尝到自由的可贵。同学的介绍之下，
我选择参加民乐会。那是因为我从小喜欢唱歌。当年由丽
的呼 声举 办 李豪 当 裁 判的 文艺 歌 唱比 赛节 目 ，是 我 的最
爱。如草原之夜、教我如何不想他、追寻、美丽的故娘、
在那遥远的地方、夜半歌声等，我都很喜欢，也都会唱。
当我参加了民乐会的合唱团，我发现在指挥的教导下以及
与学员之间的交流，我的歌艺大进。而选择的歌曲也比较

1963 年我就被选为副主席。主席是何培辉，他待人和
蔼可亲、真诚稳重。由于我是新人，在何主席细心指导下，
我学了很多组识和管理工作的知识。
原本我只是想唱唱歌，想不到在 1964 年却被推选为
主席。面对一个民乐会厐大组织，有百人大合唱、民乐团、
口琴队、少声队、女声小组，以及公开演出的繁杂工作，
这是我从没有想过的。我又如何去克服困难，完成民乐会
赋予我们的工作任务呢？
团队的精神
作为一个社团的优秀领导人应该具备三大条件，才能
把团体搞好。
第一他要有爱心和兴趣参与；
第二他要有充裕的时间；
第三就是他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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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包括技术层面和组织工作的能力。对音乐我真的
是外行，幸好当年有王㐷忠和叶瑞平的协助，解决这些技
术层面的问题；组织工作方面，我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包
括叶汉源（副主席）、叶瑞平、洪朝发、黄米贵等。我们
在一起也不单是为了民乐会事务，也一起温习功课。我们
建立了一个相濡以沫，长期的亲密的友好关系，所以离开
中正多年，各奔天涯，各有不同的境遇。为了出版民乐会
特刊，这个神圣的召唤，又让我们欢聚一堂，再次合作。
广播和献唱
叶瑞平是一个全力投入的音乐艺术家。他为了吸引更
多同学参加合唱团，让同学们了解我们的会务发展，他在
合唱团练习时间，用心良苦的安排广播。这是事前录制好
的一个广播，广播员是我和郑巧珠。这个尝试取得奏效，
大家都觉得新鲜有趣，使练习的气氛更加融洽和谐。
另外，瑞平也安排団员轮流上台献唱。当年没有卡拉
OK，这个平台便成了大家表演和接受锻炼的好机会。记得，
我先后唱过”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及“黄杨扁担”。当然我唱
的不好，但是，这能锻练一个人上台的勇气和信心。
中正民乐会的骄傲
1、演出已成历史
1963，1964 和 1965 年民乐会与戏剧会联合呈现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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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晚会的演出，是民乐会的一大骄傲。我第一次到维多利
亚剧院的时候，看到如此富丽典雅的音乐剧院，为之动容。
一批中学生来这个高贵的地方演出，吸引新加坡各阶层的
观众来观赏，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1966 年原本也有演出计划，但不知为何演出不被批
准。之后，由中学生在维多利亚剧院的演出似乎不再有了。
2、荣获冠军
1966 年黄芳奎校长通知我，教育部举办全国中学乐队
的比赛，要求民乐队参赛。黄校长问：“有把握获奖吗？”
我说：“冠军十拿九稳！”
由叶瑞平指挥的中正民乐团上阵了，我们演奏了“金蛇
狂舞”、“东海渔歌”及“瑤族舞曲”，过关斩将，终获冠军凯
旋，为校争光。
不知道那座冠军奖杯还在吗？真想去抚摸一下当年
的这份荣耀。
3、李豪合唱团想和民乐队合作
李豪女士是我国一位著名的音乐家，我对她是非常尊
敬和佩服。有一天黄芳奎校长叫我到校长室去，我竟然见
到了李豪女士，我非常兴奋，忙问什么事？她首先表示赞
赏我的嗓音，认为我会是一个好男高音；又称赞我们的民
乐队有技巧一流的演奏水平，远近驰名，她希望她的合唱

团 将来 有 机会 与民 乐 队合 作 联合 演 出。 我当 时 听到 很 兴
奋，认为这是民乐队的骄傲。可是，这不是我说了算的事，
我说：我还得去征求执委的意见，同时安排两个团体互相
配合的细节。后来大概排练时间过频密，合作的事就告吹
了。
简继平老师的追寻
简继平老师是我们民乐会的顾问。有一次我们邀请他
到合唱团讲话，他的声音结实宏亮有力。我想他唱起歌来
一定很捧！在大家请求下，他为我们唱了一首文艺歌曲“追
寻”：
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一片深情紧紧封锁
著我的心/一片光明时时照耀著我的心/我哪能忍得住哟/
我哪能再等待哟/我要我要追寻/追寻那无尽的深情/追寻
那永远的光明
简老师中气十足，他的清唱成功演绎了这首歌的激情
情怀。简老师几年前不幸病逝，是教育界音乐界的一大损
失，他的“追寻”，至今还在我脑海里萦绕。
林茂存的“星星索”
观赏足球或听音乐会，只有在现场方能充足感受。有
一次在叶汉源的家开会，无意间听到汉源的姐夫林茂存在

隔壁练唱印尼民歌“星星索”，就像出席了一个歌唱家的演
唱会。
呜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姑娘呀我要和你见面/诉
说我心里对你的思念/当我还没来到你的面前/你千万要把
我要记在心间/要等待着我呀/要耐心等着我呀/姑娘/我的
心象那黎明的温暖太阳……
茂存先生以他浑厚有力但又柔情万千的歌声，深情地
演唱这首歌。当时，他应该不知道有个年轻人在隔壁静静
的听着享受他美好的歌声。他的歌声，使我也深深爱上这
首歌，每当我唱起这首“星星索”时就想起曾经在汉源的家
开会讨论民乐会的事，无意间听到的他那美好的歌声。
瑶族舞曲和爱的月光
我永远忘不了瑶族舞曲的美好旋律，作品创作于 20
世纪 50 年代。作曲家以民间舞曲《长鼓歌舞》为素材用
管弦乐的手法，丰富、生动的展现了瑶族民众欢歌热舞的
喜庆场面。乐曲用优美的旋律，表现了能歌善舞的瑶族人
民的生活情貌。
有一次在卡拉 OK 无意间听到一位美女唱“爱的月光”：
天上的月亮多像你的脸旁/月光如水的夜晚想你在身
旁/歌声在荡漾梦儿在飞翔/月色柔柔的时候把爱对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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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大吃一惊，这首歌不就是借用“瑶族舞曲”改编
过来的吗？这乐曲我非常熟悉。一时冲动，就上前要求和
这位美女合唱，美女竟然同意了，“瑶族舞曲”美好的旋律
让我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结语
从 1959 年创会至 1966 年停办，间中民乐会造就了许
多音乐人才，如叶瑞平、郑朝吉、洪南成、林亚历等，饮
水思源，孙清水、林哲源、王玛忠、叶瑞平等对民乐会付
出很多，贡献巨大，值得一书。
我对民乐会没有什么贡献。倒是参加了几年的民乐
会，我结织了几个好朋友，他们都是肝胆相照，讲义气又
是善良的人。至今我们还保持联络，这是我的福缘。民乐
会带来我唱不完的好歌，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让我
们荡起双桨、友谊的歌声等。有人说唱歌可以长寿，生活
会快乐！是的，如果一天你听不到我的歌声，我大概是生
病了！
林茂存 1962 年音乐晚会上的独唱。

天上的月亮多像你的脸庞/月光如水的夜晚想你在身旁/歌
声在荡漾梦儿在飞翔/月色柔柔的时候把爱对你唱/月亮在
天上你在我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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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忘不了民乐会好友的笑貌！永远忘不了民乐会留
下的乐曲和歌声！
（写于 2018 年 4 月 22 日）

回忆五十年
王傌忠
回忆当年，正是提倡健康文化艺术活动，反对黄色文
化的年代。同学们积极地响应号召，组织了中正中学民间
音乐研究会，并且成立了合唱团、民乐队、女声小组、少
年合唱团、口琴队等等，积极在校园内推广健康文艺活动。

当时思想纯真，生活朴素，同学们的人际关系良好，
大家不分彼此，无私地分享学习所得。而选择演奏歌唱的
歌曲，都是些豪迈激情，旋律优美，引入积极向上的。即
使在许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记忆犹新。

大家抱着崇高的理想，集体的合作精神，为了美好的
艺术享受，虽然面对环境的挑战，同学们在课余时间，还
是积极出席排练。

在学生时代，积极参与健康的音乐活动的同学，接受
集体生活的熏陶，往后到社会中去，也都继续的对健康文
艺的推广尽一份力，成为本地健康文艺活动的中坚力量。

当时没有专业的音乐老师的指导，我们只能依靠有音
乐基础的领导同学的教导，大家共同努力学习，在摸索中
不断提高表演水平。而我们活动也从小到大，逐步地发展。
在当时的学校活动中，民乐会可算是相当活跃，我们陆续
举办了多次大小型的演出，受到支持健康文艺活动的社会
人士的大力支持。因为有了那些支持者，有了鼓励，我们
的文学艺术活动也不断发展壮大。

虽然现在大家的年岁已大，具有正能量的音乐活动，
还可以增强我们的活力，可以让我们继续健康继续青春不
老。
但愿同学们的歌声继续嘹亮。
祝大家幸福安康。
(201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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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两语说当年
吕先河
湖畔的旋律是如何写成
的？那是一批十几岁的中正民
乐会的学生，以纯真、热情、友
谊、勇敢谱写而成的，无论你的
成就如何，你的思维不会毫无记
忆，那是你的摇篮，造就今天的
你，你们依然在我的脑海里。
——民乐队 • 叶瑞平

整理
中正的艺术薰陶对我这黄毛小子的影响很大,在各位
学长的愛护，放任下，把潜在的艺术基因与创造力谆谆诱
导发掘成长而不自知。我 78 年创立东方舞蹈团，93 年改
为东方艺术团，从事综合性演出至今，演员多数以中国少
儿演员为主（年龄从 12 岁至 20 岁）。1965 年参加少年合
唱团那年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少声 • 郑文强

难得的活动，珍贵的演出，洗涤了我的人生。
——少声 • 王永南

参加民乐队给我打下民乐的基础。它是我的音乐搖
篮，给予我在以后的音乐道路上继续不断努力的动力。
——民乐队 • 洪南成

在民乐会的那段时光是多么值得怀念，同学们在音乐
界的贡献更是多么值得骄傲。
——合唱团 • 陈秀环

这段音乐活动让我体会中华文化的精湛、博大。与队
友相处的温馨友爱，使我对民乐的热爱无时无刻。
——民乐队 • 刘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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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吹口琴，提高了对音乐的兴趣。
——口琴队 • 孙福祥
每次听到蓝花花首歌，就好像回到了中正湖畔，回到
了少声，那是少年时期最无拘无束的日子，最欢乐的日子。
走过了五十年，如今已是夕阳西下，但无怨无悔，如果时
光能倒流，还是要站在湖畔唱起友谊的歌声！。
——民乐队 • 叶瑞平
参加了民乐队，使我终生热爱文艺。
——民乐队 • 刘光焕
参加了民乐会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一段充满欢乐回
忆 的日 子 。离 开学 校 后， 我 为青 年 剧社 写过 两 首演 出 歌
曲：，“南中国海的浪涛”和“我们的家乡”。过后又为电視
台写了几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家在大巴窑”，“温情满人
间“，“日出“，“灯娥“等。
——口琴队 • 蔡丽碧
参加民乐会使我更热爱唱歌，从离开学校到现在，还
继续参加合唱团活动。
——合唱团 • 杜亚万

虽然参加活动只是为了丰富生活、广交朋友，但这对
以后的艺术兴趣奠定了基础。回首记忆中的中正，似乎更
像所艺术学院。我对音乐书法等艺术形式的爱好应该是从
就读中正参加民乐会活动开始。
——民乐队/口琴队 • 叶汉源
我最不愿意有人说我年少无知，被学长，学姐，被左
翼份子利用，被中国文革所毒害，耽误我的前程。我们在
学校时，参加民乐会活动，锻炼我们敢于承担，不畏失败，
真诚対朋友，不计较小错，豁达开朗。
让我们一生受用不尽，所以—幌又近—甲子，我们还
是真心在一起。
——口琴队/民乐队 • 洪朝发
回忆当年，看瑞平你玩各种乐器很起劲，也随你进入
华乐团。开始学二胡，由于音感差而放弃。后来团长安排
学打击乐器，在林哲源指挥的教导下，还算可以，也参与
叙别会在湖畔篮球场的演奏。至今还记得曾合奏的曲目有
弓舞、賽马。当年你的金蛇狂舞笛子演奏赢得很多掌声，
也让我开始喜欢华乐。
——民乐队 • 王新儿

唱歌就是人生。从 63 年参加民乐会合唱团到最近的
纪念反法西斯七十周年音乐会，我这几十年都在合唱团。
——合唱团 • 蓝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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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源

潘耀田
哲源姓林。当年虽然年纪比我们大，辈分比我们高，
还多少曾经是圈子里其中一些人的上司或领导（注 1）。
一旦熟络了，不约而同的，我们都“自然而然”的直呼其名，
性格大而化之的他也不以为忤。
以名字相称的“可行性”当然因人因势而异，但往往能
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觉比较亲切。二来，也许也是
新加坡华文源流文化之一罢？和中国，台湾相比，新加坡
人很少，或没有连名带姓称呼人的习惯。

林哲源 1962 年音乐晚会上的小提琴独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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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源过世似乎还不是太久远的事，但今天新加坡的音
乐界里，已经很少人提起哲源的名字了，年轻一代“音乐人”
之 间更 少 人知 道新 加 坡曾 经 有过 这 样一 个有 音 乐才 华 的
人。

上世纪 70 年代前后，可说是哲源音乐事业最为蓬勃
的时期。当我最初听到林哲源这个名字时，他是当年国家
剧场艺术团属下交响乐团的团员。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
本人时，他正在演奏自己改编的西洋长笛曲。第一次在报
上读到有关他的报导时，他是新加坡第一个考获得英国皇
家音乐学院海外中提琴专业演奏文凭（LRSM）（注 2）的
人，并且还是自学成功的！（长笛似乎也如此）
说哲源多才多艺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哲源开始是拉小
提琴的，拉中提琴和吹长笛还是后来的事。但哲源的音乐
才华并不止于此，他同时还能指挥和作曲，并且基本上属
于“双通”一类 - 无师自通，中西兼通（仔细想想，他似乎
还会唱歌！）。
70 年 代 ， 哲 源 先 后 出 任 过 新 加 坡 后 备 军 人 协 会
（SAFRA）中西混合乐队以及人民协会华乐团的指挥。后
来还是专注在演奏和录音上。

么音乐学院，但小小年纪便成为新加坡交响乐团的第一小
提琴手之一。
也许饱含本身自学成功的自信，也许见识过一些没有
多少才华的“学成归来”者，也许别有苦衷。哲源一路来对
出国留学这件事都不以为然。曾有熟人问他为何不考虑送
女儿出国深造时，他直截了当的说：出国的目的是“镀金”，
我的女儿已经是金子了，无需再“镀”。这话的口气也许大
了点（对某些人而言倒是一箭中的），但仔细想想也并非
全无道理，只能说见仁见智。但如果抒真有机会到欧美去
浸淫一番，谁知道她的成就又会如何？也许不止于在乐团
拉琴而已。
俱往矣！是非成败转头空，随手写下这些，聊当是对
一个老朋友的追思罢。
注 1：哲源当年曾先后出任过新加坡后备军人协会
（SAFRA）中西混合乐队以及新加坡人民协会华乐团的指挥。

同一时期，哲源还在东部的丹戎加东（Tanjong Katong）
经营了一家名为“旋律”（Swan Lake）的音乐行，也在店里
教学生。因为哲源为人随和健谈，当年我们常到他的店里
盘桓聊天以及购买乐谱。

包括我在内，有好些朋友都曾经是这两个乐团的团员。
注 2：如果您不知道 LRSM 演奏文凭所代表的意义，可以
告诉您的是：根据观察，不是所有拥有音乐学位（包括学士，
硕士，博士）的人，都有能力考得到这个文凭。就犹如，不是

哲源在音乐上还有一大成就，那就是他培养了一个很
出色的女儿——小提琴演奏家林抒真。抒真也没有上过什

所有音乐学院的毕业生都真正有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海外乐理考
级试 8 级的学识水平。

9.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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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会与我
访问孙清水、薛福顺、王傌忠
陈源盛

问：孙大哥，您是几时开始学习吹笛子的？
孙清水
1956 年进中正，1961 年高中
毕业。1959-1960 民乐会创会
会长，笛子手，民乐队指挥。

孙：我在小学就会吹笛子了。我吹笛子，是无师自通。
笛子从何来，没有了记忆。在我家，隔着一条河，有位残
疾人笛子吹得很棒，天天长时间的吹，我记着记着就记住
了，也偷师了。
问：完全是自学。
孙：是的，到中一，我还没学会卷舌音。我的笛子卷
舌音是在罢课做纠察的夜晚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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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罢课是在哪一年？
孙：1956 年，就是我进中正那一年。

孙：之后，刘晨钟邀我加入另一支众所周知的华乐团
——爱同校友会华乐团，到那时候，我对华乐有了质变的
认识，由个人嗜好走向大众，对华乐的热度达到空前，也
开始想要认识同好的同学，要大家一起来学习华乐。

问：为什么罢课？
问：有了这样的想法，你们是怎么开始行动的？
孙：（笑）哈哈，忘了。
问：当时你们是留在学校过夜？
孙：是。晚上还要站岗，放哨。
问：站岗的时候，您拿出笛子来吹，就学会了卷舌吹
奏法。
孙：反复吹奏，反复体验，突然领悟的。
问：您几时开始与林哲源合作？
孙：在中一那年，哲源和我参加了中正戏剧会‘牛郎织
女’的演出，哲源拉二胡我吹笛子。之后，哲源介绍我加入
光洋校友会华乐团，那是一支活跃的知名乐团，于是哲源
与我情好日密。

孙：我们从周围的同学物色人选，叶瑞平、王傌忠、
就是在那时候开始接触民乐的，薛福顺、曾亚成、罗富贵
也在那时候涌现，福顺在校外有参加乐队活动，他已经是
个二胡手了。有了这样一个班底之后，才有条件向校方提
出成立乐团的要求。
问：几时校方答应了？
孙：1959 年尾吧！那时我念高中二年级，学校终于给
我们组会权，于是，中正民间音乐研究会就此诞生了。林
褀源副校长是我的贵人。我在中正当了五年班长，与林副
校长常有接触，他很清楚我的为人和办事能力，所以放心
让我组织民乐会。也因为当了五年班长，与其他同学的关
系很好，人脉不错，由我来组会，同学们都很支持，这有
利今后的招生和会务发展。
问：校方有什么赞助吗？

问：校外的民乐队活动，给您带来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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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校方把蒙古包的一间课室给我们作会所，还赞助
我们 600 元购买乐器。当时，普通二胡一把 11 元，笛子
一把 1 元，在翁振发乐器行可以买到，当然这样的乐器有
点简陋，但是，对于一个新生的学生乐团，已经很好了。
问:作为一个团体，除了演奏技巧的训练和提高，还有
繁杂的行政工作，你们怎么配合的？
孙：一开始，哲源就与我立法三章，他不管行政，只
管教学，所以乐队的排练、合唱团的指挥工作，都归他处
理。他技术全面，也很能干，技术层面上的东西都难不倒
他。晨钟则是我们俩的好帮手，他两头跑。

孙：民乐队经过三个月的集训，有点模样之后，我们
就开始筹划组织合唱团。中正同学一路来歌唱水准不错，
有许多好歌手，女声有翁梅霞、林恩爱、郑巧珠；男声有
林茂存、冼星扬等，有好歌手的班底，再招一些新生组一
个团就容易了。
问：民乐会第一次公开演出是几时？在哪里？
孙：成立有 6 个月之后，民乐会就呈献第一次公开演
出。那是在学校的一个庆典上，舞台就是篮球场；另一次
是受邀到校董高德根先生府上，在他寿宴上表演。
问：这些只是热身，还算不上正式演出。

问：你们当时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孙：民乐会是新创立，没有继承的框架，我面对的挑
战，就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结构，怎样找适当的人放
在适当的位置。我虽然不至于废寝忘食，但也常陷入苦思
中。
问：求才若渴？
孙：是，薛福顺、张楚南、李天成、王傌忠、叶瑞平……
就在这个时候发挥他们的潜能和积极性。
问：合唱团也与民乐队同时成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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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经过这两次非正式演出的洗礼之后，我们有了野
心，想要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非常想要办一次正式的，
有规模的音乐会。
问：那就是 1961 年在光华学校的演出？
孙：是的。

薛：翁梅霞独唱了‘玛依拉’，女声独唱还有郑巧珠；
男声独唱有林茂存、冼星扬。

薛福顺
1958 年 进 中 正 ， 1963 年
高中毕业，历任民乐会音乐股
主任，民乐队二胡手，女声小
组指挥。

问：为什么选择光华学校？

孙：我在中正共操办了三次音乐会，第一次在光华学
校，第二、第三次在维多利亚剧院。关于第二、三次音乐
会的回忆，请傌忠、瑞平、福顺等来讲。
问：离开中正，您还有参加其他乐团吗？
孙：在 1957 到 1964 年间，我有幸先后参加了，本地
三个最响当当的乐团成为笛子手。这三个乐队即光洋校友
会民乐队，爱同校友会民乐队，陶融儒乐社民乐队。这三
支乐队在当时享有盛誉，组织最健全，活动力强。1962 到
1964 年间，我受邀到康乐音乐研究会当乐队指挥。1964
年我在南洋大学深造，就组建了民乐队。南洋大学学生会
与 康乐 音 乐研 究会 以 及各 校 友会 等 为南 洋大 学 筹款 举 办
的大型音乐会，莫泽熙担任民乐队指挥，我则担任合唱团
指挥。

薛：应该是康振福校董安排的。当时，光华礼堂的舞
台没有布幕，最后也由康振福校董报效。

问：从创会到离开学校，民乐会的工作都是您在主导，
这段时间的锻炼，对您人生有什么影响？

孙：在光华学校那次的音乐会上，我负责致开幕词、
指挥民乐队、又与晨钟笛子合奏。哲源则指挥合唱团，我
记得还有女声小组、男女声独唱、瑞平的笛子独奏等等。

孙：一路来我的性格都比较温和，所以人际关系都很
好。那些年的工作，让我学会思考，学会分析问题，有前
瞻性，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有预感，就意料到。平常的组
织工作，搞演出的工作，都很庞杂的，作为领导人，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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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用人。而且我们的同学都很友爱，感情真挚，很团结。
有李天成、张楚南、薛福顺、傌忠、瑞平……这些人组成的
班底，再多的困难都可以克服。
薛：清水兄 1961 年毕业，62 年参加音乐晚会的演出，
是校友回校服务。
问：福顺兄当时念高中？
薛：我 58 年进中正，61 年刚好碰到改制，33 制改成
42 制。
问：所以碰上罢考？
薛：是。不过我们的活动照旧进行，演出也没耽误。
问：清水兄说您进中正之前就参加校外民乐队？
薛：我小学就读于崇正学校，小学 5 年级就参加了崇
正校友会民乐队。
问：您玩什么乐器？
薛：二胡。所以 1962 年的音乐晚会，王傌忠、何培
輝是前台委员，我则负责音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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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音乐股是做什么的？
薛：负责演出节目的研究工作。
问：63 年民乐会与戏剧会联合演出的文艺晚会，您有
参加吗？
薛：我负责女声小组的指挥。
问：在民乐会那 6 年的活动，您觉得对于您一个在求
学，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有什么影响？
薛：因为居住环境，我从小就跟小流氓在一起。小学
5 年级参加了校友会民乐队，中学 6 年也在民乐队，音乐
就改变了我的生活。音乐可以熏陶一个人的性情，是没错
的。离开学校之后，虽然只有短暂的时间在乐团里，不过
这一生，音乐还是一直陪伴着我，也让我结交了一些有同
样爱好的好友。
问：有机会还想跟大家一起拉拉二胡吗？
薛：玩玩就可以。

问：加入民乐会之前，您有参加过其他的音乐活动
吗？
王：我的音乐爱好始于 1958 年，最初是加入一位李
天生指挥的铜乐队，担任吹奏低音喇叭，这乐队是借用光
洋中学楼上的阳台练习。
王傌忠
1958 年进中正，1962 年高
中 毕 业 ， 1961-1962 民 乐 会 会
长，民乐队、合唱团指挥。

问：这铜乐队并不属于光洋中学？
王：是的。当时李先生另外还负责福建会馆、李氏总
会和和郑氏阳荣堂，三间社团的铜乐队。铜乐队通常是在
社团宴庆上做助兴表演；社团领导家有丧事，铜乐队也会
参与送殡行列的吹奏。
问：那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听说您还参加了合唱团？

问：傌忠兄几时进中正？为什么会参加民乐会？
王：我也是 58 年进中正的，那时正是提倡健康文化
艺术活动，反对黄色文化的年代。所以 1959 年同学们组
织了民乐会，我就积极地响应加入乐队。思想感情很单纯，
为了美好的艺术享受，又在集体合作精神和崇高的理想，
的推动下，虽然面对环境的挑战，面对功课压力，但是同
学们在课余时间，还是积极出席排练。

王：我参加了李豪合唱团。
问：也在光洋中学吗？
王：不是，合唱团是借用光华小学作练习场所，那是
一个理想的的地点。个别声部都在个别的课室里练习，大
组混声合唱，则到大礼堂去。这种分开练习和集中排练，
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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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个别雕琢和整体配合的协调。您的指挥技巧就
是在李豪合唱团学到的？
王：就是跟李豪老师学习的。我注意到李老师是如何
分别训练四声部的，整体练习时又如何掌握四部混声的整
体融合和个别声部的分别突出。

问：离开学校后有参加乐团吗？
王：我参加了康乐音乐研究会民乐队，担任团长的职
务，同时也担任合唱团指挥在维多利亚剧院呈献了几场演
出；1963 年，作为回校校友，我担任百人合唱团的指挥，
参加了民乐会与戏剧会在维多利亚联合举行的，为礼堂筹
款的《文艺晚会》演出。

问：当时唱的是哪些歌曲？
问：1970 年康乐被封以后，您还有继续您的音乐活动
王：印象深刻的有：《黄河大合唱》、《长恨歌》、
《牧歌》、《森林啊绿色的海洋》……

吗？
王：没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我都没有接触音乐活动。

除了《黄河大合唱》，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歌曲都没
人唱了。

问：2015 年的‘反法西斯胜利 70 周年音乐晚会’，
您还担任了合唱团指挥。不忘初心，是您复出的原因吗？

问：61、62 年您是民乐会会长？
王：是，副会长是张楚南。
问：身为会长，又是前台委员，搞那么一台演出，是
不是很沉重的负担？
王：我们都有集体主义精神，大家分工合作努力把工
作做好。我那时的团队就有张楚南、何培輝、曾美玉、陈
秀环、张锦招、谢太生、薛福顺、李天成、黄建光和陈国
才等一批人。众志成城，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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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2013 年，音乐人蔡培强先生组织了一支二三十人，
队员都掌握演唱技巧的歌咏队，邀我担任指挥，配合他的
编曲录制音乐。2013 年，歌咏队配合诗人槐华主办的“从
铜锣到曼陀铃音乐晚会”演出，顺其自然地我就担任了音乐
晚会合唱团指挥。
问：槐华以前是中正的老师。
王：是，他就是鄞国琦老师。就像您所说的：我复出
了。2015 年的“反法西斯胜利 70 周年音乐晚会”是我跟鄞

老师的第二次合作。
问：我也观赏了，观众的反应很好，两场都爆满。那
两场音乐晚会的合唱团团员有我们民乐会的同学？
王：是啊，黄米贵和蓝钦然都是民乐会合唱团团员，
在那两场音乐会上表现不错，他们都担纲独唱节目。
问：听说民乐会老同学，现在有些人还聚在一起玩乐
器。您是不是也想搞个合唱团，让‘老声’们再歌声嘹亮？
王：这是不错的构想。好的歌曲对每个人的身心和感
情寄托有积极的影响，可以恢复年轻活力，对大家的健康
也有很大的益处，虽然大家的年岁已大，如果同学们还可
以歌声嘹亮，绝对是好事。我建议这本纪念特刊发布时，
顺便搞个音乐会，一定可以吸引老同学再相聚的愿望。

（这篇稿以清水兄的回忆片段作蓝本，再加上与福顺
兄、傌忠兄的交谈，交织而成，希望通过这些对谈，能唤
起大家的记忆，能留下一个历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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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
——与何惠农学长一席谈
吕先河
与民乐会同学喝茶聊天，叶瑞平提起口琴队创队指挥
何惠农把指挥棒硬生生插进自己手心的事，我特地向李腾
城（接替何惠农的第二任口琴队指挥）求证，他的描述证
实了瑞平的话。
他说：那是在 1964 年一个晚上，口琴队为了年底的
演出加紧练习，一曲结束，大概惠农觉得演奏效果不尽如
意与自己的指挥有关，竟然举起指挥棒狠狠地往左手掌心
刺，把手刺穿了，在场的队员都吓坏了。
何惠农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有如许激烈的行为？
这几十年他去了哪里？对音乐还一样热爱吗？
这疑问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叶瑞平、陈源盛和我，相约
去拜访何惠农学长，这位充满神奇色彩的人物。

按了门铃，入口闸门打开，一位精神抖擞的长者走了
出来，握住瑞平的手。
叶：惠农，您好。我带了两个民乐会的小啰啰来拜访
您。
何：欢迎，欢迎。
叶：陈源盛，当年少声团员；吕先河，是少声也是口
琴队队员。
陈：何老师，我们通过电话。
何：是啊，很高兴看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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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何老师，65 年我加入口琴队，您已经离开了，与
您擦肩而过。53 年后的今天才有机会拜会我们口琴队的祖
师爷。（哈，哈，哈哈……大家欢愉的笑声，开启了一个
美好的会面。）
何：哪里哪里！很高兴见到你们。
与中正口琴队结缘
何：我今年 78 岁了，有许多事都忘了。希望在我们
的聊天中可以把一些记忆找回来。

何：应该是清水吧。
吕：那时候，您已经在指挥其他的口琴队了？
何：对，那时候我在培青校友会口琴队当指挥。当时
校友会的口琴队非常活跃，指挥人才也很多，我接手培青
之前的指挥是林犹能；醒华校友会口琴队的指挥有李学训
和后来接替李学训的吴鼎风……我们都认识，也互相支援。
吕：您说的这几个人，好像都是琼州人？
何：是啊，很奇怪，我们 4 个都是琼州人。

陈：中正口琴队是哪一年成立的？
陈：海南人爱吹口琴。（众笑）
何：大概是 61 或 62 年吧。
吕：您是怎样把中正口琴队组织起来的？
叶：是 62 年年底。
何：对，那时我已经毕业了。
吕：您是回校校友。是谁邀您回去的？
何：哎哟，忘了是谁邀我回去的。

何：我主要是负责指挥工作，招收队员的事是由校内
同学负责，我不太清楚，不过，在成立初期，在 40 多位
队员当中，有 8 到 10 位技术比较成熟的队员是我从培青
校友会调过来协助口琴队的。
一支声部完整的口琴队需要有：高音、中音、重音、
低音、和弦……等等，新队员不容易掌握，核心队员就变得
很重要。

叶：哈哈，不是傌忠就是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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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先河

吕：我在 63 年的演出特刊的队员名单中就看到许多
有演出经验的名字，好像：朝发、添喜、腾城、泰生、米
贵、汉源等，他们对口琴队的发展有帮助吗？

陈：好是好，比起以前同学们独立自主的精神就相差
很远。
何：现在学生的学习压力都很大。

何：这些都是核心队员。加上培青过来的有 10 多 20
人吧。当时，口琴队还有自己的干事，行政和组织工作都
由他们处理。他们都是校内同学，彼此熟悉，知道怎么分
配工作。
陈：当时，您是怎样帮忙新队员提高演奏技术水平
的？
何：以现在的乐队来说，我不用教他们，各个乐器小
组都有自己的专业指导老师。而当时是谁的技术好，就由
谁指导。当时我们都很年轻，不敢说“教”，只是说，谁有
问题就提出来，我和你分享经验。

吕：当时口琴队都吹奏些什么乐曲？乐谱都从哪里
来？
何：我改编了许多中国民歌类的乐曲。印象最深的是
《颳地风》、《采茶灯》。
吕：还有《新春圆舞曲》。
何：啊，是啊，《新春圆舞曲》。太久了，好像还有
《晚会圆舞曲》，西洋名曲则有《蓝色多瑙河》等。不过
《蓝色多瑙河》是孙仁光编的曲。

陈：是您谦虚。
吕：我印象中也是这样，当时，口琴队有各个小组，
分别有技术好的同学训练新同学，老带小，旧带新，一代
传一代。
何：现在的学生乐队每年有政府拨款，外包给专业指
挥，再由指挥聘请专业老师负责个别乐器小组的训练。

吕：您担任指挥时吹奏的曲目多是中国乐曲；腾城负
责时就多吹奏西洋经典乐曲，像：《双鹰进行曲》、《统
一进行曲》、《斐贝哥进行曲》等。
何：这些我指挥培青时就演奏过。我们的乐谱都无私
地传来传去。
叶：那时候有没有 Bass（低音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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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一开始我们就有 Bass，当时我还第一次在口
琴演奏里加进了吹琴（也叫口风琴）。那时 Melodica 是
刚刚由德国著名口琴产家“和莱”生产的。
演奏时可以竖着拿，或横放在膝盖上，吹奏时是要吹
气并同时弹奏钢琴般的琴键。
决定加入吹琴是当时的口琴队都没有用半音阶口琴，
而是用两把复音口琴来演奏，一把 C 调，一把升 C 调。乐
曲变调时，吹奏者需要快速转换口琴，碰到吹奏 16 分音
符的乐句时，就不够灵活了。吹琴恰好可以弥补这个缺陷。
吹奏吹琴要有钢琴演奏的底子，所以，那时我就找叶
秋月来吹奏。我只加一把，因为吹琴多了，音量就会盖过
口琴高音声部，也会造成不齐。
后来我还加进了吉他，加强口琴演奏的和弦声部。

吕：腾城的指挥技术是您传授的吗？
何：哈哈，不敢说是我教他的，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
不敢这么说，只能说是和他分享一些经验和知识。即使现
在我在大学讲课，也跟学生说我跟你们分享。
叶：是你比较谦虚啦。我们中正的一个优点就是能够
一代传一代。我们的根底是在民乐会奠定下来的，培养出
一个兴趣，有了一个方向，就要传承下去。
何：对，传承很重要。那是我们的精神遗产，英文叫
Legacy，要把这些精神遗产传承下去。
音乐学习的路程

叶：适当的配器，是要加强演奏效果。
何：我生长在马来联邦森美兰州的一个小镇。
吕：在中正，您参加过几次演出？
吕：森美兰的瓜拉比朥。
何：我记得口琴队第一次演出是在学校篮球场。
何：你怎么知道？
叶：可能是叙别会吧。
吕：我读过您网上的资料。
何：63，64 年在维多利亚剧院。64 年过后，一方面
我教学工作忙，另一方面是教育部不允许离校校友参与校
内的团体活动，我就把棒子交给腾城。

何：瓜拉比朥是一个只有三条街道的小镇。当地侨领
在战后筹建了一间叫中华中学的华校。我在中华中学从小
一读到初中三，然后来中正念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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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您从小就爱上音乐了吗？
何：受我大哥影响，从小就爱好音乐。他教我学会吹
口琴，拉手风琴，吹法国号（French Horn）和其他各种乐
器。我中一起就当上学校合唱团指挥，一直到中三毕业。
陈：哗，中一就指挥合唱团。
何：那时我们不敢称作合唱团，是叫“歌咏队”。
我现在还很感恩我的母校。这是一间非常奇特的华
校，虽说是华校，却只有一门华文课，其他科目都是英文
教学，学校老师几乎都是印度人。学校有很多课外活动，
像童子军、歌咏队、舞蹈等，都办得很好。
就在这么一间民间创办的重视华族文化传统的华校，
给 我打 下 很好 的英 文 根底 ， 又让 我 充分 发挥 我 的音 乐 天
分，为我以后的音乐进修深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吕：您到中正念高中是哪一年？

来的大半生却和铜乐队（管乐队）分不开。
毕业后，我开始教书，同时在师资训练学院接受三年
的半日制教学专业训练。我主修音乐教学，粱荣平、郑绍
章是我的老师。上的是和声、对位、音乐历史和音乐教学
等科目。
当时我是教育学院合唱团指挥，我太太则是钢琴伴
奏，这真是命运的安排，这样我们就在一起了。
陈：人生道路上，她已经为您伴奏多少年了？
何：哈哈，哈，有 50 多年了。
（何太太在我们谈话当中，送茶送点心，笑意盈盈，
看得出年轻时迷人的风采。）
吕：您在教育学院的时候也积极参与校友会的活动？
何：对，我担任了几个校友会的口琴队和歌咏队的指
挥，后来又以校友身份回中正指挥口琴队。

何：1956 年。那年我就参加了田鸣恩老师指挥的铜乐
师资训练学院毕业后，我一直当教员，直到 1966 年
我当了复兴小学的校长。

队。
叶：不是管弦乐队？

陈：复兴小学还在吗？
何：是铜乐队。但是，当年正好是“中正大集中”的学
生运动火热时代，我在铜乐队只呆了一年。想不到，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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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在了。复兴学校是在“砖窑”，就是现在宏茂桥

我也被选中，那对我来说是如鱼得水。虽然，学校和
村民都热情地挽留我，我还是选择了管乐训练。
叶：管乐训练要学些什么乐器？Calrinet（单簧管）、
Oboe（双簧管）、Basson（巴松管）？
何：对，全都要学。我小时候是吹法国号（French Horn)。
叶：我记得你用 French Horn 为巧珠伴奏过《娥汴与
桑落》。
何：对，是在康乐。
叶：是在 1963 年，康乐和南大合唱团为南大筹款而
举行的音乐会。

一道，靠近碧山地铁维修中心附近，居民以福建人居多。
陈：那边也有个海南村。
何：我只做了两年校长。1968 年教育部要在每一所学
校都组织铜乐队，就抽调了 50 多位教师和校长到课外活
动中心接受一年半的在职训练，讲师都是从英国聘请过来
的管乐专家。

何：69 年底，管乐训练毕业的 50 多位学员都分配到
不同学校去组织铜乐队。这些人在 90 年代初期全部退休
了。只剩下我，从 69 年组织国家初级学院管乐队到现在，
快 50 年了，还在这个团担任指挥。
叶：哗！50 年指挥同一个乐团。
何：我也负责教育部课外活动中心的行政工作，筹划、
统筹各校的管乐队工作。

58
那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 ‖

吕先河

1974 年教育学院聘请我当讲师，那时我没有大学文
凭，院方还聘请我。过后，我被派去美国深造，最后获得
了副教授的头衔。
叶：：你发表过多少作品？
何：啊，不敢讲是作品，不过这些年来我把许多华乐
和 华族 歌 曲改 编成 管 乐曲 。 花我 最 多时 间和 精 力的 是 把
《黄河钢琴协奏曲》，翻写作管乐曲。

吕：也是在网上读到的资料。
叶：：惠农，人在这里，名声在外，当之无愧。
何：我的学生开会时，有这样讲。其实，建国总理李
光耀先生对新加坡管乐发展功不可没，他于一九六四年决
定要在全新加坡大专学府及中小学组织自己的乐队，教育
部全力支持，立即决定要在全新加坡大专学府和中学组织
自己的铜乐队。那 50 多个教师与校长被抽选参与培训，
就是在那个情景下发生的。

叶：哗！这份总谱花了你多少时间？
何：一年多。总共有 20 多个声部，我用手写，再交
给出版商用电脑打印出来。

陈：如果当时他下指示，要每间学校成立华乐团，现
在就不同了。
（哈哈哈哈，大家大笑。）

吕：这曲子管乐团演奏过吗？
吕：你想得美。
何：2012 年我担任指挥，国大管乐团演奏过。当时是
林曜的侄儿林雁担任钢琴伴奏。他弹得很好，演出非常成
功。
吕：何老师，您被称为新加坡管乐教父，就是彰显了
您在管乐界的地位。
何：你怎么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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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这些年，我长时间在国初管乐团付出，最大的满
足感是我那些有成就的学生们，一直没有忘记我，对管乐
的继续推广也在各方面支持我。
管乐协会会长
吕：听说您现在是新加坡管乐协会的会长？

何：虽然我是管乐协会的创会元老，以前我都是当副
会长，三年前，他们推选我做会长。

和声手法，可以与西方古典管弦乐比美。
吕：为什么不进一步推广管弦乐？

吕：管乐协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何：之前，我们一直是世界管乐联盟的支会，世界管
乐联盟每 4 年都会在世界各地轮流举办国际管乐研讨会。
2002 年，我带领申办团到美国芝加哥争取到了 2005 年的
举办权，并且成功圆满的完成任务。
2006 年，我们就顺水推舟，成立了属于自己的管乐协
会。协会成员很多是我的学生，他们大多是专业人士。
他们推举我当会长，我跟他们说：我的年纪大他们很
多，一些看法可能与年轻人不一样，你们可以接受吗？他
们说可以听我的。一大群的 30 多岁的年轻精英，竟然可
以接受一个 70 多岁的老华校生的领导，我顿时感到非常
自豪。
推广管乐
吕：何老师，为什么口琴队的发展远比不上管乐队？
何：现在新加坡好多学校都有口琴队，不过在实用性
来说，当然比不上管乐队。口琴的声量很小，很难在室外
演奏；管乐队能演奏的曲目也比较多元，可以古典，可以
爵士，流行曲、进行曲都可以。现在有很多作曲家还为管
乐创作了很多很完整和有深度的曲目，也采用了许多现代

何：现在学生在学校的时间不长，弦乐器需要长时间
的训练，从初学到基本掌握到能够一起演奏，比管乐器来
得久。
现在中学 4 年，初院两年，扣掉半年准备会考，时间
就更短了。
吕：对啊，哪里可能像瑞平一样，小学读 5 年，到了
中正中学一读 8 年，不舍得离开，在民乐会里把 18 般武
艺都学会。
（众人大笑。）
吕：为什么管乐队在英文源流发展得比较好，在传统
华校却比较逊色？
何：这问题问得好，我最近与早报记者陈宇昕也谈到
这个问题。
首先当然是华文媒体一路来对管乐的报导不够；另
外，管乐队是西方传进来，1878 年最早的管乐队在美国，
后来才传到欧洲，然后台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是
1965 年过后才发展起来的，演奏曲目基本上是西乐。
参加管乐的以英文源流为主，一般受华文教育的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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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接触，甚至在印象中 Band 就是出殡送葬的乐队。
吕：您说与早报记者接触，您有读早报吗？
何：我读海峡时报，也读早报，不会把中文忘掉。在
家里坚持跟孩子孙子讲华语。

何：（问陈）你还在工作？
陈：我也刚刚退休。
吕：我们这 4 人，两个年纪小的退休了，两个年纪大
的还在工作。

叶：方言会吗？

何：你们比我年轻许多，可以做应该做。

何：我妈在的时候，孩子们还会讲一点。

吕、陈：是。

陈：这是社会现实，大家都一样。

叶：惠农，不用送了。

何：我从小在马来甘榜长大，普通马来语交谈都没问
题，所以我家坚持请印尼女佣，要孙女也学马来话。
尾声
陈：何老师谢谢您花了这么多时间，与我们谈了这么
多的人生经历。
何：很高兴看到你们，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问吕）
你还在工作吗？
吕：不好意思，刚退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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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学长还是送我们到门外，我们的车走远了，我从望
后 镜还 看 到他 站在 他 家门 前 那棵 把 枝叶 伸出 围 墙的 大 树
下。在本地音乐教学领域里，他也是一棵大树，一棵根植
中乐而枝叶伸入西乐的大树。
23/10/2018

林恩爱回忆爱唱歌的日子
邹文学 （本刊特约编委）
林恩爱是中正民间音乐研究会创始人之一林哲源的
妹妹。她曾是新加坡歌唱界的活跃份子。
1962 年，恩爱在实龙岗花园中学毕业后进入中正中学
总校念高中。
“我进中正时，哥哥已经毕业了。我不确定什么时候参
加民乐会，但是确实有参加民乐会 1963 年在维多利亚纪
念堂的演出，我唱了《百灵鸟你这美妙的歌手》。”
恩爱回忆说，当时唱歌有华乐伴奏还是挺难得的事，
演出效果也比较好。
参加比赛和演出

赛和受邀独唱表演。
新加坡电视台举办第一届文艺歌曲比赛，她闯进决赛
圈，得第六名。那次的比赛包括流行歌曲组，参赛人数超
过 1200 人，算是一时之盛事。
其实，恩爱参加文艺活动的时间更早，1959 年她参加
了 光洋 校 友会 歌咏 队 ，同 时 也和 几 名校 友加 入 李豪 合 唱
团。李豪合唱团是乐友合唱团的前身。同年，她也参加光
洋校友会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的话剧《十字街头》，她是
女主角，在戏里也有机会展示歌喉。
林恩爱喜欢唱歌，她曾在不同歌厅和酒楼驻唱，开始
只唱艺术歌曲和民歌，后来也唱一些抒情性强的时代歌曲
包括香港粤语电视剧的主题曲。

林恩爱毕业后，凭着对歌唱艺术的喜好，多次参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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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歌厅这些地方唱歌，断断续续的，估计前后也有
两三年。”
学生时代最快乐
进入八十年代，林恩爱疏远了华丽的舞台，很多时间
都投入丈夫经营的鸡饭生意直到今天。
1990 年，她在中正校友歌乐晚会上演唱《我住长江头》
和《玛依拉》，地点是新加坡大会堂。1991 年，她又在中
正校友歌乐之夜演唱《小黄鹂鸟》和《玫瑰三愿》。
“我偶尔受邀在演唱会上客串节目，自己也很乐意，能
满足唱歌的爱好。”她记得曾参加陈建彬的 1993 年大型演
唱会，很高兴见回许多歌坛好朋友。
年届古稀，却仍然神采奕奕的林恩爱说：“我喜欢音乐
艺术，也喜欢交朋友，年轻时便很向往集体生活。”
她说，人生走过来，还是求学时代的团体生活最纯洁。
她记起了当年参加过的夏令会和冬令会的精彩活动，不禁
绽开美丽的笑容。
“我觉得在校友会和民乐会的时光最快乐，大家无拘无
束，和睦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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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点点滴滴
叶瑞平

不经意留下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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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的旋律是如何写成的，那是一批十几岁的中正民
乐会的学生，以纯真，热情，友谊，勇敢谱写而成的，无
论你的成就如何，你的思维不会豪无记忆，那是你的摇篮，
造就今天的你，你们依然在我的脑海里。
（1）音准与 12 平均律
五六十年代热爱民乐的年轻人，对中国来的民族乐器
的认识不高，音准如何，结构好不好，都没有老师可以求
教和指导；只有民间艺人，根据他们师父口传来识别好环，
音准也根据地方戏曲为标準，所以对初入门学民乐的人，
没有很明确学习方向。
乐器好坏只看外观，音准的定位排徊在民间音乐和西
洋音乐之间，不知道要向谁看齐？平时唱歌是对着钢琴的
音准，中国乐器是否对準民间音乐的音准？就是在校的音
乐老师也难于回答的问题。有西洋认识的人老批评民乐奏
的音不準，因此可见，学民乐的人都面临两方的批评，令
他 们不 知 道如 何是 好 ？后 来 ，年 轻 的一 代生 活 调件 提 高
了，父母送他们学习西洋乐器，概念由这建立起来，很多
人在家学西乐，在校学民乐，音准的概念就随着西乐的音
准，至此民族乐器采用十二平均律来制作。
回顾五六十年代的乐器，当时的笛子都是平均发音
孔，音准很差；当时的中阮，只有三条弦，好像要和三弦
看齐，没有十二平均律的品；洋琴采用最多是十挡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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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时就会发生好多乐器的音准问题。再看低音乐器，初期
有二弦大胡、三弦低胡，弦乐四重奏用一把高胡，一把二
胡，一把中胡和一把大胡。如今，大胡不用了，但戏曲还
有带指板的大胡，为戏曲伴奏。
在吹管部里的笙，旧时是用十七簧和二十一簧，如今，
为了转调方便，改用三十六簧笙。到七十年中，来了一批
中国的西乐手，加入新加坡交响乐团，在音乐上有了一些
提升，而民乐要到八九十年才有来自中国的乐手加入，这
才提高了民乐的水平。
回首中国音乐学院的民乐教授，开始也是采用民间音
乐 的艺 人 的技 朮， 加 上有 对 律学 有 研究 的老 师 的配 合 指
导，才有后来的一批新人。经过这多年的发展，有很多人
认为民乐会发展成西乐的风格，但只要曲风不要太西化，
多棌用中国民歌的材素，则可以保住原来的特色。其实，
在《汉书 • 律历志》有提到五度相生法，到中国的明代，
有个叫朱戴育发明“新法密率”，就是十二平均律。
知道了以上的发展过程，想必各位爱好华乐的朋友，
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提高我们自己?
60 年代初，我们民乐会为了培养新的弹拨乐手，当时
乐器有限，就买了没有半音的潮州梅花秦琴（每个$4-50），
再把所有品卸下，重新用十二平均律排品，以供新人学习，
来完成我们的心願。

（2）新手上阵
筹备 65 年文艺晚会的演出，民乐队缺少二胡手，只
好拉了少声队的小同学来训练。当时有翼鶴、向新、镜宏、
亚梅、衍芳、耀和等。六个月后就推上乐队。不过，为了
配 合同 学 的演 奏技 术 水平 ， 我在 配 器尽 量迁 就 大家 的 能
力。
正当队员有了很大进步，就分配洪南成和连容史学大
提琴，分配朝吉、竟义、兆铭和杨浩然学三弦和琵琶。同
时鼓励乐手加入康乐音乐研究会的民乐队，加强训练，接
受更多的演出体验。

开始。如关浩、汉源、真华、可为等。有些人后来就成了
乐手，这说明兴趣和努力都分不开的。
（5）黄建光吹唢呐
当年我们乐队里使用的乐器很多是不正规的，有的并
不合适民乐演奏的，但由于我们的认识水平，对乐器不熟
悉，没有办法处理好。比如唢呐这一乐器，我们用的是潮
州唢呐，吹嘴也是潮州音乐用的，当时负责吹奏唢呐的是
黄建光，结果他有时吹不响，有时吹不準，那怎能怪他，
实在是乐器不好使用。

学员的学习热忱高涨，幕后推手也尽全力地作各种尝
试和努力克服困难。
（3）洪朝发学吹笙
瑤族舞曲的领奏部份有笙演奏，我们都没接触过这乐
器。把这任务派给洪朝发，他二话不说，和我一道，拿着
一本《笙演奏法》，就依样画葫芦地学起来，最后也顺利
完成任务，他刻苦学习的努力是可想而知的。
（4）入门
好多没学过乐器的同学，加入乐队大部分是由打击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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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搞广播上乐理课
后期为了提高各团成员的音乐水平和加强会友联系，
我们有进行“有线电台”的广播。事先把学员的歌唱节目广
播节目录制下来，然后在合唱团或乐团练习的空档播放，
让会员聍听会讯和音乐欣赏。
同时为了提高乐队队员的音乐程度，我还安排队员上
乐理课。
（7）记谱
记谱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但其中必备有各种乐器的定
弦，音域，演奏特点，记得 60 年代的阮，只有三条线，
定弦 gdg,是 g 调的 do so do,和三弦的定弦一样，我们可看
"欢度新春"的阮(弹拨乐器)，在开场白后的主题，阮用 151，
161，151 弹扫三条弦和音，如今阮是四条弦，定弦 gdgd,
那记新谱要改变了，这不能不注意。又在记谱的过程中，
你可以学到如何配低音，再配中音，但要有和弦的知识比
较方便，故记谱给你受益不浅。
65 年在维多利亚的文艺晚会上，我们联合合唱团，少
声和和女声小组，组成百人大合唱，大家一起演唱《校歌》。
《校歌》重新配乐，由口琴队联合民乐队伴奏，一段鼓声
激情的过门之后，随着一声锣钹齐响，歌声破空而出，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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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自信、自豪的中正之情在维多利亚剧院音乐大厅回荡。
听了演唱，黄芳奎校长说要录下来，作为今后学校庆典唱
校歌时播放。那可是最后的一场演出，过后再没有机会和
观众再见面，最后那歌声那场面也没录音留下来，可惜啊!
可惜。

叶瑞平与华乐不离不弃
邹文学

叶瑞平是中正民间音乐会中坚人物，在民乐会活动七年，1964 年开始担
任乐队指挥，他也是合唱团的指导。
在校期间，他就参加康乐音乐研究会的民乐队，在 1962 年为南大义演的
音乐晚会上，他呈献笛子独奏节目，赢得满堂喝彩。不过，他在 1965 年便离
开康乐，民乐会的事务众多使他分身无术。
离开学校后，他参加实验剧场，成立华乐队，编曲也创作歌曲。他也在几
所小学开办华乐学习班和组织华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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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工地笛子声
瑞平小时住在如切一带的杜国路，附近有个建筑工
地，常传出悠扬的笛子声。于是，他从家里找出一根笛子，
无师自通地也吹出曲调来。
“我小学念浚源，华文老师林月娇也教唱游，我从她那
里学会很多歌曲。”他记得住家附近有个中正学生，家里有
很多唱片，我常到他家欣赏，有机会也会录音起来。
“我对艺术活动很有兴趣，1960 年念中二时便参加戏
剧会的演出，原本在一个独幕剧《生涯》里我有个角色，
后来改剧本把它删掉了，我便失去粉墨登场的机会。”他也
喜欢画画，中四会考美术科考到 A1。他还跳过叙别会呈献
的两个舞蹈《两只小花猫》和《竹竿舞》，后来也当过舞
蹈导演。

励，后来还安排他公开独奏《黄莺亮翅》。那是 1960 年
民乐会在光华学校礼堂举行的文娱演出。那次独奏，也是
瑞平的处女演奏。
瑞平对华乐的学习兴趣很浓烈，除了积极提升笛子吹
奏技巧，也学扬琴和琵琶。另一方面，他也学习乐理、指
挥理论及和声学，并苦读世界音乐家的生平故事。
“我摸过很多种乐器，尽量投入时间学习，对音乐的感
觉也似乎越来越灵敏。我也慢慢学会分析乐曲的结构和特
点，以及乐曲的各种处理方法。”
1961 年瑞平读中三，便获选进入民乐会理事会，担任
研究股股员。他也参与组织工作，常组织家访。
“我们收月捐，除了作为练习时的茶水开销，也赞助家
庭经济不好的同学车资。”

学习多种乐器
听唱片记乐谱
叶瑞平是在 1960 年加入民乐会，由于学过笛子，便
被分配进笛子组。
“我学笛子没人教，就是听唱片模仿，后来也向孙清水
询问过吹奏技巧。孙清水是华乐队指挥，吹笛子出身。不
过，他读南大后就没有时间回来帮忙。”他记得笛子组的负
责人那时是刘晨钟，也是节目负责人。刘晨钟给他很多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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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瑞平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的民乐队都缺
乏乐谱，尤其是新中国时代创作的歌曲。
“我们决定自己来记谱，从简单的乐曲如《霸王鞭》开
始，后来连《钱塘江畔》和《达姆达姆》这样比较复杂的
作品也啃下来。我们边听唱片边记谱。没有唱片，找开卷

式的录音带也行。记的谱不只是乐曲，歌曲、歌剧都一并
来。”他们一般先记下主旋律，再依次记录低音和中音的乐
谱。
“记谱当然不简单，不过，我们坚持以恒，不断修改和
补充，最后得到的总谱准确性也有八九成。”
他认为在记谱的过程中，有心人肯定能提高自己对各
种乐器的认识。民乐会后来还把这些集体劳动成果结集成
书，广泛流传。
他指出，民乐会基本上是一个自生自灭的团体，成员
年纪都不大，做什么都是自力更生。民乐会在全盛时期，
拥有七八十人的合唱团，六七十人的乐队，还有少儿组和
口琴组，阵容不小，演出水平也备受各界赞美，还曾获得
校际乐队演奏比赛冠军。
让我们荡起双桨
瑞平说，他是全心全意地投入民乐会的工作，有时荒
废功课难免，不过从工作中学到的东西也很多，特别是华
乐演出各个环节的知识，从演奏、指挥以至财务和宣传等。
“同学之间偶尔也会有误会，我便要懂得聆听不同意
见，学习解决人事纠纷的方法。

“搞演出也有很多场合需要与社会接触，无形中也加强
我们对社会和时局的了解。”
他也在那几年的音乐活动里结交了很多好朋友，他很
珍惜。不过当年大家即使肝胆相照，却也不一定保证今日
友谊长存。
“毕竟 50 多年前的事了！离开学校后，每个人遭遇不
同，想法有分歧也不足为奇。”
当他回忆起少年时代经历的青春闪光日子，不禁脸泛
笑容，情绪还有点激动。
“我们从芽笼郑朝吉的家，沿着芽笼河划船去到红灯码
头；我们也相约在加东的好莱坞戏院集合，然后骑脚踏车
上南大。”
年轻就应该这样，我想象他们是唱着《让我们荡起双
桨》，又或者朗诵着《画中人》的台词：人要活得美，流
过血和泪；然后吃力地划，气喘呼呼地踩……
成立新韵乐器行
1966 年，中正民间音乐研究会与戏剧会和美术会一
样，都被校方下令停止活动。那一年瑞平也高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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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民乐学习的热忱不变。有一阵子，我组织一些
同学到我外婆的大巴窑家练习，那是一栋亚答屋，有个院
子，每星期一次，乐器自己带去。后来我们得到小坡醒华
校 友会 的 支持 ，每 星 期免 费 提供 场 所给 我们 进 行大 组 演
奏。”
不过，民乐会会员之间的联系并不能持久，很多同学
都面临谋生的压力。
“我父亲要我继承他的九八行生意，我拒绝，他很生气。
我晓得，今后父亲不大可能继续支援我的音乐学习了，一
切要靠自己。”那时候他也在筹备结婚。
瑞平先到银行工作，五年后回去父亲的店里当收账
员，后来当起西药推销员，一干 12 年。
这期间他与人合股经营乐器生意，1985 年独资成立新
韵乐器行至今。

陈昌明，后者邀他到实验剧场组织华乐队，不久，他指导
的乐队就为诗剧《苦难的航程》担任现场伴奏。在实验后
来的几次演出里，他创作的好多首歌曲也都搬上舞台。
1976 年，他为本地电影《桥的两岸》负责配音和作曲，
还是中西乐队的指挥。过后，他也为新加坡电视台的儿童
节目撰写伴奏曲，并创作好多首儿童歌曲。
瑞平投入音乐教学工作也有十多年。他教笛子、二胡
和小提琴，除了在店里教导个别学生，也到几所小学开课，
并为学校组织乐队。
“我对华族乐器很有感情，几十年来不断接触，也认识
到它们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就老想怎样去改良。”
2016 年，他经过多年试验后设计成功的八孔笛，比一
般笛子多了半音阶，因此八孔笛能用来吹奏复杂的曲子包
括西洋歌曲。他也试制三条弦的二胡，试验了二三十年最
近才算成功。

此生终无悔
叶瑞平对音乐的兴趣不曾随着时光转移而减弱，那些
年他也没少参与音乐活动。
1972 年，他去看实验剧场的文艺演出遇见剧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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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瑞平说：“这一生走来，我虽然不算没吃苦头，比如
两次申请大学入学准证都被拒绝，不过，我仍然能在自己
喜欢的音乐世界里伸展拳脚，也算是此生无悔了！

看到我们的真情
洪朝发
近两个星期，我在思考一个
问题。我们在半个世纪后，同学
们还能这么热心，相聚一起，敲
定岀一本特刊，把民乐会在五十
年末到六十年中的发展经历，编
辑一本特刊，宗旨是保存历史，激励我们的后代。同学们
翻箱倒匣拿出来保存的活动照片，让我们再一次激动，再
一次看到我们的真情，无私，奉献我们的青春。
民乐会，戏剧会，美术会，科学会，能够同时在中正
发展，环看当年所有的中学，我不禁想为什么？这背后存
着什么动力，时代背景？
我们当年推动民乐会，关浩同学和一帮执委仼劳仼
怨，连夜讨论，分工合作。我和关浩在傍晚时分一路摸到
康振福校董家，他笑脸叫我们到客厅坐，吩咐佣人泡茶，
并捧上饼干，一脸关怀的心态，让人非常轻松，亲切。
我们也拜访了学校董事长吴水阁，他话不多，就是一
种贾商貌，亲切之间就有一种距离感。

记得当年我负起演出票务，在学校的大食堂，摆了几
张课室里的桌椅，让蜂拥而来的同学们，领取演出门票，
到全新加坡的各个角落推销，几天回来汇报成绩一次。
许多老师都没参与我们的活动，如鄞国琦老师，但是，
他们会以关切的眼神，站在远処，赞赏和鼓励我们的活动。
我们俩也不时向黄芳奎校长汇报演出筹备工作的进
展。
1966 年，黄校长说，校方指派曾渊澄老师当民乐会的
顾问，一切活动都要向他征询。这背后另一深层的意思，
就是学生课外活动在上层的指令下，开始收紧，后来的事
实印证了我们的预感。
我想民乐会能培养一些人材，不是偶然，他是摇篮，
摇篮为何能推动，这又是代表什么？是时代的召唤？是同
学们的真诚，无私奉献？
我很热切，焦急，同学们能够再一次反馈五十年前的
面貌，呈现在我们的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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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振福：筹建中正大礼堂最大功臣

康振福 ，祖籍福建龙溪，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新加坡的华社领袖 ，1921 年在印尼巨港出生，幼年在巨
港受教育，1936 年到厦门集美学校求学，1937 年抗战爆
发而回返印尼。战后他从巨港来新加坡发展，在直落亚逸
街创设四海源有限公司担任董事经理，经营树胶、布匹、
杂货、出入口和船务等业务。
康振福是筹建中华总商会大厦募捐主任，总商会大厦
能竣工落成，他功不可没。此外，他曾担任龙溪会馆财政，
并 担任 龙 溪会 馆主 办 的龙 溪 学校 及 南洋 丹诏 学 校董 事 财
政多年，对会馆及学校作出很大的贡献。他也曾担任福建
会馆慈善科主任多年。
中正创校后它的戏剧会和合唱团就开始活跃，常常演
出，由于没有礼堂，只能以木板搭建简陋的临时舞台，演
出效果大打折扣。1947 年中正总校迁入加东月眠路后就酝
酿及筹建一座大礼堂。康振福自 1955 年加入董事会后便
致力于筹建大礼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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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礼堂是“中正精神”的象征，中正董教学及校友
花了 20 年的时光，才促使大礼堂于 1967 年竣工落成，1968
年开幕礼堂的建筑费全靠中正自己筹集，没有获得政府分
文津贴，在筹建大礼堂的过程中康振福是最大的功臣。
1959 年中正戏剧会一连 7 晚，在维多利亚剧院公演
《捉鬼传》为礼堂筹款，每个晚上，他把家里佣人准备好
的夜宵带到剧院给同学们充饥。后来，他领导教师和学生
在校园内举行园游会为礼堂筹款，他出钱出力，非常投入，
又能跟学生打成一片，甚得学生爱戴。
在筹建礼堂的过程中，康振福是募捐主任，汤景贤是
建筑主任。他和监理员江克武花了不少时间登门向商家捐
款，非常艰苦。1967 年中正大礼堂终于竣工落成，那时候
康振福因公民权被褫夺而不得不辞去中正董事。
康振福待人坦诚，做事认真，关心朋友，尤其是对年
青人更是爱护备至。他的性格很倔强，人生态度很执着，
1963 年马印对抗时，以印尼为贸易对象的四海源有限公司
面临困境，个人的公民权也丧失，在重重压力之下他毅然
完成兴建中正大礼堂的重任，高度的责任感与热心教育的
高尚情操永垂不朽。

驰骋华乐乐坛半个世纪的郑朝吉
邹文学
从曼陀铃到三弦
郑朝吉小时候健康不好，念小六那年因为胃出血需停
学半年。他小学先念爱同，搬家后转到菩提。
“我大哥见我在家闲着，就教我弹奏曼陀铃。他是海员，
估计海上的日子很闷，玩乐器应是不错的消遣。”
曼陀铃是一种西洋弹拨乐器，有四组复弦，和小提琴
定弦相同，指板上有铜品，音域较接近小提琴，能使用拨
片弹奏，属旋律乐器。
郑朝吉当年是中正民间音乐研究会的积极分子，目前
是新加坡华乐总会会长，狮城华乐队音乐总监。2011 年他
还考获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艺术系博士学位。

小学毕业，他进入中正总校，开学没多久就有民乐会
同学来班上招生，他参加了。
“我记得第一天到民乐会上课时，大同学就问起我们新

他回忆当年在中正参加的音乐活动时，多次感慨地
说：“没有中正民乐会，便没有我今天的这个立脚处。”

学员有没有玩乐器的经验。我说会弹曼陀铃，于是他们就
叫我第二天直接加入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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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得那时的乐队指挥是林哲源：“他给我的印象很
好，是他指定我学三弦。”

三弦的声量很大很吵，他怕影响别人学习和休息，在
家总是躲在厕所里练习。

三弦是一种个性很强的乐器，玩的人很少，那时也没
有人教，只有入门书参考。

后来，他们几个同学都去陶融儒乐社向杨浩然拜师。
杨老师几乎精通各种华族乐器，郑朝吉向他学三弦，其他
同学学琵琶，都是一对一教导。他估计在陶融学三弦约有
一年。老师是不收学费的。杨老师已于 2016 年逝世。

“其实，同学都一样，什么乐器都是自学的，哪来的老
师？”三弦与其他弹拨类乐器如秦琴、大阮、柳琴和琵琶比
较起来，据说是比较难学上手的乐器。

朝吉说：“我从一开始被分配学三弦后，就此志不渝地
爱上这种乐器。”
他记得当年向翁展发乐器行买的一把三弦 90 元，他
需要向同学借钱，分一年时间才能还清。
他们几个民乐会伙伴，在高中毕业前便参加康乐音乐
研究会。他还在一次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的音乐晚会上独
奏三弦。
星期天起早到会所开门
郑朝吉说，他的中学生活与民乐会是紧密相关的，在
那六年时间里，他参加了各种学习和演出活动，相信也当
过团长之类的职务，不过，很多细节却记不清楚了。

美丽的中正湖（刘光焕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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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有三几年的星期天，他都得起早赶到学校的民
乐会会所开门，那是在“蒙古包”的一间课室。他也会排好
桌椅，准备同学上课。
“说来惭愧，民乐会的活动详情我记不清楚，不过，几
个学长和同辈的友情，我还是铭记心中。”
1966 年，民乐会解散，朝吉记得几个要好的同学，也
曾在淡滨尼和丹绒禺租过房间继续练习乐曲。
1967 年，骊歌奏起，同学各奔前程，他也逐渐少和同
学来往，不过，他始终没脱离华乐学习和参加演出活动。

乐团。狮城华乐团是新加坡民间阵容最强大的乐团，以往
每年都举行多场别有特色的公开演出。
也是从八十年代开始，郑朝吉经常受邀到中国各地担
任华乐比赛评委，参加国际音乐研讨会，客席指挥各地大
型乐队的演出，为中国音乐人讲解指挥心得，并且多次率
领德明华乐团和狮城华乐团，到中国多个城市包括台湾巡
回演出。
虽然郑朝吉的指挥艺术和音乐修养，早已获得中国很
多华乐评论家为文赞赏，他还是本着学无止境的精神，努
力攀登艺术高峰。2005 年开始，他花了六年时间攻读北京
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努力攀登艺术高峰
郑朝吉就读师资训练学院期间，便为蒙巴登联络所组
织华乐团。七十年代，他到火城的泉声音乐社成立华乐组，
参加了新加坡广播电台主办的音乐会演出。或许是因为成
绩不错，获得当时电台主任吴佳璧先生的青睐，过后他便
受邀成立电台华乐团。

郑朝吉在华乐学习方面的骄人成绩，也使他在 1993
年获颁国家文化奖，2017 年也获新加坡音乐词曲版权协会
颁发卓越贡献奖 。
他目前除了担任新加坡华乐总会会长，也是德明政府
中学表演艺术中心音乐总监、鼎艺团荣誉音乐总监、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学院理事、世界华人文化交流
会国际顾问理事会委员和“回响”吹打乐团音乐总监。

电台华乐团在八十年代很活跃，除了在新加坡大小舞
台演出，也受邀到泰国、台湾和北京演奏。1993 年，华乐
团撤出电台，南洋艺术学院愿意接纳，乐队就改名狮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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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弋于西洋音乐与华族乐曲的海洋
陈源盛
李其海 1949 年 6 月 26 日出生于新加坡，自小对音乐
就有兴趣，他说：“买了一把 5 角钱的笛子，跟着《怎么吹
奏笛子》的书籍指导，就吹了起来。”
1962 年他进入中正，加入中正中学民间音乐研究会民
乐队。他如鱼得水，他在那里找到了同好，找到了叶瑞平
这样的擅长吹奏笛子的可以互相学习的师友，也有了上台
表演的舞台，让他的演奏技巧受到了锻炼和提升。
他参加过 1962 年的“音乐晚会”，1963、64、65 年，
民乐会与戏剧会联合演出的“文艺晚会”，他是华乐团的笛
子手。
离开学校后，他参加过当时出名的康乐音乐研究会华
乐团，国民服役期间则参加了后备军人华乐团，擅长还是
笛子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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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其海自学西洋长笛，并考获英国皇家高级演奏
文凭（L.R.S.M.）。自学在其海的音乐人生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其实也说明他的音乐细胞是与天俱来。
1980 年获得新加坡交响乐团奖学金赴澳洲昆士兰音
乐学院攻读三年音乐课程，留澳期间师事 Mr. David Cub
bin，专攻长笛，获得 Lewis B.S. Reid 音乐奖。
1982 年底回国即加入国家交响乐团，并且担任新加坡
国立大学交响乐团和圣伯特烈艺术中心的长笛导师。
“以前我们都是自学的。自学是在摸索中前进，一定要
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音乐学院的学习则是系统性的，
它在理论上进一步加强巩固了我们的学习成绩。”
1983 年 7 月，应邀为新加坡广播电台华乐团，“我们
的旋律”音乐会，谱写一首合奏曲《新生》，上海民族管弦
乐团在 1985 年演奏过这曲目。
1984 年受文化部委派，参加菲律宾第三届亚细安音乐
营，担任长笛导师。
《赛乐》二胡独奏曲，是他应社会发展部的邀请，为
1987 年全国音乐比赛而谱写的，《赛乐》顾名思义就是音
乐比赛，全曲曲意也在描述音乐比赛的情景。

曲调从开始至第 20 小节为前奏曲，描述人们踊跃赴
会的情景。
接着以奔放、跳跃、热烈的的旋律，描绘参赛者在比
赛中那种热烈、紧张、精彩的气氛。这段乐曲的难度很高，
在演奏时不容易掌握。
接着，乐曲以一大段流畅、舒缓的旋律，表现赛会上
歌者乐者全心投入的的氛围，把听众带入了一个柔和舒畅
的音乐境界。
最后，乐曲以快速、活泼的曲调，把气氛推向高潮，
在热烈、亢奋、欢快的节奏里把“赛乐”圆满结束。
这首二胡独奏曲采用大跳的音形，变化节奏，大滑音
等技巧，演奏者需要不断地练习，才能掌握。.
“身在曹营心在汉”，身为交响乐团团员，长期浸淫在
西洋乐曲演奏中，其海的作品却以华乐为主。他说：“华乐
是我的根，我以华族乐器来表现我的作品，是非常自然的
事。”他顿了顿说：“文化也如此，我们不能丢弃自己根，
根在，我们学习其他文化就更容易融会贯通。”他三个孩子
都从事音乐工作，工作语言可以是英语，回到家一定要以
华语交流。“这是我的坚持。”他说。
李其海 1998 年创作的华乐合奏曲《岛国乡情》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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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大门开放给国际领域的乐团里，一个乐手可以屹立不倒
30 年，靠的就是真正的实力。
“音乐的河流在血管里奔腾，音乐就是您的一生，您的
身体还那么健康，您可以说退休就退休吗？”他微笑地说：
“我还有搞一点教学，搞一点创作。”
这就是李其海，一个游弋在西洋音乐和华族乐曲海洋
里，一生以音乐作伴的人。

李其海作品
了马来乐器，丰富了乐曲的南洋风味。他补充说：“但是，
这种配器不宜多，一过就失去了华乐本身的性格。”
在回想中学时代的音乐生活，我们都很庆幸在那个年
代，有那样的环境与机会。他说：“德智体群美，音乐作为
美的教育，是应该加强的，而且越早越好。”
“现在社会富裕了，音乐师资也充足，音乐教育这一块
应该办得比以前好，应该可以发掘更多人才。”
2012 年李其海退休了。在交响乐团 30 年，可以是轻
描淡写的一句话，事实上，在这音乐人才辈出的时代，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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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
（华乐）/1983
《赛乐》
（二胡独奏曲）/1987
《喜迎千禧》
（华乐)
《南国风情》
（华乐）/1998
《颂春依旧久久》
（钢琴演奏曲）/1999
《舢舨向前划》变奏曲（交响乐)
《唤醒我也唤醒你》
(歌曲)/ 2000
《鼓起掌儿喝彩》
(歌曲)
《相思曲》
(歌曲)

我的音乐道路
洪南成
1963 年进入中正总校就读，平日下课之余或是星期
六，经常听到从湖畔远处传来悦耳动听的丝竹声，后来才
发现那美妙的乐声是来自“中正民间音乐研究会”。我当时
还不是民乐会成员，经常在会所外聆听他们奏乐，看到他
们之中一些不知名的队员以非常纯熟的技法演奏板胡、二
胡及笛子等乐器，非常羡慕他们，心想要是有一天能加入
乐队参与合奏，该是件非常称心愉悦的事。
从小我就对音乐非常感兴趣，常扭开收音机收听民乐
民歌、时代曲及地方戏曲等；也经常去看街戏，深深地被
那些旋律简单、却非常有韵味的地方戏曲音乐吸引着。再
加上我住的小镇，有一间咖啡店，一到夜里，就有几个民
间乐手聚在一起，奏起板胡、椰胡、月琴及笛子等乐器，
他 们奏 的 都是 闽南 传 统音 乐 ，偶 尔 他们 也唱 起 福建 小 调
来，非常悦耳动听，耳闻目染的，这些小曲也深深地烙入
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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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对音乐的喜好，开始时买了个口琴，按照书中的说
明，学会吹奏一些简单的乐曲。后来也买了一支笛子，跟
随 一个 会 吹笛 子的 邻 居学 习 ，掌 握 了一 些基 本 的吹 奏 法
后，渐渐地也会吹奏一些简单的旋律了。
自从进入中正中学后，一个梦想就是期望有一天能加
入民乐队参加演奏，原本希望能当个笛子手，但由于笛子
手名额有限，加上我的笛子水平不高，就改学二胡，已经
不记得当时是否有参加二胡班之类的课程，但记忆很深刻
的是当时的几位二胡高手如：薛福顺、卢连胜及罗福贵（已
故）等人，经常在放学后，在课室里，拉奏刘天华的二胡
曲如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等，有时他们之中偶尔也会拉
拉小提琴。他们的演奏深深地吸引了我，更加触动了埋藏
在我内心对学习华乐的炽热之心，我也从他们的演奏中学
习到一些演奏方法。之后，我不懈地勤学苦练，为自己立
下每一天必须至少练习一个小时的规定，刘天华的练习曲
和独奏曲，成为我每天的必练曲。
加入民乐队后，担任二胡声部演奏。过了不久，民乐
队指挥叶瑞平说乐队缺少了大革胡声部，建议我学大提琴
以弥补这个空缺。其实当时我十分不愿意，总觉得这乐器
太笨重，携带十分不方便，而且演奏声部非常单调。最后，
考虑了乐队的需要，还是接受下来了。
他后来介绍了大提琴老师连荣史先生给我认识，连老
师了解到我的家庭经济情况，坚持不收取我的学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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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导了 我 一年 ，他 是 为我 打 下稳 固 基础 的大 提 琴启 蒙 老
师，也是我音乐生涯中的恩师。
自此，我一直在中正乐队担任大革胡乐手，其间开始
向连老师学习大提琴演奏，也不断地自学二胡。
参加民乐会，丰富了我的音乐生活，印象最为深刻，
也是最令我难忘的是：民乐队于 1965 年 参与新加坡华校
总会为筹募教师福利基金，在当时的国家剧场举行为期 4
天的演出，记得那巨型舞台是圆形的，同时也可转动；出
场前，先排好队形坐定，待前面的节目演完，即转动舞台，
幕开后便可表演，节省了许多时间。
1966 年，中正民乐会积极筹备音乐会演出，却突然遭
受解散而取消。我们的队友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感
到震惊，民乐会的活动到此画上了句号，大家都为此后不
能在一起奏乐而感到万分惋惜和难过。
大约在 1967 年，音乐老师丁道津先生找我，他知道
我是民乐队的负责人之一，说黄芳奎校长找我要商谈有关
重组民乐队事宜。后来，见了校长，他问我是否有意召集
旧队员，以重组民乐队，我随便找个借口答说现在想专注
于学业，不想再搞乐队，黄校长甚为明理，听后也不再坚
持。
其实参加民乐队有苦有乐，在 1966 年遭解散后，大

家都曾尝试在校外物色练习场所，保留原有的队伍，以延
续民乐队的音乐生命；后来找到了临时的练习场地，经过
好多次的练习后，面对内外种种的因素，不能继续支撑下
去，最终还是散了。我们这些热爱民乐的队友们，有的抱
着音乐梦想继续前进，难能可贵；有的则半途而废，实为
可惜。
我怀着对民乐的热诚以及对音乐的执著，师从连老师
约一年后，为了提高大提琴演奏技巧，转而向当时在本地
极 富盛 名 的大 提琴 老 师傅 金 洪学 习 ，经 过数 载 的刻 苦 勤
练，终于在 1974 年考获皇家音乐学院第八级大提琴演奏
文 凭 。 （ The Royal Schools Of Music Violoncello Playing
Grade 8）
在这之外，也不断自修西洋音乐理论课程，并向已故
梁荣平老师学习作曲、编曲、和声及音乐理论，在 1973
年 考 获 皇 家 音 乐 学 院 第 八 级 音 乐 理 论 文 凭 。 (Theory Of
Music Grade 8 )
从学华族乐器到大提琴演奏，当中又学习了一些西洋
音乐理论，这可说是中西音乐并蓄，相辅相成，扩大了我
的音乐视野；除了细听许多民乐外，同时也欣赏了很多西
洋古典音乐，以充实自己，进一步提高我的音乐修养，吸
取了中西音乐的滋养，对以后在处理音乐和编曲上有很大
的帮助。同时学习中西乐器，可取长补短，难怪现在很多
华乐学习者，除了学习华族乐器外，也得兼通一、两种西

洋乐器，以取得融会贯通之效。
1973 年，我与华乐前辈连荣史、张炳照及高志强（已
故）等人发起组织中艺民族乐团，我是该乐团三位指挥之
一。从 1973 年担任该团指挥至 1987 年乐团解散为止，前
后 15 年。
（如欲进一步了解中艺民族乐团的成立、发展过程，
可上网点击：zhongyi1973.blogspot.sg）
组织乐团并不简单，当中道路曲折崎岖，得面对内外
重 重困 难和 挑战 ， 不是 一般 局 外人 所能 体会 得 到的 。从
1973 年到 1987 年期间，在对外的演出中，除了负责乐团
演出指挥工作外，也担任乐团里的大提琴演奏任务、二胡
齐奏、领奏。也在新加坡广播电台录制二胡独奏节目，曲
目计有豫北叙事曲、湘江乐、江河水及春诗等。此外也为
乐团进行记谱、编谱。乐团一些合唱、独唱的小组伴奏谱
大部分都是我负责编写或重编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一些中正民乐会队员离校后，
也加入了中艺民族乐团，他们秉承着中正民乐会过去热爱
民乐的热忱，为该团增加不少活力和光彩。他们是：陈育
章、戚兆铭、林亚历、蔡基旭、陈向新、纪文德和黄元章
等人。
1974 年承蒙教育学院讲师已故梁荣平先生错爱，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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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国家初级学院担任国初华乐团的指挥，主要的演出是
每年学院的院庆及参加教育部主办的青年节比赛。后来又
受邀指挥国大华乐团指挥工作，由于平日教学工作繁重，
压力极大，到了 1980 年因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不得不
退出国初和国大华乐团的指挥工作。当时担任国初和国大
指挥是有领取车马费津贴的，而对中艺民族乐团的付出则
分文未取，本可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但是经过一番挣
扎和深思熟虑后，最后还是选择留在中艺民族乐团，这到
底是我们辛苦经营、历经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乐团。
在国初华乐团担任指挥期间，许多学生在我的邀请
下，参加了中艺民族乐团，他们的加入，使到乐团阵容更
加强大，水准提高了不少。因此在 1978 年至 1986 年之间，
先后呈献了好几场较具规模的对外演出，演出曲目不乏有
像东海渔歌、江南春、河北花梆子等难度较高的乐曲。我
也不时到新加坡广播电台录制“华乐演奏”节目。
中艺民族乐团在 1978 年成立了附属的歌咏队，此后
也成立了民乐伴奏小组，专为歌咏队的合唱、独唱、重唱
伴奏，这伴奏小组累积了丰富的伴奏经验，民歌配上民乐，
相得益彰，是当时乐坛上少有的组合。民歌用民乐伴奏的
歌唱节目也陆续在音乐会上亮相。
我们在星市音乐会已故会长陈木锡先生的推荐下，中
艺民族乐团伴奏小组受邀为他们主要以民歌为主的独唱、
重唱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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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4 年青春的旋律（共 13 首歌曲）
2、1985 年的新港歌声演唱会（共 7 首歌曲）
我担任以上两次演出的伴奏小组领队。
经过这两次的合作关系，已故星市会长陈木锡先生对
伴奏小组团员之间的友善合群，以及我们对音乐工作的认
真态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7 年，星市音乐会继续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以进一步促进新、中两国音乐工作者的交流，特假新加坡
大会堂举行"星华之声音乐晚会”。晚会从 5 月 15 日至 5 月
17 日为期 3 晚，中艺民族乐团再次荣幸受邀协助兼任音乐
晚会伴奏，我担任伴奏小组的指挥。这是我国还未与中国
建交之前的一项民间音乐交流，当时这些著名的青年歌唱
家，都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大奖赛的得奖者，他们是：彭丽
媛（现为中国第一夫人）、傅祖光、王静、杜萍与马太萱，
他们主要是以演唱中国民歌为主，我国歌唱家陈木锡先生
是这个音乐会的赞助人，他也参与演唱。
作为一个业余的伴奏小组，要为这些专业的歌唱家们
伴奏，是空前所未有的一项大挑战，开始时难免会有些担
心，当时确实倍感压力。但在团员们不懈的努力下，克服
了种种困难，终于顺利地成功完成了演出。这次的青年歌
唱家高度演唱水平和精湛的演绎，深获好评，伴奏与歌唱
家之间的默契，也获得赞赏。

与这些专业的青年歌唱家交往中，他们没有那种高高
在上的高傲态度，而是友善、诚挚和谦虚，这给我们留下
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也对我们这个业余伴奏小组，给予
相当高的评价，说在他们国内很少乐团是业余的，都是专
业的。他们对我们在积极推动民乐所做的努力，不时给予
肯定和鼓励。
这些青年歌唱家在逗留我国期间，为了尽地主之谊，
我们充当他们的导游，带他们到处游览、购物，或驱车或
乘坐地铁，到著名景点、南洋大学等处观光、也带他们到
小贩中心品尝本地美食。他们之中也有想了解我国一般老
百姓平日生活的情况和居住环境，有些还上门家访作客，
他们到组屋区、街边小贩、庙宇等处游逛。他们对我国良
好的治安、干净、美丽，赞不绝口。
在星华之声演出之后，乐队与歌队之间的理念分叉，
中艺民族乐团终于在 1987 年 12 月宣告解散，由于没有妥
善地处理后续事务，团员也各自分散。此后，我着重于照
顾家庭与工作，从此不再搞乐队活动了。
这些青年歌唱家们回国后，都不时与他们有书信往
来 。以 下 是当 年青 年 歌唱 家 彭丽 媛 寄来 的两 封 信中 的 节
录：
“在新加坡期间，与您们中艺民族乐团的先生女士们的
合作，终生难忘！”

“请向您们中艺民乐团的全体团员们道谢，问安。欢迎
您们来北京观光！”
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知道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对
我们伴奏小组的感激之情，流露无遗。
1990 年 5 月彭丽媛在北京举行硕士研究生毕业音乐
会，她希望我和太太能够拨冗出席观赏她的毕业音乐会，
由于我拿不到事假，结果不能成行。过后她还是真诚地写
信邀请我们去北京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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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盛情难却，为了实现北京之行，我们约定 1990
年 6 月初在福州与她会合，在福州住了一天，隔日乘火车
直达北京。路途虽遥远，但一路上可欣赏沿途的美丽景色，
加上软卧座位也挺舒适的，两天两夜的行程，很快就抵达
北京了。
到了北京就住在她安排的住所里，她热情地招待我
们，也拜会了她的家人，使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们
游览了北京长城、紫禁城、天坛等名胜，也参观了她在中
央电视台的录音实况，也去听了一场她有参与演唱，在首
都体育馆举行的北京之夏——百日迎亚运（义演）大型演
唱会。
后来随着她的夫婿习近平先生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
我们便逐渐减少与她通讯。
2015 年 11 月 6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偕同第一夫人
彭丽媛到访新加坡，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驻新中国大使
馆的文化参赞肖江华先生联系了我，说是彭丽媛教授这次
来访，有意想和 28 年前为她伴奏的乐手们见面茶叙。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喜，令我们感到兴奋万分。在通
过密切的沟通和联系后，在团员们高度的保密下，在 11
月 7 日早上十时，我和太太及十一个团员共 13 人，在瑞
吉酒店，经过严格的安检后，终于会见当年是我们的音乐
朋友，事隔二十八年后，今天的她却是地位非常崇高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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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第一夫人，做梦也没想到，她居然会与我们见面叙旧，
为时约四十分钟。
在茶叙中，她亲切地了解我们的近况，关心我们是否
继续搞音乐，大家都毫不拘束的交流；她不断地嘱咐我们
要把中华优秀的传统音乐传承下去，并积极地去推动和发
扬光大。在充满欢乐气氛的会面叙旧过后，她与我们团员
们拍了一张集体照留念。
这次的聚会，我们能有这么珍贵难得的机会与中国第
一夫人会面叙旧，都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难忘。
随着岁月逝去，我已步入老年，已不再搞音乐活动了，
但对音乐的兴趣始终如一，闲暇之余经常欣赏各类音乐，
觉 得这 是 一种 人生 享 受， 它 成为 我 退休 后生 活 中的 一 部
分。走在这音乐的道路上，回顾一下，几十年一晃而过，
虽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民乐活动上，自认做了些许自
己志愿做的事，也感到心满意足了。“未能尽如人意，但求
无愧我心。”
中正民乐会是我的音乐摇篮，孕育着我的成长，给予
我在音乐道路上前进的动力。那已消失的湖畔丝竹乐声，
以及那美丽的湖畔景色，这些难以忘怀美好记忆，依然不
时缭绕在我的脑海里。

口琴队永远的队长
——忆姚添喜同学
吕先河

姚添喜（后排左三）在 1965 年口琴队郊游的留影。

我是在 63 年读中二时从戏剧会转入民乐会刚成立的
童声合唱团，后来由于声线不适合唱童声而在 64 年跟随
同班同学王长沙加入了口琴队。当时口琴队的指挥是李腾
城，而队长就是姚添喜同学。
添喜是口琴队在 62 年创队时的队员，在这之前他是
民乐队的笛子手。他虽然只高我一年级，但年龄却大我三

四岁，在当时，超龄生是相当普遍的。他的个头比一般的
同学都高，身材也粗大，同学们都呌他＂Ah Long＂。不
管是在学校或后来出来社会工作，＂Ah Long＂反而成了
他的名字，只有很少人呌他添喜。
口琴队里他负责吹奏和弦口琴。和弦口琴是由两把大
约两英尺长的大小和弦口琴并联在一起的特殊乐器，它不
只长而且笨重。与低音口琴配合为乐曲谱上动感的节奏，
由于每个和弦由三个到四个音组成，所以吹奏时必须把口
张得很大才能把所有的音吹响。添喜天生一张大嘴巴，加
上厚实的上下唇，真是天生的吹和弦高手。所以不管是在
学校的口琴队还是校友会的口琴队，和弦手非他莫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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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把和弦口琴背在肩上骑着自行车驰骋在路上，就像是
一个猎人背着猎枪骑在马背上。

身作为榜样，让队员们把他看成是亲哥哥，喜欢跟着他一
起吹口琴，一起搞活动，没有一点装饰和花俏。

添喜和当时所有的学生团体的负责同学一样，都是非
常樸实诚恳乐于助人，有上进心，生活作风正派。对社会
上的不公有打抱不平的冲动。他有远大的理想，向往建立
一个幸福平等的新社会，愿意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祖国。

1966 年民乐会被停止活动后，靠添喜的穿针引线，很
快 地领 导 同学 就和 醒 华校 友 会商 议 ，成 功借 用 他们 的 会
所，作为口琴队练习与聚会的场所，保持了口琴队的继续
活动。

添喜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三个姐姐很早就辍学，
打工赚钱养家，並且供他和弟弟上学，所以他非常感恩姐
姐们的牺牲和奉献。他全家人的关系非常融洽，连带我们
口琴队的同学都和他们全家人关系也非常好，就是五十多
年后的今天，添喜已经不在了，我们还和他的姐姐们经常
保持联系。

添喜很早就是道南醒华校友会联合口琴队的成员和
负责人，我、腾城、宝乐和霭葦等技术比较好的同学，也
在 1965 年，经添喜介绍而加入他们，参与了当时在繁华
世界体育馆的援越抗美的文艺演出。民乐会口琴队队员直
接加入了醒华校友会的口琴队，也带动其他同学加入到醒
华校友会。由于这批中正同学的加入，壮大了校友会的力
量。

由于受姐姐们的影响，添喜很早就参加了校友会和一
些工团的口琴队。中正口琴队的成立，添喜起了一定的作
用。在 1963 年演出特刊的口琴队名单里，有一些“外援队
员“就是与添喜同属于道南醒华校友会联合口琴队的，这在
当时民乐会初创时期得到校外团体的支援是一致的。
口琴队的队员相对于民乐队、少声队及合唱团来说，
人 数是 比 较少 的， 所 以队 员 之间 的 关系 和感 情 就特 别 紧
密、融洽，凝聚力显得更强。添喜作为队长，作为我们的
老大哥，他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添喜並不是一个能
言善道的领导者，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带头人，他以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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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中醒华校友会在社会主义阵线淡申日本园支
部，连续三天公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剧中的主要角
色都是由中正同学担纲。主角李玉和是口琴队的蔡丽碧，
饰演鸩山的是蔡国民，饰演铁梅的是林琼英，宪兵队长是
孙福祥，交通员则是陈金鸾，张岳镇饰演特务，及众多的
群众演员也大多数是中正校友；另外台前幕后的各项工作
也主要是中正同学负责，腾城负责演出特刊，添喜负责舞
台监督，我则负责组织和对外联系。
由于这个演出，导致了醒华校友会在隔年被有关当局

封禁，李腾城同学也因此被剥夺了两年的人生自由。
醒华校友会被封后，添喜和一些口琴队员继续以小组
合奏的方式维持活动。又在不久后，联合同好组织了葵花
艺术团，成立了口琴队、民乐队、合唱团以及话剧等组别。
还 记得 添 喜在 葵花 的 创团 纪 念会 上 呈现 了一 首 笛子 独 奏
曲。
除了参与口琴队的活动㚈，添喜和当时的好多有理想
的青年一样，积极参与了政党的活动。他教过识字班，组
织过合唱队，举办过幼儿班的懇亲会，沿家挨户售卖党报。
当 然他 也 曾经 上街 参 加遊 行 示威 ， 紧紧 追随 着 时代 的 脚
步，向社会发出要求改革的声音。
1966 年他高中畢业他和当时大多数進步青年一样，加
入了建筑工人的队伍，当起了扎铁工人，去体验下层人民
的生活，去接受劳动改造。我们后来好多校友离开学校后，
都是在他的介绍下成为了紥铁工人。
在工地上，添喜继续是我们的老大哥和带头人。他处
处把我们当成他的弟弟和妹妹。不让我们扛和剪吋 2 直径
的铁条，他把粗活留给自己。当时没有塔吊，甚至起重机
也很缺乏。运送铁条上高楼，要以人力层层传递，每一层
楼都要站着一个人接力传递。工作是添喜分配的，他都分
配我们负责低楼层岗位，而自己却负责最高那层楼的粗重

的接收工作，他总考虑到其他人的安全，把最粗重最危险
的工作留给自己。
我和添喜一起工作了好多年，是他驾驶着摩托车“隆帮
“我跑遍新加坡各个建筑工地。在这段扎铁生涯中我最记得
的一件事是，当我们在明月湾监獄的工地时，看见在不远
的小山坡上，谢太宝和一些政治犯就关在铁丝网隔着的一
间平屋里，他们可以自由的在铁丝网篱笆内活动。在当时
的情况下，外人是不允许靠近这篱芭的。由于添喜和谢太
宝是同住在葱茅园村内，彼此之间很熟，他们很快的就发
现了彼此。添喜大胆的和太宝做了短暂的交谈，得知他们
非常渴望得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于是添喜过了不久真的
弄 到一 台 手掌 般大 小 的收 音 机， 他 把收 音机 放 到了 篱 芭
旁，成功的完成了一般人不敢做的事。这事只有很少人知
道，大家都把它当成秘密收藏在心里。
1973 年尾，添喜因为重感冒入院，没想到，他由于长
期的营养不良及从事高体力的粗活，免疫能力减弱，那一
场 感冒 竟 然演 变成 肺 积水 ， 而他 也 因此 永远 的 离开 了 我
们。
五十多年来，口琴队的十多二十位队员从不间断的保
持联系，定期茶聚和年度聚餐，大家每每回忆起过去的这
段经历，都忘不了我们的 Ah Long 队长，我们永远的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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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秋月的音乐心路
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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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我深信，所有曾经在中正总校读过书的校友，心里仍
装着一泓中正湖。这里我称之为心湖。
湖畔曾经徜徉岁月的身影，湖水仍然倾诉邅变的往
事，尽管光阴流逝，心湖仍会泛起大小不一的涟漪，让人
难以忘怀那一段年少时光的同窗情谊。
从记忆中挖掘出来半个多世纪前的影像，大多数直发
朴实的女同学当中，叶秋月经常出现在音乐会演出的舞台
上，她肤色有点黝黑，戴眼镜，身材不高。她为合唱或独
唱的节目伴奏，拉手风琴或弹钢琴，所以大家都记得她的
名字。
近午，阳光普照。客人陆续而来，我们约见的西餐厅
里有些嘈杂。想起不久前和老同学首次聚餐，脑海中始终
闪过当年的叶秋月，那么从容不迫，文质彬彬走上舞台的
模样。但这次见面，是我受托要完成的对她采访。很高兴
的是，进入中正民间音乐会的话题时，两人不约而同所引
发的感慨，说明记忆共享的大背景：当年大家就是这样子
走过来的，所以她说的事情我都理解。比方她说：
“其实参加学校的音乐活动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确实颇
为浪费时间。不过，无可否认，没有当时就没有现在。在
学校参加音乐会活动，主要就是热爱音乐。但是我生性疏
懒，课余也不怎么练琴。和现在的多数年轻人一样不积极
练琴，一味贪玩。还好家人一直有一股压力让我能循序渐

进走下去。 我对音乐也从来没有不认真过，从小我就认
定要走音乐的路，参加学校民乐会的口琴队，少年合唱团
都 不是 玩 玩的 。小 学 的时 候 我就 开 始参 加团 体 的伴 奏 活
动。当时很缺乏伴奏，我在室内用钢琴，在室外就用手风
琴。除了学校的演出，当时也去赤道艺术研究会，康乐音
乐研究会，醒华校友会等等许多团体客串演出。
“少年壮志不言愁”是当年的写照不？她的感喟，不纯
然仅仅是个人挥之不去的点滴记忆。说到当年创作的一些
歌曲，至今还有人记得而且会唱。
“真的吗？这都是些不入流没水平的东西，像中国语录
歌曲的群众性作品，不是他们提起，我早已忘记了。”
一切有生命力的作品，自然会让人记得，更何况有些
作品牵扯某些事件，具有时代特色，比如本地曾有团体发
起的抗美援越运动。大约 1967-68 年期间，她多数时间在
几间文艺团体走动，伴奏当时称谓的群众歌曲。
“记得有马人创作的《谁要是悲伤》，那时很受欢迎，
它的确是一首好歌。参加了合唱团，口琴队（我负责吹琴），
少声及校外团体的伴奏让我听到了许多好歌好曲，歌词至
今都不能忘，虽然不记得歌名，如：“打开你们的窗户吧……”
“金子一样的金沙江……”“马奶子葡萄成熟了……”“从那南边
山坡上……”。当时流行的儿童歌曲更是能背得滚瓜烂熟，
如：《小小发明家》《友谊之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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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上小马车》等等。在那个年代
我也开始创作，写了不下二三十
首歌曲，但从来都没有署名，其
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那个时
代的创作，按现在的眼光来看，
觉得没什么水平可言。手头有一
些录音带，发现有些歌曲似乎是
自己写的，又似乎不是。先河同
学提起的歌曲自己都忘记了。
“作品至今仍有人传唱不也是好事吗？”停了一会，我
说：
“有些作品反映了时代精神，也是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
秋月不置可否，却说其实像这类作品，她在英国也写
过一些为具体的活动而创作的英文歌曲。很政治，在英国
的一部分留学生中传唱。想找回这些不经意创作的歌曲所
留存的手稿或录音，就得花费时间和精力，有些根本记不
起来。
秋月 70 年代期间留英，1982 年去法国，后来又回去
英国。1984 年回国，陆续在外国住了十年。回国后，参加
了几场的声乐比赛，得了几个冠军，“这才真是玩玩的。”
回来后由于认识了吴丽娟，也为实践表演艺术学院创作了
三个儿童舞剧音乐：《丑小鸭的故事》、《卖火柴的小女
孩》（安徒生童话）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她说：很
吃力，但那是非常享受的一段日子。从写谱到编曲，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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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非常有成就感。舞剧长约 45 分钟到 1 个小时。后
来郭宝昆导演的《高加索的母亲》也找她配乐。她也替福
建会馆的歌舞剧《森林的宴会》谱曲。
后来表演艺术开始转型，音乐里头加进 Pop 元素吸引
年轻人。从这里可见传统艺术受到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冲
击。事实上，她认为若论总体水平，英语表演艺术的受众
更多更广，所以发展空间也大。相对于华语源流的音乐演
出，差距显著。新加坡的各项演出太顾及商业考量，以致
很 多好 作 品没 有办 法 流传 ， 外地 有 水准 的作 品 也缺 乏 推
广。
秋月在英国和法国完成学业（1977 年），曾和周淑桂
博士合作创作船厂爆炸事件的音乐作品。“有没有演出我不
晓得。周淑桂跟郭宝崑写过一些作品，脍炙人口的就有《一
梭一萝记心头》。后来读到音乐博士，可惜人不在了，2013
年去世。”说到好友，秋月不胜唏嘘。
“1976 年，我和周淑桂正式握手结识，几个月后她就
随我去英国。我们做什么都在一起，友谊深厚。虽然中间
有一段时间她去了美国读音乐博士，我们都有书信来往。
她回来后我们常结伴去旅行，常交换作品彼此点评。虽然，
各自的作品风格截然不同。”
叶秋月是音乐的多面手，能写、能弹、能唱、能教。
虽历经岁月磨炼，她说话时稍稍撅起唇角，仍是我印象中

那一位有满满自信心的女同学。从谈话录音里，听她细说
童年往事，让我明白她从哪里得到音乐素养，除了天分以
外，我认为，启蒙也是艺术生命得以茁壮成长的关键词。
秋月叙述童年生活细节，语调明亮而且轻快：“我从小
就喜欢音乐，算是所谓的有音乐天分，随便哪首歌，听过
就可以唱出来。一二年级时，妈妈突然问想不想学手风琴。
妈 妈买 一 把很 小的 手 风琴 给 我， 只 要丽 的呼 声 播什 么 乐
曲，我跟着就能拉出来。每次亲戚集会，爸爸也带我去，
因为大家很喜欢我，点什么歌都行，甚至清唱印尼歌，只
要听一遍，我用手风琴马上拉出来。高兴之余他们会打赏
我许多零用钱。我有一位叔公，是个牙医，每次听完就给
我一张五元钱，当时这是大钱，尤其对小孩子更是很大的
一种鼓励，所以我更加努力的学听歌和默弹。”
谈到买钢琴，她牢牢记住爸妈的苦心：
“我正式学钢琴是小学四年级。爸妈觉得我确实有音乐
细胞，有意加以培养，特地买来一台钢琴。六十年代，钢
琴是个不小负担。分期付款，每个月我看着妈妈在那儿数
钱，为此发愁。记得钢琴是从禧街(High Street)的南兴琴行
买的，这家店当时很出名。
“我的第一位钢琴老师，也是大姐（秋菊）南大同房同
学的钢琴老师。上了一段时间的课，才晓得钢琴老师却是
爸 爸 的 公 司 的 房 东 。 爸 爸 是 工 程 师 ， 在 马 真 街 （ Market

street）上班，是搞建筑工程的公司。我在家里乌七八糟自
学结果，欠缺基础锻炼，方法都不对路。所以第一天去上
课，老师听后只说你要重头来过。学到 7 号，改去跟黄晚
成老师学琴，每月学费 60 元。和前一位老师 25 元学费相
比，黄晚成老师名气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
叶秋月将自己的学琴经历和当下的教学经验比较，她
认为环境变迁很大，我国教育政策鼓励英文，社会上盛行
西方音乐教学。想从中汲取最好的养份，学生必需苦练，
再加上热忱。很多孩子被逼学乐器，被逼练琴，虽然弹或
拉出高难度的曲子，但曲子里头没有灵魂， 并非真正热
衷于音乐，缺少文化素养。有感于此，所以自己对学生的
基本功训练要求很严格，一切得一步一步来，音乐教学不
能争快斗小，要的是教学质量，无须争宠。
“但很多时候教学真的是力不从心，因为孩子有时间玩
电脑游戏却没时间练琴。告诉他们的父母吧，他们会说让
孩子放松放松，作为老师就是无奈”。但话说回来：”我们
又不得不为学生着想，当今的孩子很忙碌，大多数是被家
长逼迫来学习音乐。大家都想成材，个人不下苦工是不行
的。主观上努力去做，客观上却不具备条件，所以也出不
来成果。比如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中国的音乐系
学生，钢琴和小提琴等的训练方法真不可思议。弹好一首
肖邦练习曲已经很难，但苏联人可以两首练习曲，一人从
头弹起另一人倒过来弹，也不晓得是怎么训练出来的。这
样的训练，连欧美也自叹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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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叶秋月始终坚守一份钢琴老师的本分，努力
为培养我国青年才俊而默默耕耘。
她笑称：“除了音乐，仍保持集邮和摄影的嗜好。以前
一套一套买的邮票，没有假货。所以有些邮票变得值钱，
哈哈，但也不知道怎么卖。以前拍照是用底片，每天就忙
拍照，买药水自己洗黑白照，搞个暗房就躲在里头忙乎。
现在也只是在晨运时走走拍拍而已。”
叶秋月最不能释怀 2012 年英年早逝的外甥林燮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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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叶秋月的脸书（FaceBook）帖子，从林燮毅演唱《天
冷就回来》的歌声里透露着一丝丝，着实让人震颤的悲怆
和期盼。
期盼什么？从曾经幼稚到成长的过程中，汲取西方养
分并跟随时代脚步而走来的音乐人，都心中有数，该期盼
的是什么？而这里头，有前中正民间音乐会的一位女同学
——叶秋月。
在此献上深深的祝福！

林亚历
——一个草根的音乐人
陈源盛
是在 1963 或 64 年吧，在一次观看民乐队排练的时候，
翼鹤指着一个个子矮小，一头短发，样子土土的小男生笛
子手对我说：“他叫林亚历，笛子吹得很好。”
这个不经意的谈话，相隔 50 年，当我听到林亚历这
名字，那个画面竟然立即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天，我们
相约到瑞平家喝咖啡，当然，50 年后再见，他已不复小男
生，他已是本地知名的资深的指挥家了。
“没有啦，那时候我才刚刚学笛子，吹得很烂。”
“真的吗？我们都觉得你吹得很好，有些崇拜你。”
他给我们述说他的故事：1963 年我进中正。从一所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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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的农村小学进到设备齐全占地宽阔的中正中学，就好像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新奇，什么都想碰一碰。那时
候，在校园里的餐厅，两角钱可以买到一碗面。我从来就
没吃过干面，第一次吃干面，不懂得怎么吃，竟然就把那
碗清汤都倒进面里去，结果变成了一碗辣椒汤面。
当时从樟宜住家到学校，有郑古悦巴士川行，一趟的
车资是角半钱。为了省下来回 3 角钱的车资，我从樟宜踩
着一辆老旧的脚踏车上学去。有了 3 角钱，天天可以吃干
面。
乡村里的小池塘有小鱼，中正湖里却有小虾，所以我
经常在星期六下课后，留下来抓小虾。有一次在抓虾的时
候，听到音乐室传来一阵阵悠扬的笛子声，很是兴奋，立
即把抓到的虾子放回水里，跑去听音乐。

叶瑞平，刘可为和黄季孙。
亚历转身伸出了手，握住瑞平的手臂，真诚地说：“瑞
平没有在音乐领域里发展，是一种浪费。”
是啊，虽然瑞平是自学的，但是他的音乐才华，是大
家公认的。
“呵呵！”瑞平笑着回答：“我们刚才还在说，那是生活
的挣扎，为了生活，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
林亚历继续说：63 年的文艺晚会我没上台，64，65
年的我都参加了，吹《采茶灯》、《瑶族舞曲》、《金蛇
狂舞》、《东海渔歌》……66 年的演出取消则是一种遗憾。
为了延续对音乐的热爱，我和一些同学还常聚在一起玩音
乐，也到校外的艺术团体去感染音乐的魅力。

要不要学？
要。
忘记了是谁这么问我，而我就这样，因为那一曲笛音，
走进了音乐的世界，一直走到现在，54 年了。
那时我家里很穷，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买笛子，我也不
敢跟爸爸要，那么我的第一支笛子是跟谁借的呢？还是谁
给的？我都没印象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教我吹笛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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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年高中毕业，没钱上大学，就业也不容易，生活上
很彷徨。后来有机会到北京酒楼演奏华乐，就成了生活的
需要。为了上北京酒楼演奏，我失去了一些朋友，让我苦
恼了一阵子。北京酒楼的管理很严格，老板娘是老上海，
亲自看我们排练，绝不马虎。乐团的领班是来自香港的郑
思深和乐平。我在那里呆了三年八个月，也学会了打拍子、
看谱和获得独奏的锻炼。后来上师资训练学院的学费，生
平的第一把长笛和二手钢琴，都是那时候赚来的。那时候
我也在跟林哲源学习音乐，他只收我很少的学费，他让我

有机会接触到西洋古典音乐。
“这也就是挣扎。”瑞平深有体会地说。“人在屋檐下不
得不低头，匍匐前行也是一种不轻言放弃的身段。”
回想过去的经历，亚历没有怨言，有的是对友情深深
的怀念：
1970 年丁道津老师和连江秋老师重组乐队，要我回中
正帮忙，我就回去了，好像还为中正的音乐延续作了一点
贡献，全国的华乐比赛中得到金奖。学生时代对老师的印
象和在一起工作时的印象，会有不同的感觉，觉得他们也
是对音乐教育很执着的老师。后来受到中正分校音乐老师
叶玉莲的邀请也到中正分校成立华乐团。
在师资训练学院，我学的是音乐教学，粱荣平是我的
老师。我也在学院里成立一队小华乐队。毕业后，我就从
事 教学 工 作， 万慈 小 学的 华 乐团 是 我成 立的 第 一支 华 乐
团，也是新加坡第一支小学华乐团。乐团里也启蒙了一位
至今还在新加坡华乐团里担任二胡专业的演奏员。
1979 年，新加坡成立了国家交响乐团，我去应征，被
录取为受训团员，并获得奖学金，前往悉尼学习管弦乐队
演奏法。回国后留在教育部担任管乐团指挥，我在好多学
校担任过音乐导师，我教导的淡马锡初级学院交响管乐团
已经三十八年了。

2005 年，我带领海星校友管弦乐团参加在荷兰举行的
世界管乐大赛，荣获金牌；2006 年全国第一届管乐大赛，
分别获得公开组及第一组全国冠军荣御的队伍，是我担任
指挥的淡马锡校友乐团和海星校友乐团。我也指挥国家学
校 联 合 管 弦 乐 团 、 Singapore Wind Symphony 和 The
Phiharmonic Wind ，曾经率领多个乐团到到世界各地进行
表演。
在中正民乐会的音乐学习，是依靠同学间的互相激
励，激发出对音乐无比的热情和坚韧，乐趣无穷，是一种
很享受的学习经验，对音乐的掌握，有瑞平、哲源和高班
同学的指导，也有同学间的相互分享，跟自己的勤学和领
悟能力；我还记得瑞平为我们乐团团员上理论课，用的是
一本叫《音乐通论》的书，在当时的环境下，已经是用心
良苦了。而海外的学习，则让我对音乐的掌握更加系统和
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我对民乐的热爱，让我不甘寂寞，听到老祖宗留下来
的音乐语言，总是特别激动，所以我指挥了好多华乐团。
如师资训练乐团、南洋大学华乐团,布莱德岭联络所华乐
团、南洋客属总会华乐团、文礼联络所华乐团、应和会馆
华乐团、崇华堂华乐团。
亚历同学在 1997 年获得总统颁发的长期服务奖章。
1998 年获教育部奖学金往美国伊利洛斯大学学习乐队指
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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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亚历创作不少华乐作品，受邀为新加坡华
乐团委约的有：《新加坡河》、《欢欣鼓舞》、《千禧年
序曲》、《月圆人团圆》、《狮子城的传奇》《赞家乡》，
而《山歌与采茶调》则是全国华乐合奏比赛指定曲目，还
有多首声乐、管乐、管弦乐作品。
林亚历目前是新加作曲家协会和音乐家协会理事，是
2017 年“华乐新韵”音乐会的音乐总监，他负责指挥及编写
大部分作品，音乐会曲目有一部分是改编自中国名曲，大
多数是本地作品。他以新的方式呈现这场音乐会，在华乐
中加入了西洋乐器，以产生新的和声效果，带给听众新的
音乐感受。音乐会曲目里有一首《蒲公英》，是王新华作
的词，林亚历谱的曲。
啊诶啊 蒲公英
啊诶嗯
啊诶啊哎
你轻柔优美的飞
啊 使人赞叹流连

啊

朴实的纯洁的蒲公英啊

你多么纤细而温柔
又那样纯洁朴实使 我依恋陶醉
令我怀念 思念蒲公英啊
啊诶啊
蒲公英 啊诶嗯
啊诶啊哎
蒲公英啊 蒲公英啊

蒲公英啊

亚历说：“《蒲公英》原曲是一首声乐曲，有女高音和
男高音演唱过。为了需要，我改编成小合奏曲，由各种乐
器轮流地奏出主题。”
“谱写《蒲公英》是不是有所寄托？”
“是有所寄托。”亚历微笑着说。

蒲公英啊 蒲公英啊
随风儿轻轻地飘
令我浮想连绵

在你轻盈婀娜的舞姿里
流溢着刚强而不屈的性格
无论狂暴的风和雨喧啸
终究会扎根在母亲的胸怀
啊 不怕萧瑟的秋风多凛冽
毕生在寻求着美丽的地方
啊 美丽的可爱的蒲公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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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亚历，一个从乡村出来，土土的小男生，几十年来
在音乐道路上的无奈、挣扎、坚持，以致蜕变为有作为的
音乐人，不就像是歌曲中的蒲公英那样？有随风的无奈，
也“流溢着刚强而不屈的性格”，
“毕生在寻求着美丽的地方。”
而那一种坚持，不就是在很草根的中正中学民间音乐研究
会滋长出来的，“无论狂暴的风和雨喧啸，终究会扎根在母
亲的胸怀”的那种精神的延伸？
祝福他，寄望在他的指引下有更多年轻人爱上音乐，
让音乐的蒲公英在我们的土地上尽情生长。

制笛的老人
韩山元
今夜，我又拿起这把用了 22 年的笛子，吹起了 22 年
前的旧曲。笛声还是清亮悠扬，几乎跟当初买回时的音色
一样美。笛子的外观已不如当初那么明亮了。大大小小、
长长短短的伤痕布满笛身。当年我随便用刀片刻上的“一九
六一”四个字，却还清晰可见。
这是一把很平凡的笛子，用很普通的竹子制成，也没
没有刻上任何装饰性的花纹。长不过 14 寸（约 35 公分），
管子很细。这样一根失去光泽的旧笛子，就是遗失在地上，
也不会有人捡去的。20 年来，被我当废物抛掉的东西多的
记不清，用过的几根笛子也因音色欠佳或破损太厉害而抛
掉了，唯独这把不显眼的旧笛子，却被我当珍品保存下来，
只 因为 这 根短 笛是 新 加坡 河 畔的 一 位制 笛的 老 人亲 手 为
我制作的。我跟这位老人只见过两次面，但是，我永远忘
不了那两次的见面，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也抹不去这样的
印象：一个脸色苍白，身体瘦削的老人，坐在小凳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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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干瘪得像枯柴的手握着凿子在竹管上开孔，夕阳的余晖
抹在他的没有血色的脸颊上……

的用料，墙上挂了很多乐器，但以胡琴为多，连天花板也
吊了一些外观还很粗糙的二胡、三弦等。

22 年前，我还是中正中学高中学生，是校内民间音乐
研究会的成员。学的乐器是笛子，但是由于生理上的小缺
陷，手指不很灵活，吹笛子只是自娱，还达不到登台表演
的水平。平时，我是去凑凑热闹，搞演出时，我就退居幕
后当工作人员。那时，我们的乐队所用的乐器，主要是来
自中国大陆，然而，不时闹货源短缺，供应中断。有一回，
我们正在筹备一次大规模的音乐晚会，华乐队是这次演出
的主力，可是乐器却不充足，原有的乐器有好几件不合乎
理想，怎么办？要求本地乐器经销商去向中国订货吗？等
到新货运到，那是好几个月后的事了，演出也早已经结束
了。

奇怪，门开着，人在哪儿呢？我们向屋内喊了两声：
“有人在吗？”只听见屋内传来几声咳嗽，一位头发蓬乱如
野草，个子矮小又瘦削的老人缓缓地走了出来。看他的样
子有 50 多岁，上身穿一件发黄的背心，背心上已有好几
个小破洞，下身是一件直纹线条的睡裤，那样子使我马上
想到了泡咖啡的“头手”。最叫我难忘的是他那双布满血丝
的眼睛，以及吃力的咳嗽声。他那苍白的脸庞，那紫黑的
嘴唇，叫人一望而知，他是有病在身。

有人介绍我们去找住在新加坡河畔的一位民间艺人，
听说他是笛子的高手，二胡也拉得很不错，其他乐器如三
弦、扬琴、琵琶也有相当的水准，最了得的是他的手艺，
他是制二胡和笛子的一流巧匠。
记得我和一位同学在某日接近黄昏的时候，骑了脚车
从丹绒加东去到新加坡河畔的驳船北码头（北吻基）。那
里有一排两层楼的旧屋，正面向着新加坡河，屋后是公路，
公路的另一边就是皇家山。我们是从后门走进这个一人的
工作坊，只见一间有半个课室大的房子，地上堆满了粗细
不一、削去了青皮的长长的竹管，还有些蛇皮和其他杂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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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道明来意后，他用潮州话问我们是哪间学校的学
生，要定制乐器做什么。当他听说我们的华乐队要准备演
奏时，他用怀疑的眼光望了我们一下，淡淡地说：“你们学
乐器不知有多久，就要……”话只说了个头，就吞回去了。
我们当然知道他要讲的是什么，但那时我们年少气盛，不
仅没有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之心，反觉得这个制乐器的工匠
有点老气横秋，多管闲事，而且脾气也有点古怪。
更古怪的还在后头呢！当我们照常例问他制乐器的收
费时，怎料他竟动了肝火：
“谁介绍你们来的？他没有跟你们讲清楚吗？”
被他这么一反问，我们都给弄糊涂了。大概他念在我

们是十多岁的小伙子吧，接着口气放缓了说：“我做东西价
钱是不一定的，而且要看我的心情，就跟玩音乐一样，心
情好，做的东西会好些，心情不好，做的东西就没那么好。
不过，好和坏也是差不多的。价钱嘛，拿东西时才来算。”
哗！原来还有这一手，万一他说这些东西是心情特别
好的时候做的，狮子大开口要敲我们一笔，那怎么办？我
们 真有 点 后悔 来找 这 个高 深 莫测 的 老头 儿。 但 是已 经 来
了，也只好碰碰运气了。
“阿伯，要不要放定钱？”
“免！你们三个礼拜后来拿吧！”
“三个礼拜？会不会久了一点？”我说，“我们乐队要赶
着练习用的。”
“手艺的东西哪里可以乱乱来！”他瞪了我一眼说，“我
讲三个礼拜就是三个礼拜！不必多讲的！”
哗！这老头儿好大的口气和脾气，我差一点伸出舌头

三个星期，的确是太长了。我等得实在不耐烦，刚满
两个星期就独自去新加坡河畔找他。
还是夕阳斜照的时分，一道阳光透过长廊，从屋前直
射他的作坊，他仍旧坐在张小凳子上，枯瘦的手握着一根
削得很光滑的竹子，放在一个燃着木炭的小灶上烧。
他见我来了，一时想不起我是谁，正以怀疑的眼光望
着我。我马上用生硬的潮州话说：“阿伯，上次我们定做的
笛子和二胡，不知做好了没有？”我知道这老汉火气大，所
以态度很恭谦，语气很温和，像是在恳求他。
“哦，不是讲好三个礼拜的吗？还有一个礼拜嘛！”他
略带愠色，瞪了我一眼，又去烧他的竹子。
“咦，这几把笛子是不是我们的？”我指放在一张草席
上的几把发亮的新笛问。
“唔，就是你们的。”
“不是已经做好了吗？不然我先拿几根笛子去。”

来。
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那么深刻，22 年过去
了，我还记得他那深陷于眼窝中的双眼所发出的寒光。

“不行！还要再上油，再烧一两次，而且音还没试好，
怎么可以给你拿去！”
“不然，我现在就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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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会什么？”显然，他又动了肝火，生气地说：“我
玩这种东西几十年，什么是好笛坏笛，我自己做的自己不
知道？”
“我，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解释，但马上被他打断：
“不是，不是什么？我做的东西要是不好，我是不会交
给人家用的。”
我愣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脸颊热辣辣的，真是
难堪极了。
“后生仔，学音乐要下苦功，做乐器也是要下苦功的！
东西做不好就交货，我拿你们的钱也会不好意思的。你回
去吧，再过一个礼拜，我一定全部做好交给你们的。”他突
然用温和的口气说。这时，我才感觉到，在他那冷峻的表
情与言谈中，蕴含着对我们年轻人的关怀和爱护，流露了
一位民间艺人对艺术的执着和忠诚。
我带着感激和羞惭的心情，悄悄走出门口，他似乎没
有注意我要离去，一个劲地埋头搞他的手艺。
一个星期后，我和两位同学一起去取那批制得精巧美
观 而且 音 色很 好的 乐 器。 我 还记 得 当时 是每 根 笛子 收 一
元，二胡每把多少钱，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拿回学校时，
大家如获至宝，兴奋得很，而且不大相信价钱那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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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还有几位同学去找这位老艺人制作乐器，关于
这位老人的身世，却始终是个谜。听人家说，他早年在中
国，是潮剧团的二胡高手，笛子吹得很不错，南来后，仍
在戏班当乐师，不知什么缘故，不再当乐师了，全靠制乐
器维持生活，他似乎没有眷属在新加坡。
我毕业后，生活变迁很大，再也没有到新加坡河畔找
这位老艺人。最近经过那间屋子时，只见整间屋子已人去
楼空，那一列旧楼也将全部拆除。
每当我拿起这把伴随我度过 22 年岁月，为我倾诉内
心的忧伤与欢乐的短笛时，我总是想起那位脸色苍白，头
发蓬乱的制笛的老人。人海茫茫，老人家，您在何方？
（1983 年 6 月）

（韩山元同学已在几年前去世，他这篇文章收在咏梅
为他整理遗稿出版的《开门再见山》一书里。文章写的是
韩老在中正念书时，为民乐会购买乐器的一个故事，它表
现了当时同学们积极为民乐会办事的热忱。我们征得咏梅
的同意，特予转载。——编辑部）

一些记忆及其他
刘可为
念初中二那年（1962 年），我加入华乐团。参与乐队
的练习和演出，直到被令解散为止。
我在乐队的第一个＂角色＂是做和尚一㪣木鱼。指挥
是林哲源，以后由瑞平接棒。哲源指挥作风严厉，一丝不
苟。我战战兢兢硬着头皮充数。记得练习《钱塘江畔》我
被指派吹短笛，他屡屡拿指挥棒指向我，瞪大眼珠，我吃
了不少 NG。和我一起吹笛子的是吹曲笛的林元远，他后
来去了中国，赶上那一段轰轰烈烈的时代。
瑞平指挥手法䌷腻，抽丝剥茧。对乐曲作＂庖丁解
牛＂式的剖析。常奏的曲子有《弓舞》、《金蛇狂舞》、
《霸王鞭》、《大联欢》、《瑶族舞曲》、《东海渔歌》
等。管乐的阵容加进了林亚历，李其海和黄季荪。
假维多利亚剧院历次的演出，是学校的一椿盛事。很

受校方，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士的重视。由于水平高，所
选曲目富时代特色，民族风貌浓郁，一股朝气蓬勃的正能
量与我们的年少相激荡。沛乎塞沧冥。彷佛历历在目的舞
台上；瑞平的笛子独奏《牧笛》和《霍拉舞曲》，前曲悠
远，后曲欢快，加以演奏者技巧娴熟，堪称独步一时。邓
润光吹奏的《万年红》和《黄莺亮翅》，把中国竹笛丰富
旳表现力，发挥极致。
在演出中经常出现的乐曲还有板胡独奏《灯节》、琵
琶独奏《霸王卸甲》、二胡独奏《江河水》和《光明行》。
合唱团呈献的《友谊的歌声》、《海岛之春》纯朴感
人。歌剧《小熊请客》，寓教育于娱乐，很讨喜。合唱指
挥是瑞平和王㐷忠。华乐队伴奏。
总之，那时特有的精神面貌，己如远去的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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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声荡漾
方然

哲源。离校后，则经同学介绍加入了爱同校友会歌咏队，
至一九六八年校友会被封禁。其后即开始以方然为笔名写
作，参与文学活动迄今。

回想在中正的那段日子，虽然
很忧郁、很叛逆，也很欢愉、很积
极，学画画，学唱歌，听音乐，看
话剧，尤其在每年的叙别晚会上，
同学们都看到平日的艰辛、刻苦的
学习、锻炼的成绩获得大家的欣赏
和赞许，内心的快慰，实在是笔墨
所不能言喻。

关于民乐会，我只认得孙清水、王傌忠、叶瑞平、蓝
钦然、谢泰生、薛福顺、刘可为、刘晨钟、刘光焕、黄米
贵几位，还有较熟悉的黄振辉同学，他也是爱同校友会歌
咏队的。说到爱同校友会，顺便提一提，如果没有弄错的
话，有好多民乐会的成员后来都回流到爱同校友会去，除
了我和黄振辉参加歌咏队，还有刘晨钟、刘光焕二位回到
校友会华乐队玩乐器。哎！往事几十年，在我中风后记忆
力衰退了许多。唱的歌只记得《春到人间》、《葡萄成熟
了》、《我们青少年》、《山林之歌》这几首，而后几首
则是民乐会在旧维多利亚剧院音乐晚会上演出的部分合
唱曲。其实，若非陈源盛同学通知，我也不知道民乐会依
然存在。顺此感谢源盛同学。总之，往事虽然依稀，但中
正湖畔，当年喧腾的湖声始终荡漾在我心底，挥之不去。

我是一九五六年先入读（金炎路）中正分校初中一年
级，那时中学联事件刚刚过去。一九五九年才转入（月眠
路）中正总校念高中，一九六二年（最后一届）高中三毕
业的。我在一九六一年参加中正歌咏队，当时的指挥是林

（方然，原名林国平，是《赤道风》季刊主编，从 1975
年起，与夫人芊华接手，到 2018 年 5 月退休，总共出了
100 期。《赤道风》走入校园，许多学生接触本地华文文
学就从《赤道风》开始。）

回忆总是甜美的、温婉的，却
也是模糊的、烧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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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声依旧
蓝钦然
涛声依旧绕湖边，少小歌仙舞蹁跹；
苍狗白云一转眼，突闻暮鼓动眉间。
同学们，诚如《教我如何不想他》唱的，此刻，“枯树
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趁“西天还有些残霞”一一
何不再高歌奋进，再创辉煌？
1963 年中一，我报名参加儿童合唱团，简称童声。在
“小小发明家歌声”中，我们很快进入到少声。
记得指挥邓润光在维多利亚记念堂演出时，指挥用力
过猛，指挥棒竟然脱手飞到舞台角落，那时我们正唱着：
六月的大地到处是阳光，六月的大地到处是花香……《友谊
的歌声》这首歌，我们忍住了笑，继续努力地歌唱。

“团结友谊之歌”飘扬在中
正湖畔，吹绉一湖春水，令人
难忘怀。
时代火了，枫叶红了，北方响雷，私底下，我们热情
激荡高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走入社会，我参加了康乐音乐研究会合唱团、政党合
唱团、联络所合唱。歌唱伴我一生，让我唱响青春，一生
受益匪浅。而中正民乐会，是在我歌唱母胎种下的 DNA，
伴我走过人生的坎坎坷坷。
风华正茂，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打从中正被逼毕业，
几十年里，我参加过形形色色，无数合唱团，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尔后，随着瓮声瓮气的声带，少年稚声迈入成熟，我
又成了大合唱的低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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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西安、连城、北京、山西、香港的合唱演出，
历历在目。
难忘

西安舞台上军旅歌曲《说句心里话》掌声全

后复出的他，金戈铁马，气势如虎，把当年湖畔唱响的《团
结友谊之歌》的韵味，带入此时的《松花江上》，飞入炮
声隆隆的《义勇军进行曲》里，《华沙子弟兵》哟，更爬
上《亲爱的巴尔干山》……

场；
难忘
也侧耳听；

《在太行山上》野地里抗日太行雄曲，青山

难忘
香港舞台上我们再唱《东方红》讲《春天的
故事》太平山也点头……
而最难忘的，是学生时代在维多利亚剧院的演出，60
年过去了，歌声依然在新加坡河盘旋在耳边嘹亮。
1966 年中正合唱团指挥是王傌忠，他玉树临风姿态万
千。半个世纪后，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音乐会》
演出中，他受邀指挥合唱团，“让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
长城……”他挥动指挥棒的神态光彩依然。
万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后，王指挥与我居然还有缘相会
在 2015 年 6 月《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音乐会》的
舞台上。
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五十多年后，山还是山，水还
是水。正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 歌万首而后晓音”，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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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由他指挥的歌曲制成 DVD，飞进东马拉让江、
西马大汉山，连泰南合艾的纪念抗日周年晚宴上也桌桌有
卡带。
学刘禹锡“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相伩苏东坡说
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有毛泽东的气
概：“自伩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夕阳无限好哟，我看苍山多妩媚，料苍山见我应如是。
我看老同学们亦如是。
8 月 4 日感怀，夜不能寐，浮想连翩。

在民乐会的那些日子
卓智嘉
我们以秦琴为练习乐器，第一首练习曲子记得是福建
民歌《采茶扑蝶》，曲子相当简单易弹，很适合初学者。
秦琴一般只作为练习用，琴弦只用便宜的钓鱼线，会比较
软，按弦没问题。
我很喜欢看连环画，唸中二时发现戏剧会会所里有很
多连环画，便常常抽空去看。
有一天，我又去看书，一个同学问我可有兴趣参加民
乐会？
我本対民乐相当有兴趣，便一口答应了。参加民乐会
之前，我対演奏乐器一窍不通，一切从零开始。
练琴
我加入的是弹拨乐。指导同学是竟义和朝吉。组员除
了我，还有玉林、华水、基汐、玛丽等同学。当时，竟义，
朝吉与兆铭，都已是能独当一面的大伽。

作为演出用的乐器如阮，琵琶与三弦等，対音色的要
求高，就必须使用丝弦。由于必须把音频调到正确的高度，
丝弦须绞得比较紧，所以按大力一些，手指确实会痛，甚
至指甲尾端会裂开，但适应了后，也就没什么问题了。其
实指甲问题是困扰着弹拨乐组的一个问题。
弹拨乐除了月琴与柳琴因使用钢丝，会伤害指甲而须
使用拨子外，馀者皆以指甲弹奏。这样虽然方便，但也因
此 衍生 出 一个 问题 ： 不小 心 弄断 指 甲怎 么办 ？ 确实 很 烦
人，尤其是在正式演出之际。虽然可以暂时套上假甲，但
这犹如戴上假牙一般，会因一时不适应而影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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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新指甲长出来也须一段时间，这期间就只好依靠
假甲了。后来很多演奏者舍弃真甲而攺用假甲，想来这该
是主要原因吧。
抄分谱
我从小就很喜欢民乐与中国民歌，但只是外行看热
闹，觉得这首优美动听，那首热闹雄壮，具体好在哪里，
就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了。参加了乐队后，才知道一首乐曲
的形成，须要各种乐器参与。各种乐器都须各司其职，在
规定的节拍点，或伴奏，或奏主旋律，—点都马虎不得。
经过了几个月的基本指法和弹法训练后，便开始了合奏曲
小组练习了。
这时已基本上了解一首乐曲的组成结构，弹拨乐主要
是扮演伴奏角色。于是分谱成了演奏的必须品，少了它，
除非老手，一般演奏者是无法完美地把乐曲演奏好。
一天，我们几个人在湖畔闲聊时，竟义问我可不可以
帮忙抄谱，我一口答应了。
一首乐曲的形成包括主旋律与伴奏。主旋律主要乐器
是吹管类与胡类，我所处的弹拨类主要是伴奏。
伴奏时不可自己顾自己，埋头演奏。一定要在指定的
音节，奏出指定的音律，以配合主旋律，让整首乐曲更协
调更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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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器其实是作曲者作曲时就已配好了的，一首乐曲在
什么阶段由什么乐器奏主旋律，什么乐器奏伴奏，作曲者
都已经谱好，我们是根据已谱好的乐曲，根据作曲者要求，
记下各自乐器的演奏乐谱而已。
为了更好协助掌握伴奏节奏，分谱就显得很重要。它
在每个音节标示出主旋律的同时，也在其下相应位置标示
出伴奏旋律。
由于不同乐器的伴奏旋律不尽相同，所以琵琶有琵琶
的分谱，三弦有三弦的，阮有阮的……而各自所须的分谱往
往只要两三份，或四五份。当时复印机不普遍，印刷又不
实际，只好手抄，这就是抄分谱的由来。
下图为瑶族舞曲其中一小段三拍子的伴奏分谱，上为
主旋律，其下就是伴奏，以供参考。
瑞平说为迁就同学技术水平而在配器方面做出一些
改动，当然有其实际考量。当然也有因乐器资源不足，不
得已而做出一些攺动的可能。
至于为何到玛丽家抄谱，主要原因当然是须要一个地
方抄，校内地方不多，湖畔又风大。之所以到玛丽家，第
一是大家谈得来，第二她家在附近，又人口简单，通常没
人在家，方便抄㝍。

我在乐队里弹的是大阮，品位之间距离大，我又天生
手指稍短，往往够不上而须时时换把，增加了弹奏难度。
想来把位小的二胡可能会更适合我吧？
国家剧场
在国家剧场的演出给我畄下深刻的印象。
演出
我在民乐会的几年日子里，抄谱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绝大部分活动是练习，演出，和其他各种户外活动。
印象中参加了训练班大约一年，我便参加了正式演
出。具体演出地点除了维多利亚剧院与国家剧场外，其他
就没什么印象了。反正短短的那几年的演出我都参加了。
演出日早上，雇来的罗哩到了后，大家七手八脚把乐
器等演出所须搬上罗哩，便随车到演出地点。我们便在那
里进行各种演出前的准备工作。
演出夜我们常在别组的同学(合唱组或独奏)，在出场
的空挡间后台打王牌，甚至玩到忘情，被其他组同学批评
为没纪律，后来在组领导同学的要求下，才改了这坏习惯
我天生対音乐节奏感不强，加之没有一心二用的天赋，伴
奏时旣要注意节拍，又要弹出正确音律，（不似锣鼓般，
只须在节点上敲击一下就行。）尤其是奏双音符，即在同
一节点上奏出两个不同音符，挑战更是不小。平时若不勤
加练习以熟悉它，真的不易应付。

那是一个独具一格，半开放式的剧院。独特的建筑外
型，是里峇峇利路一带的地标。其旋转舞台，也是当时相
当先进的设备。犹记得当年演出时，还可以看到舞台対面
半山腰有人在看免费演出呢。
很可惜，这座剧院后来被拆除了，只在人们的记忆里
畄下了她的倩影。设若它当年没被拆除，其地位在今天可
能会很不一样，被当古迹保畄也说不定。
麦里芝蓄水池野餐
乐队的户外活动不多，一年只有一两次吧，主要是野
餐、远足，或拜访队员之类，印象最深刻莫过于去麦里芝
蓄水池野餐那一次。
那天我们一群人沿着水池边走了一个早上，午餐时间
到了，一行人来到树林边一片草地。我们就在林边草地上
停下，开始野餐与玩遊戏。
这时，几个身穿运动装，手持高尔夫球棒的成年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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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们走来，在旁边叽哩古噜说了一阵英语后，其中一个
人用华语対我们说：“你们华校生就是这样，什么都不懂。
这里是高尔夫球场你们不知道吗？那里可以在这里玩。被
高尔夫球打到是会死人的，你们知道吗？赶快走吧，不然
你们有谁被打到我也不知道……”
当时我们都只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社会历练不足，
也不知道是不是不该在那里野餐，也不懂还嘴，只是静静
听他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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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训完话后，又对他的同伴说了一阵英语，几个上
层社会精英才施施然走了。
在当时我生气，我有挫折感，但現在更多的是感慨。
英校生看不起华校生，是普遍现象。华校生被人瞧不
起，是那个时代的烙印。然而，既知念华校没出路，又拼
命把子女往华校送，是否咎由自取？我想，我们的父母辈
考虑更多的，是民族感情吧。正是这股情感，才让他们如
此无怨无悔。

我在中正民乐队
刘光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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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我进入中正分校念中一，同时期也加入了崇福
/爱同校友会联合民乐队，学习拉二胡，一面也学习打击乐，
负责打大鼓。1965 年校友会在本地的第一次纯器乐演出
《民族器乐演奏会》，我是台上的大鼓手。当年二度演出
的“东海渔歌”，令我终身难忘。
1964 年在中正分校念中三的时候，校长在周会上一再
强调:“明年（1965）我们开办第一届中四班，理科精英留
下来，文科给我去总校。”因此，1965 年我来到总校念中
四。在校友会学习到的二胡演奏，来到总校遇到了民乐队，
如鱼得水！马上非常兴奋地融入其中了。
记得曾经去义婵同学的家，给女声小组的《织网女》
伴奏；也曾经跟随民乐队去国家剧场参加比赛，演奏《金
蛇狂舞》。指挥叶瑞平学长为《金蛇狂舞》谱写的副旋律，
1122332，2317612，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关浩说：那是一
场全国中学生乐队演奏比赛，我们还得了冠军，我竟然只
记 得演 奏 的激 情 ， 却 完全 没 有得 到 冠军 的那 种 喜悦 的 记
忆。
离开学校以后，民乐队的几个队员，在直落古楼租了
一间小房子，几个味道相投的同学，常常在一起学习乐曲
演奏，切磋演奏技巧，度过一段少年不知愁的好日子。
七十年代，本地酒楼兴起华乐演奏的风气，乐队同时
也为演唱的歌星伴奏。起初有几个华乐队伙伴开先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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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楼表演讨生活，受到所属乐团非常严厉的批判！认为那
是助长靡靡之音的传播。后来我与一些同样为了赚取生活
费用的朋友，也进入这个行业。我倒是认为：这是一份较
轻松符合兴趣的工作，又可以利用我们在民乐会学习到的
演奏技巧，把华乐的美好旋律带给听众，这也算是推广与
发扬华乐吧！
我在中正民乐会的日子很短，但却影响我的一生。虽
然，过后我并没有以音乐谋生，但是，到现在我还是那么
地热爱华乐，也因为华乐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使
到我的人生充满了音乐的色彩。衷心感谢民乐会带给我的
欢乐！

我去了实验剧场
李国民
的脸庞，爽朗的笑颜，那样的画面总是栩栩如生，逼真到
如同我能够随手触及那段岁月。
那 是 1972 和 1973 年 期 间 ， 当 时 我 在
“Seventh-DayAdventist School”（私立英校）念初中三、四
年级，同时也在“实践艺术学院”（原新加坡艺术表演艺术
学院）师从吴丽娟老师学习芭蕾。由于上私立英校和学芭
蕾都没有得到家里经济上的支持，我只能通过清晨派报和
课余时间当家教来赚取所需的学杂费，在这样的经济背景
下，我加入了“实验剧场”。

我在“实验剧场”虽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多姿多彩的生
活令我毕生难忘。在此后的人生岁月中，我的眼前总是不
时浮现出当时的场景：齐脖跟的白色舞蹈服，红色腰带，
灯笼裤和舞蹈鞋，把杆前“拉三膀”，打着节拍排练。质朴

当时我们前舞蹈团的几个人先被安排到实验剧场观
摩，数周后加入，结束了我们常常找不到固定排练场所的
苦恼。更重要的是，加入这个“大家庭”，使我不仅能够和
自己年龄相仿的朋友分享舞蹈艺术的乐趣，也能有机会把
己热爱的舞蹈呈现给观众，是一件十分令我激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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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除了教舞蹈基本功外，还参与了发声训练、
话剧和舞台妆等的学习。这段忙碌但充实的生活无形中对
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发声学习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意
识到自己带有浓厚的潮州口音，发音不标准，这让我逐步
学会站到“观众”的角度去自我审视；在学习各式各样的舞
台妆的过程中，我好奇地注意到了舞台灯光对演员脸部的
影响，与后来我接触到的“机场厨房灯光设计”的工程问题
有异曲同工之妙。还记得，有一回我参与学习话剧创作，
内容为有关“街边小贩”的场景，这是一个自由发挥的创作
练习，我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逛街购物的人：我开始模仿了
斤斤计较的个性，紧接着又变成了一个打抱不平的群众。
当时的评语是“我们演得还可以，就是人物形象“斤斤计较”
与“打抱不平”有所矛盾，不符合逻辑。从中，我逐渐形成
了“构思”与“逻辑”的剧作思维。往后的岁月里我离开舞蹈，
转回到学业上，实验剧场学到的基本功却让我在解决工程
难题时不时地思维别致，终身受益。
很快，我们收到了排练“苦难的航程”与“邦咯渔歌”的
通知，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兴奋不已。
除了参与“苦难的航程”中的群众演员和舞蹈工作，我的任
务是编创“邦咯渔歌”中的情节舞“风暴”。由于这是一个极
为难得的自编、自导、自演的机会，我自然毫不吝惜我的
个人时间，在前辈的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我至今还
清楚得记得，表演当天马来西亚邦咯岛码头真正的渔民都
过来观演，每每想起他们鼓掌的画面，我至今依然感动不
已。不过，在这期间也留下了两个难忘的缺憾：为了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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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亲身经历体验渔民的生活，剧场组团自费到邦咯。作为
“风暴”的编导，当时我非常想参加，但限于经济条件，我
思虑再三，最终还是没有成行。记得当时总导演把我痛批
一番，我心中五味杂陈，却也没有反驳。现在想来，个中
酸楚，依然清晰。还有一次，很多成员都在看剧照、登记
买 照片 。 当时 我的 个 人收 入 除了 交 私立 英校 和 学芭 蕾 学
费，剩余的钱大部分用来买舞蹈鞋和丝袜，从不敢“奢侈”
得想买照片。所以直到现在，我手上没有任何一张自己身
着表演服的纪念照片，很是遗憾。还好，那段岁月如此深
刻，虽然没有照片，却永远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了。
“实验剧场”的时光恍然已经过去四十五年，时至今日，
数位朋友已经离世：舞蹈前辈至昌、一起在邦咯渔歌中共
舞的慕法和长辈般的贵成、还有我童年玩伴的哥哥文崇，
但他们的欢笑却恍若昨日。
在实验剧场虽然只经历过一个大型演出，但那里的课
程、学习环境、编导排舞的训练等却培养了我的文学艺术，
教会我深入角色、为观众表演的专业精神。
虽然这段经历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却有着星星之火
的力量。我学会了愿为自已的追求吃苦坚持、学会了珍惜
有限的时间、学会了在经济困难中专注学习。
在“实验剧场”这期间，舞蹈表演艺术是我当时人生中
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深受《居里夫人传》的影响。这也是

我痛下决心重新回到校园的原因。“邦咯渔歌”的成功演出
结束后，我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轨迹，走上了追求科技的
探索之路。

参加了 1965 年为礼堂筹款的文艺晚会演出。1967 年提早
毕业，当过幼儿园老师，派过报，1972 年进私立英校，同
时加入实验剧场，向吴丽娟老师学习舞蹈。

(曾刊登在 2018 年 8 月出版《青春的实验》，原题：
《随手触及那段岁月》，本文是增删后的最终版。》

他后来到美国深造，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美国
总统奖获得者，IEEE Fellow、ASME Fellow、IEEE/ASME
Transactions on Mechatronics（TMech）主编 (2008-2013)。
现在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任终身教授、中组部“千人计
划”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

（编者按：李国民 1965 年进中正，当年年初加入少
年合唱团，属低音部，年中加入华乐队，学习二胡演奏，

1966 年部分少声队员摄于榜鹅尾渡假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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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声到少声
陈源盛
陈源盛，1963 进中正，
1967 年提早毕业，63/64 年少
年合唱团男低音。
1963 年民乐会决定成立儿童合唱团，让民乐会组织发
展壮大踏出稳健的一步。小同学的加入，保证了今后活动
人数的稳定，同时也因为有较长时间的音乐接触，同学们
的表演技巧也相对提高。
那些年，中正中一新生有 26 班，学生人数有七百多
人，所以招生通告一发出，就招收了四五十个中一中二的
学生参加儿童合唱团，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就是跟着班
长林汉南报名参加的。
儿童合唱团简称：“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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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几次练习，童声是由王傌忠负责指导，后来由
邓润光接任，他正式成为童声合唱团的第一任指挥。
第一任钢琴伴奏是一个留着两条长辫子的小女生，因
为她总是背着我们，我连她的样子也记不住了，只知道她
是蔡素月。
童声合唱团成立九个月，就登上维多利亚剧院的大舞
台，参加民乐会与戏剧会为大礼堂筹款的联合公演的文艺
晚会。
演唱的歌曲是：《幸福的花朵》、《小小发明家》，
《友谊的歌声》、《早晨的歌》。
当时文艺晚会的节目内容都要向有关当局呈报，只有
在取得批准之后才可以演出的。《幸福的花朵》是芬兰民

歌，原名是《在森林和原野》，根据当时的法令，那是一
首禁歌，是不允许公开演唱的歌曲。演出委员会给自己赌
运气，申报时，内容不改，只把歌名改作《幸福的花朵》，
竟然就通过了。可见当局的禁令，是多么滑稽！因为是《在
森林和原野》，就杯弓蛇影胡乱颁发禁令。
第二年（1964 年）演出，儿童合唱团改名为少年合唱
团，简称“少声”。邓润光继续担任少声指挥，钢琴伴奏则
是叶秋月。
演唱歌曲有：《让我们荡起双桨》、《哩哩哩》、《我
乘上小马车》……
当时有一齣叫做《出谷莺声》的电影在本地放映，说
的是维也纳儿童合唱团的故事，轰动一时，维也纳儿童合
唱团也成了我们“少声”的追求的目标。
时隔多年，我问当时担任钢琴伴奏的叶秋月：“您觉得
当时的少声怎么样？”她说：“朽木不可雕。”
哈哈……当年我们缺少专业的声乐老师，是关键之一，
当然，我的歌唱水平至今还停留在“少声”，是自己不争气，
与人无尤。

团男声领唱的学员林翼鹤担任。当年翼鹤只是中三生，个
子长得略为矮小，但是他稳健的指挥，引来不少掌声。钢
琴伴奏依旧是叶秋月。
当时演唱什么歌曲？我已经没印象了。我和同龄的少
年一样，因为声带的发育，声音变粗了，所以被调到大合
唱去。
当年的民乐团因缺少二胡手，负责民乐团的叶瑞平竟
然异想天开，到少声去招生，招收了十多位从来没接触过
二胡的团员，从头训练，教导他们二胡演奏技巧。记得参
加的学员有：林翼鹤、李瑞基、蓝钦城、陈向新等。每周
大家还得缴交一角钱，支付购买二胡的费用。我也想参加，
先父却说：“你的活动太多了。”就这样我丢失了这个学习
乐器的机会。
学习二胡的学员非常争气，在几个月的积极训练后，
就上台演出了。整齐的弓法，娴熟的演奏技巧，使人难于
相信他们只是学习几个月二胡的新手。
1965 年，大部分的老团员已经转入华乐团或者口琴队
或 者大 合 唱团 ，参 与 演出 的 都是 新 同学 ，他 们 是些 什 么
人？因为当年的演出特刊没有刊登演员表，文字记录就没
了，翼鹤说他也没有印象了。

1965 年因为指挥邓润光离开，指挥一职就由童声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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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 1966 年还有文艺晚会的演出，民乐会属下的民
乐队、口琴队、合唱团、女声小组、少声都在积极进行训
练，后来，因为时局的改变，文艺晚会被迫取消，被迫退
钱给已经购票的观众。
那么，1966 年的少年合唱团又有哪一些人？如果现在
有人走到我面前来，说：“我是在 1966 年参加少年合唱团
的。”我肯定认不出他是谁？就像时隔 50 年后，我在一个
公共场合碰见傌忠大哥，我高兴地走上前去，自报家门：
“当年我是童声的。”他高兴地握住我的手，但是，从他的
眼神里，我知道他一点都不记得我了。
（后来有了往来，他告诉我，当时他真的不知道我是
谁？）
在少声的两年时光，是我最快乐的童年。我在那里找
到了歌唱，找到了上台的勇气，找到了自信，找到了关怀
和友情……虽然没有乘上梦里的小马车，但是，歌声的翅膀
一直在我的人生里飞翔。
50 年的岁月风霜，把一个十多岁的小毛头，熬成六十
多岁的老头，跳开那 50 年的鸿沟 ，谁还认得出谁？而我
认得王傌忠，就像我认得江汉一样，王傌忠认不得我一点
不出奇，就像江汉有机会再站起来，他还是不认得我。然
而，我们有相认的暗号，那就是：“我是童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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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恍如隔世的少声队员。

中正中学民间音乐研究会历年演出
节目及演职员表
（一）音乐舞蹈观摩会

一九六一年九月

（二）音乐晚会

一九六二年九月

（三）文艺晚会（舆戏剧会联合）

一九六三年七月

（四）文艺晚会（舆戏剧会联合）

一九六四年八月

（五）文艺晚会（与戏剧会联合）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一九六四年全体演职员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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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音乐晚会演职员表

陈进国
何惠莲
林养翰
王云英
林国平
洪美如
王傌忠
刘彬兰
林亚洪
陈昭容
谢绍潮

演 出 者：黄芳奎校长 林淇源校长
指
导：简继平老师
前台委员：王傌忠 何培辉
票 务 股：曾美玉 陈秀环
宣 传 股：张锦招 谢太生
音 乐 股：王傌忠 薛福顺
舞台监督：李天成 蔡成宗
后台主任：黄建光 陈国才

民乐队队员名表
队 长：叶瑞平
指 挥：孙清水
薛福顺 邓求亮
张楚南 林哲源
李天成 吴隆江
张清波 谢太生
傅 文 卢连胜
合唱团团员名表
团长：王傌忠
指挥：林哲源
伴奏：黄 珑
郑文芳 谢细妹

张锦招
郑秀吉
江运成
郑巧珠
麦锦荣
叶民玉
黄振辉
陈亚英
林网怀
冯宝玉

黄季荪
李织霞
陈翼山
林静庄
张祝三
翁梅霞
黄臣宏
白宝珠
邓业华
李谦和

卢连胜
谢明珠
何业树
黄君仪
谭 珠
邝亚丽
陈炳奎
陈国才
黄樱儿
沈星扬

1963 年文艺晚会演职员表
罗福贵
陈竟义
谢亚礼
罗福贵
邓润光

林恩爱

罗亚华
曾亚成
陈建淸
戚兆铭

余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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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光
林炳鸿
叶瑞平
郑民才

蔡史春

符传贤
黄淸泉
刘可爲
王傌忠

陈春茶

演 出 者：黄芳奎校长
演出顾问：庄竹林博士 康振福先生
演出指导：鄞国琦先生 曾渊泼先生
简继平先生 丁道津先生
前台主任：林云生 何培辉 罗燕娣
委
员：陈进喜 陈福利 李财香
叶汉源 史永茂 隙为莲
后台主任：林关浩 洪玉碧 黄福源
舞台监督：蔡成宗 李惠信
化
主

妆
任：何瑞瑶

周美玲

吴贤娥

叶瑞平
陈秀环
陈建清
李学兰
梁成财
梅彩燕
郑配娟
蔡春福
江玉婵
黄美贵

丁如辉
张秀霞
王顺国
卢业娇
曾美玉
谢太生
洪玉珍
蔡秋霖
郑福娘
陈金池

组 员：郑亚梅 陈华英
谢恺梅 林雅莲 锺桂英
陈景仁 李瑞珍 彭瑠玲
张亚明 杜亚万 沈祥发
黄金珠 王亚梅 林丽娜
金素英 廖修典 邱三妹
沈淑雁 李耐强 彭加坤
姚慧敏 锺运芳 卢素英
梁明容 王清来 郑秀珠
服
装
主 任：吴秀琴 杨红花
组 员：吴春甫 柯亚莉
吴佩如 成淑琴 谢仁先
隙春籣 吴幼华 沈彩嫦
黄济芬 曾秋兰 曾瑞馨
布
景
主任：符传贤 李瑞明
组 员：蔡一羽 林燕葵
李亚华 许网侦 王海水
许亚光 符积成 隙友敬
冯应澄 隙旗成 隙英标
陈 金 邱春德 李润松
胡耀祖 邱奇文 李志江
斡永元 吴立基 魏春成
光
灯
主 任：林宝庆 王傌侦

白碧金
张錬鑫
符和敦
陈亚清
杜桂枝
沈德雄
卓明春
徐淑珠

李湖琴
林永庄
吕史河
陈幼娣
林茂生
郑祺才
周惠娥
周春珍

吴亚弟
刘映金
丁亚荷
梁容居
陈开金
余庆莲
卓清海
严月好

陈玉金
隙楚云
许碧霞
林银珠
隙亚明

高瑞珍
郑若风
郑玉芬
廖玲珠

林素清
王金枝
李芳芳

云逢绍
白福发
林伏欣
郑英沃
隙亚洲
洪亚福
张喜福

孙培成
林瑶添
佘亚都
张景月
叶登辉
吴新民
陈瑞披

王克章
连文添
林成钦
庄迪友
韩国光
廖有盆

员：杨礼煌
唐秀成
催
场
吕舜中 陈福成
大 道 具
主 任：黄振兴
组 员：吴福林
粱福安 高品华
李亚钩 郭次龙
黄振耀 李金源
朱建平 庄正华
王弗望 陈 杨
小 道 具
主任 ：徐育仪
组员 ：张国权
余国粹 王志川
高华生 洪金生
蔡国民 赖永成
事
务：
主 任：翁亚峇
组 员：林如凤
黄昭莲 洪美莉
纪秀英 庄如月
林成安 傅秀英
陈炎俊 林丽萌
陈鸿锦 朱为平
组

陈国民
许宇鑫

何金籣
陈佑祥

傅永福

隙庆祝

傅秀梅

李丰香

吴光明

吴招妹

李汉敏
傅 榕
许周楷
张俊杰
梁四添
陈月达
何声发

傅启发
郑益兴
宰慧生
隙暹荣
李建福
郭岳镇
许德兴

王木哉
蔡两盛
林世源
李迪藩
郑族炎

张之联
隙金銮
陈锦秀
罗德义
王春辉

佘文金
王亚祥
陈荣利
何戆添
刘传保

黄鸿吉
明应全
冯启发
黄再钦
洪广昌

林明泉
彭杜生
易国标
林明曦

卢木福
许秀聪
王火炎

李惠英
周成森
粱龙华
许论桑
陈汉清
区如桂
黄信清

林养翰
王国华
叶长贵
杨福来
林成发
梁 妹
蔡祥华

刘红妹
周亚久
龙世洲
邓志杰
林尤珍
陈华桐

黄月金
谢世英
江文蚊
赖华良
王瑞强
戴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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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成 杜国俊 陈锦泉 张云菲 洪文锦 许四顺
李敬源 张再兴 林清本 张明颜 袁来成 刘鑫泉
陈亚娇
效
果
主任 ：林光明
组 员：庄志桂 周成林 符史珍 洪庆和 沈树鸿
王进财 冯增盆 郭宝明 郭绪南 王义钊 梁昆地
严世湖 张 嗳 余树光
提
示
主任 ：陈凤英 陈旭升
组 员：辜慧仙 王金珠 黄奋华 何美萍 郑巧枝
黄丽珠 吴月英 杨彩凤 詹珍妹 魏秀明 黄綉凰
司
幕
主 任：徐耀华 朱广顺 王马华
组 员：余祈森 陆运成 周炎兴 杨国全 潘鲁荣
潘再殿 梁海蕉 张漠云
通：刘炳祥 郭顺天 王振明
交
司
仪：谢美月 刘彬兰 邓玉民
药：李大年 刘杰臣
医
特刊广告：张锦招 李清风 曹锦发 张子仲 林炳鸿
陈胜荣
特刊发行：林纲怀 林吉庆 王和春 陈金焰
特约摄影：黄 克
特约化妆：许日秀 谢继展
特约服装：吴春南
画：美术研究会 蔡亚蛟 许锡勇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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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音：科学研究会

百人大合唱
指
挥：王傌忠 钢琴伴奏：蔡素月
长：林关浩 林英凉 廖修权
团
男高音：林生珠 林养翰 何子柬 麦锦荣
黄秀荪 陈亚超 曾如泉 蔡西南 陈金图
林荣梅 金可仁 杨增国 吴树潮 辜美光
黄亚九 邓重光 蔡秋霖 梁德和 张均生
彭宝誉 林湖潮 林兴光 林关浩 黄兴振
林海瑞 黄美贵 黄成发 梁国华 苏建业
刘光兴 林应梦 冯廷坤 沈星扬
男低音：黄树正 李耀坤 庄真华 杨坤荣
蓝钦然 萧星明 叶亚九 林金能 何国藩
郑寿鹤 黄臣宏 谢绍潮 吴继成 曾耀忠
黄造华 李镇南 陈金声 梁炳奎 齐书成
傅 奇 李亚发 林国耀 杨启良 符树增
邓润光 戴和成
女高音：赵丽英 谢细妹 陈凤珠 林亚桂
潘美珠 沈来银 李亚春 许淑云 谢丽华
翁玉桃 谢桂香 郑玉萍 郑巧珠 黄顺妹
王秀娇 林春好
曾琳琳 黄玉珠 黄美丽 蔡查莉 黎玉英
谢秀琴 陈玉兰 黄丽华 黄香菊
女低音：梅彩燕 云小遐 陈若玲 李亚妹
李宝婵 谭幼明 陈巧玉 池月明 林远娇

林鑫福
吕烈英
许来进
王佩琳
张锦昭
廖修权
李泉标
王顺国
袁亚定
钟保华
林查武
彭秀玲
吴瑞娴
刘彬兰
白仙和
何瑞美
谢祥辉

冯宝玉
邝亚丽
黄亚厉

蔡史春
雷秀兰
陈秀环

民乐队
指 挥：林哲源
队 员：林元远
戚兆铭 孙竟义
麦锦荣 庄贞华
林炳鸿 张清波
博 文
女声合唱
指 挥：薛福顺
女 高：刘彬兰
谢秀琴 黄顺妹
戴玛莉 黄美丽
翁玉桃 白仙和
张淑兰 梁金英
沈来银 黄香菊
颜月娥 杨云英
女 低：洪美如
陈雪云 何秀花
蔡瑶妹 陈若玲
云小遐 陈巧玉

黄君仪
陈雪云
陈昭容

何秀花
洪美如
符史媛

林英凉
辜慧娟

队长：叶瑞平 罗福贵
曾亚成 王傌忠 黄健光
陈昭容 洪玉珍 林峇池
王新儿 郑民才 薛福顺
邓润光 陈育章 黄清泉

伴奏：民乐小组
洪玉珍 赵丽英
王秀娇 林春好
蔡查莉 谢丽华
谢细妹 林宝莲
陈凤珠 彭秀玲
纪秀英 陈亚素
郑巧珠
蔡史春 林英琼
黄君仪 林远娇
陈玉兰 何瑞美
冯宝玉 谭幼明

黎玉英
曾琳琳
吴瑞娴
黄丽华
林亚桂
洪瑞姬
梅彩燕
锺元凤
黄亚厉
池月明

锺元凤
蔡瑶妹

谢亚九
何业桓
罗亚华
卢连胜

何惠莲
黄玉珠
谢桂香
许淑云
李宝嫦
吴楚叶
雷秀兰
谢祥辉
刘香花

口 琴 队
指 挥：何惠侬
队 员：沈坚忠
郭亚元 姚添喜
陈文山 彭宝乐
柯国强 何维卓
何惠莲 冯宝玉
黎志国 吴光明
林明强 冯亚威

队长：洪朝发 李腾城
谢太生 叶秋月 李成福
李耀坤 叶汉源 黄美贵
吴广藩 滕伍强 越启荣
陈亚超 黄兆益 王乐池
谢细妹 林鸿国 陈 仲
黄光建 郭仁贸 方光坤

少年合唱
指导：王傌忠 指挥：邓润光
钢琴伴奏：蔡素月
团 长：邓润光 李家钦 蓝伟民
女领唱：王芳英 李莲美 黎辉容
男领唱：林翼鹤 陈竹连 刘潮城
女声部：郭亚娥 官来宝 陈衍芳
陈妙莲 张明颜 陈美良 罗爱玲
张思梅 吴吉香 罗佩娟 卢亚兰
黄益清
男声部：吕先河 李清松 梁金界
李明达 陈如光 孙邑秀 黄天成
黄桐记 林志原 林汉南 林关毓
吴照南 郑族炎 张伦新 梁成训
潘荣基 陈来业 黄文兴 池国海

张炳财
黄传城
高日官
马永新
辜美玉
蒋国柱

陈年莺
莫作煌
陈慧蓉
张安莲
王富香

陈竹良
崔正月
邓丽兴
高桂珠
胡文芳

许宇森
蓝钦城
陈源盛
廖长兴
郑茂坤

锺可文
蔡财临
张练强
张兴胜
吴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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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文艺晚会演职员表

1962 年音乐晚会节目表

演出者：黄芳奎校长
演出指导：曾渊澄先生 陈重庆先生
简继平先生 丁道津先生
前台主任：黄福源 林关浩
前台委员：翁亚峇 叶汉源 李腾城
陈昭容 庄志桂 庄正华
后台主任：洪朝发 林光明 邓润光
舞台监督：李惠信 黄振兴

(一)合唱
1. 自己的歌
2, 玛依拉
3, 五哥放羊李
4· 来看百合花开
(二)笛子独奏
1, 万年红
2· 荫中鸟
民乐小组伴奏

哈萨克民歌
哈萨克民歌
一鸣曲
邓润光
冯子存曲
刘管乐曲

1965 年文艺晚会演出委员会
演 出 者：黄芳奎校长
蔡瑞鼎先生
演出指导：曾渊澄先生 陈重庆先生
简继平先生 丁道津先生
前台主任：林光明 林关浩
前台委员：庄志桂 洪朝发 梅彩燕
林吉庆 张均生
后台主任：林翼鹤 庄正华 姚天喜
舞台监督：黄振兴 佘文金 周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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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幅顺
(三)二胡独奏
光明行
刘天华曲
钢琴伴奏：蔡素月
(四)独唱
1, 车水歌
2. 我的花儿
钢琴伴奏：黄珑
(五)笛子独奏
喜报
民乐小组伴奏

沈星扬
沙梅曲
哈萨克民歌

叶瑞平
陆春齢

(六)独唱
翁梅霞
1, 红豆词
2, 阿里山之歌
钢琴伴奏：郑福娘
(七)胡琴四重奏
薛福顺 罗福贵
1, 小黄莺
2· 西康民歌

傅文 卢连胜
姚汉光曲
眧鶶编曲

(八)小提琴独奏
林哲源
1· 新春乐
茅沅
2.Spring Sonata Op. 24 贝多芬曲
Allegro L. Van Beethoven
(春奏鸣曲第一乐章)
钢琴伴奏：珊子
(九)笛子独奏
牧笛
民乐小组伴奏

叶瑞平

(十)独唱
林茂存
1. San- ta- lu- Sia
2. Maria Maril
钢琴伴奏：郑福娘

(十一)板胡独奏
大起板
民乐小组伴奏

郑民オ
何彬编曲

(十二)钢琴独奏
郑福娘
1. Majuka Op. 30
萧邦曲
(马祖卡舞曲)
2. Sonata in C Major k330, 莫札特
Allagro(C 大调奏鸣曲)
(十三)女声合唱
1, 送我一枝玫瑰花
2 ,哎哟
3, 哩哩哩
钢琴伴奏：蔡素月

万顺中编曲
印尼民歌
朝鲜民歌

(十四)笛子二重奏
1, 双合凤
2, 道情序曲

罗福贵 曾亚成
蒋咏荷记谱

(十五)独唱
1, 我住长江头
2. 思鄕曲

林恩爱
青主曲
夏之秋

钢琴伴奏：姚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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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民乐合奏
1, 大联欢
2. 歉渡新
3, 霸王鞭

何彬曲
迪达民曲

(十七)合唱
1, 葡萄成熟了
麦苗曲
2. 黄昏里的炊烟
3, 我们——青少年
4, 山林之歌
哈萨克民歌

1963 年文艺晚会节目表
(1)
A
B
C
D

百人大合唱
平友谊之歌
跳吧，跳吧！
前进
春到人间

(2)
A
B
C
D

少年合唱
幸福的花朵
小小发明家
友谊的歌声
早晨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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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女声合唱
A 织网女
B 蓝花花
C 含苞欲放的花
(4)
A
B
C
D

口琴合奏
欢度新春
探菜灯
晚会园舞曲
纺织姑娘

(5)
A
B
C
D
E

民乐合奏
幸福舞
霸王鞭
欢度新春
小齐兵
弓舞

(6) 笛子独奏
A 欢送
B 霍拉舞曲
（舞蹈、诗歌朗颂、诗歌造型、话剧等节目内容从略）

听中正音乐晚会
蓝东驿 （原文刊于 1962 年 10 月

▪ 星洲日报 ）

子春曲）与《荫中鸟》（刘管乐曲）很受欢
由中正中学民间音乐研究会所主办
迎，尤其是后一首曲子，所得到的反应更加
的音乐晚会，于本月廿二日至廿三日假维
热烈。这首曲子是在表现树林里各种鸟类啼
多利亚剧院，作一连两晚的盛大演出。这
叫的声音，曲子进行的速度缓慢，但需要应
次演出的节目，从内容方面说来，可以称
用到许多吹奏的技巧。小小年纪的邓润光，
得上是多姿多彩的。它一共包括了笛子独
能将各种鸟类的啼声模仿得惟妙惟肖，实在
奏、笛子二重奏、二胡独奏、胡琴四重奏，
板胡独奏、民乐合奏、小提琴独奏、钢琴
很难得。听众所报与他的雷动的掌声，并不
是偶然的。不过《荫中鸟》原来也是一首容
独奏、独唱和合唱等。因为演出的团体是
专事民间音乐的研究的，所以节目表中出
易讨好听众的曲子，所以它的受欢迎，只属
现的曲子，除了小提琴和钢琴独奏中所选
意料中事。最使我们感到可喜的，倒是另一
奏的作品外，其它全部都是民间音乐。像
位独奏者叶瑞平所吹奏的《报喜》和《牧笛》。
这种性质的演出在本邦是很少见的，所以
我们可以在许多地方看出，吹奏者对整把笛
它一方面可以试探听众们对于民间音乐
子的操纵已经是十分的老练。从声音上说，
1961 年民乐会油印歌集封面。
接受与欢迎的程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及
它是自然的；从音色上说，它是圆润的，嘹
提高听众们对于民间音乐的兴趣。
亮的。在民乐合奏节目的《大联欢》，《欢
从该研究会首晚演出的成绩看来，大体上是令人满意
度新春》，《霸王鞭》三首曲子中，叶瑞平的笛子也显得
的。我们先说笛子吧，笛子分独奏和二重奏两种节目。二
最特出。
重奏方面，罗富贵亚成所吹奏《双合凤》与《道情序曲》，
林哲源的小提琴独奏，包括两首曲子，一首是茅沅的
尚差强人意。独奏方面，邓润光所吹奏的《万年红》（冯
《新春乐》，一首是贝多芬的《春奏鸣曲》第一乐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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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乐器的小提琴来演奏中国风味的乐曲，我们总觉得是
不合乎理想的，不过偶一为之，那倒无妨。林哲源的演出，
如果不过于苛求的话，是应该对他表示满意的。但是演奏
者左手按弦上不够灵活。而且琴声沉闷柔弱，缺少热情。
钢琴独奏的演出者是郑福娘，她一共奏了两首曲子，
一首是肖邦的《玛祖卡舞曲》，一首是莫扎特的《C 大调
奏鸣曲》。郑福娘虽然在两个独唱节目中担任钢琴伴奏，
但是这仍不允许她避免怯场，她并不能从容地弹奏，所以
演出的成绩当然要打个折扣。
接下来应该谈声乐方面的演出。演唱的节目有两种，
即独唱与合唱。独唱方面，最使听众发生兴趣的沈星扬小
弟弟所唱的《车水歌》和《我的花儿》。这两首歌沈星扬
年纪虽然小，但这两首歌唱来声音清朗，也十分动听。最
难得的是，演唱者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节奏感，因而使钢
琴伴奏方面不会感到困难。不过选唱《我的花儿》这曲子
似乎不大适当。《我的花儿》是一首哈萨克民 歌，这首歌
唱的时候，应该做到“轻快”与“活泼”这两个条件。对于沈
星扬来说，显然这两个条件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他显然
不懂得将“心爱的姑娘，一见你心花开放”这样的歌词用情
感表现出来。翁梅霞是女生独唱中的一个。她唱的两首歌
曲是《红豆词》和《阿里山之歌》。《红豆词》不是一首
容易唱的小曲，对于这首曲子来说，感情的表达所占重要
性是十分大的。演唱者对这首歌曲的了解还不够，所以略
能做到“唱”做不到“演”。实际上尤其在唱“展不开眉头，捱
不明更漏”两句的时候，更不能毫无表情。《阿里山之歌》
这首曲子如果能作为合唱曲，效果一定会比较好。翁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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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这个首歌曲缺点是气量不足，收音有颤抖的现象，而且
在变调的地方，调高也不大准确。另一个女声独唱者是林
恩爱，唱的是《我住长江头》和《思乡曲》。林恩爱的台
风比较稳健，而且也比较勇于表现。在当晚的四位独唱者
之中，她是最出色的一位。不过她在咬字方面也有一点小
毛病，如《我住长江头》一曲 中“定不负相思意”的“负”字
其不准确的程度最为明显，这是应该加以改正的。林茂存
唱的两首外国民歌，一首是桑达▪路齐亚（Santa Lucia），
一首是玛丽亚▪玛丽（Maria Mali）。这两首歌曲都是热情
洋溢的，特别是后面这一首，如果在运气方面不能游刃有
余，绝不可轻易尝试，而且里面两三处有三连音和装饰音
的地方，更需要有歌唱技巧上的把握，否则这首歌曲的妙
处是不能表现出来的。林茂存演唱时只用到喉腔而不到胸
腔和腹腔，这是一大毛病。而且因为这样，演唱者在演唱
这两首曲子的时候，也是相当辛苦的。合唱方面包括几首
哈萨克民歌和一部分现代作品，计有《自己的歌》《玛依
拉》《五哥放羊》《来看百合花开》《葡萄成熟了》《黄
昏里的炊烟》《我们——青少年》《山林之歌》等。合唱
团的阵容是相当壮大的，演出的成绩也还不错。不过男生
方面稍显弱了一点，而且严格的说，声音在洪亮上还过得
去，但在音色的纯与美上就做得不够了。
总的说来，如果认为这次的演出还不算成功的话，那
是由于我们的要求比较高的缘故。这群青年的朋友们，能
够利用他们课余的时间从事这种健康的文娱活动，原是值
得我们赞扬的。但愿他们能本着这种热情虚心学习，将来
一定会有更好的成绩。

中正民间音乐研究会大事记
吕先河

5，

1959
孙清水，林哲源和刘晨钟等同学的积极推动下，
中正民间音乐研究会正式成立。校方派给蒙古包
课室当会所，并且发了 600 元赞助费用。
1959-1960 创会主席：孙清水，副会长：张楚南。
成立民乐队，孙清水负责指挥，叶瑞平任队长。
成立合唱团，团长王㐷忠，指挥林哲源，钢琴伴
奏黄珑。
组办笛子、二胡训练班。

1.

1960
在学校食堂举行校内音乐会。

1，

2，
3，
4，

1961
1， 1961-1962 正会长：王傌忠
2， 1961 年 9 月，《音乐舞蹈观摩会》在光华学校礼
堂举行第一次公开对外演出，民乐队指挥孙清
水。

整理
3， 临时发觉光华学校礼堂没有布幕，康振福校董立
即慷慨捐赠了所有的布幕。
1962
1， 9 月在维多利亚剧院举办音乐晚会。
2， 部分民乐队队员加入康乐音乐研究会，協助壮大
为南大筹款义演的陣容。
3， 成立口琴队，由何惠农负责指挥，洪朝发和李腾
城为队长。

1963
1， 1963-1964 正会长何培辉；副会长：林关浩。
2， 成立少年合唱队，由王㐷仲负责教导，鄧润光指
挥，蔡素月钢琴伴奏。主要招收中一和中二的同
学。
3， 7 月联合戏剧研究会在维多利亚剧院举办第一次
联合“文艺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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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演出特刊上有：黄芳奎校长的“刊首语”；庄竹林
博士的“文艺晚会的双重意义”和演出顾问康振福
先生的“从文艺晚会谈到建筑礼堂”的文章。
5， 演出过后，盛大的慰劳会在校园篮球场举行。
1964
1， 1964 年 8 月，为庆祝 25 周年校庆暨为大礼堂筹
募建筑基金，联合戏剧研究会在维多利亚剧院举
办第二次文艺晚会”。
2， 演出特刊上有：黄芳奎校长的“刊首语”。
3， 特刊刊登了以笔名“平”撰写的文章：“五线谱的演
进”。
4， 演出后，盛大的慰劳会在蒙古包前的大操场举行。

2，

3，
4，
5，

1，
1965
1， 1965-1966 正会长：林关浩；副会长：叶汉源。
2， 12 月联合中正戏剧会在维多利亚剧院举办第三次
联合文艺晚会。
3， 演出特刊有：黄芳奎校长的“刊首语”。
4， 特刊登了竹叶的“金蛇狂舞的和声与配器”。
5， 盛大的慰劳会在蒙古包前的大操场举行，戚兆铭
演奏“十面埋伏”竟然也断了弦。
1966
1， 民乐队在校方指派下，参加全星乐队演奏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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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金蛇狂舞”、“东海渔歌”、“瑶族舞曲”三首乐曲过
关斩将，荣获冠军。
学校遵从教育部指示，強制修改校内四个学生团
体：民乐会、戏剧会、美术会及科学会的章程進
一步压制学生的活动。
民乐会与戏剧会准备于年底举行的第四次联合文
艺晚会也因此宣告夭折，接受购票观众的退票。
民乐会会长林关浩被内政部逮捕。
学生们強烈反对学校无理修改章程及逮捕学生领
袖，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抗议事件，最终导致四
个团体活动瘫痪。
1967
由于团体无法在校内活动，民乐队，少声队，合
唱团及口琴队的大多数队员转移到校外团体继
续活动。
时局急激转变，政策收紧，最后导致中正中学民
间音乐研究会在校内的活动完全消失。
部分民乐队队员加入了康乐音乐研究会。
部分口琴队队员加入了醒华校友会口琴队。
部分少声及合唱队员则分散到其他的合唱团。
也有脱离队伍的，也有人选择单飞，去寻找自己
的音乐天空……

1962 年音乐晚会特刊。

1963 年文艺晚会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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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文艺晚会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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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文艺晚会特刊。

1961 年音乐舞蹈观摩会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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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音乐晚会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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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文艺晚会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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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文艺晚会女声合唱。
139

1964 年文艺晚会女声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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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口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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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口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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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童声小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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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文艺晚会少声队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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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

中西交融

中正中学总校音乐活动多姿多彩
黄贞仪
中正中学总校从开办至今，都很重视学生的音乐学
习，除了正式的音乐课，也成立多种音乐学习团体，包括
合唱及乐器。本文概括介绍中正中学总校 2009 至 2018 年
的音乐活动。

华乐队在学校礼堂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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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学校获得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发的国家艺术教
育奖——火炬奖。这是一项最高荣誉，表扬中正中学给学
生提供了全面和综合性的艺术教育。

普通音乐课——笛子班。

课堂音乐课
课堂音乐课有两种，大部分学生选择不属于考试科目
的普通音乐课，少部分学生选择属于 O 水准会考科目的音
乐课，后者须在念中四的那年年底参加考试。

在普通音乐课里，学生学唱歌、玩吉他、吹笛子和作
曲。学生也上中国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入门课程。这些
音乐课，能提供学生接触各种音乐的机会，也引领他们欣
赏世界各种文化的成果。
选择 O 水准音乐课的学生，须学习西方音乐史、音乐
欣赏、亚洲音乐（中国音乐、马来舞蹈音乐、印度音乐和
佳美兰音乐）、以及作曲方法。学校每年也会为他们举行
音乐演奏茶会，让他们有机会公开演奏，鼓励他们努力学
习，并加强学习的毅力。
学生也能在学校集会上，观赏流行和民间音乐如新谣
的表演。
课外音乐活动
中正中学这些年的课外音乐组织有华乐队、铜乐队、
古筝班、合唱团和吉他班。
从 2012 年开始，两年举行一次的中正艺术节，已成
为学校所有艺术团体公开展示学习成绩的舞台。艺术节包
括全场音乐会，由所有课外音乐组织联合呈献。举办艺术
节的目的，在帮助学生了解在社区推广音乐的重要性，也
提供学生机会欣赏别人的表演。

（上）O 水平音乐考试前热身。（下）在甘美兰音乐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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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艺术节古筝演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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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艺术节的音乐会海报

以 2018 年 4 月 6 日至 15 日举行的中正艺术节“腾飞”
为例，中正学生呈献的音乐节目有三场：合唱团表演的“中
正之声”；华乐队与铜乐队联合演出的“中西交融”；以及古
筝团的演奏会。

所有课外音乐组织也参加两年一次的新加坡青年节
比赛，教育部会颁发优异奖或参与奖给参加学校。总体来
说，中正的课外音乐组织，这些年来都多次获得表扬。
（邹文学译）

二十四节令鼓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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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义顺）音乐活动蓬勃
邹文学
二战后，中正中学在月眠路有了新校舍，便于 1947
年把金炎路的校园称为分校。中正分校后来搬迁至东部的
基里玛路，2005 年再度搬迁到北部的义顺 61 街，并改称
中正中学（义顺）。
无论是中正或中正义顺，学校向来都注重发展学生各
方面的才能，为学生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环境。
中正的中一和中二学生，上音乐课的学习内容有歌
唱、竖笛、吉他、电子琴、中阮和打击乐。音乐类的课外
活动则包括：合唱团、华乐团、古筝、管弦乐队和二十四
节令鼓团。
学校通过“终身学习项目”，鼓励有音乐基础的同学参
加作曲班。作曲班有 10 个小时的理论课，过后挑选出较
成熟的学生作品，由同学演奏或演唱，并录制成光碟。音
中正（义顺）演出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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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短片的拍摄背景则选择在校园的不同地点。
中正很重视培养学生的音乐才华，除了聘请专家教
导，增添各种设备和乐器，学校也尽量创造机会给同学上
台表演，累积经验并巩固学习成果。
我浏览十多本学校出版的毕业特刊和演出资料，发现
学生参与演出的节庆很多，包括庆祝农历新年，校庆、国
庆、教师节、国际友谊日、种族和谐日和毕业典礼等。
学校合唱团、管弦乐队、古筝和华乐团代表学校参加
两年一度的新加坡青年节音乐比赛。由于训练有素，同学
们又能发挥高度的团队精神，因此屡屡获颁最高荣誉的金
奖章。
学校的二十四节令鼓成立于 1996 年，是学校的一项
重要课外活动。除了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中表演，对外
的演出则累积了近 200 场，也多次到中国、台湾、马来西
亚和日本公开演出。
学校这些年也不定期举办歌唱比赛和才艺比赛，此
外，还多次主办公开演出。以下是几个演出的项目：
1998 年：在淡滨尼东联络所礼堂举办“歌乐晚会”，节
目包括：合唱、独唱、军乐、二十四节令鼓和华乐。

中正（义顺）华乐对节令鼓及华乐演奏会的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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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南京和无锡，与当地学生同台演出音乐节目。
2016 年：在维多利亚音乐厅举办“风雅柳叙 湖伴竹聆”
音乐专场演出，华乐团、古筝团、二十四节令鼓队、合唱
团和管弦乐团都参加了演出。
2018 年：再次在维多利亚音乐厅举办“风雅柳叙 湖伴
竹聆”大型音乐盛宴，各表演艺术团体都尽心尽力呈献多个
精彩节目。

中正（义顺）管弦乐团

1999 年：再次于淡滨尼东联络所礼堂举办“歌乐晚会”，
节目还增添音乐剧和古筝齐奏。
2009 年：华乐团和二十四节令鼓队在新加坡大会堂联
合举办“丝竹传情-响遏行云”演出，他们利用各种乐器配搭，
一共演奏了 13 首乐曲，包括：将军令、瑶族舞曲、夜深
沉、龙腾虎跃和石板腰鼓等。
2010 年：举办“中华文化之夜”，华乐和节令鼓也参与
了这次综合性舞台剧演出。
2010 年：80 名团员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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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义顺）合唱团

中正中学校友会合唱团之路
李明山
中正校友合唱团有着辉煌的过去，也有现在灿烂的成
就和未来的美景。这一切决非偶然。我们恩重如山的大教
育家庄竹林校长，深知位列六艺之次的音乐是教育不可缺
少的项目。在 50 年代，音乐是必修的科目。当时除了正
课之外，校方大力推广小提琴，民乐，和歌咏的活动。可
谓百花齐放。

或公开演出，“打黄狼“，”保卫黄河“等是每个音乐会不可
缺少的节目。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中正民间音乐研
究会的成立和多次的公开演出，更成为新加坡音乐活动的
一支生力军，所培养的众多民乐和声乐人才，至今仍在发
光发热。然而，这热潮在客观环境的压抑下冷却下来。
成立中正校友会合唱团

秉承着这些丰富的养料，50 年代的中正音乐活动，开
花结果，丰收年年。热火朝天的音乐会 不断公开举办。
已故丁祝山指挥的“斗牛士之歌”合唱，气势澎湃。和已故
田鸣恩指挥的“海韵“曲式变化多样。这一切都扣人心弦，
广受听众的好评。
五十年代中期，是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时
代。华校学生为保卫华文教育，反对殖民地主义者的统治，
学生们不可避免的被卷入那正义的洪流。当年叙别会演出

经过一段冗长的冬眠黑暗时期，中正校友会合唱团在
已故校友洪广亮和林兴导的努力下，终于在 2002 成立了。
成立初期，只有少数校友参加。在音乐家张功和校友齐文
洋的指挥下，合唱团初长萌芽，合唱团迈开了第一步。为
提升团员的音乐水平，合唱团在 2003 年在维多利亚音乐
厅举办了“龙之声“，邀请旅澳三大中国男高音，于吉星，
杜吉刚和谢琨，演唱著名的中外艺术和歌剧选段。反应热
烈，之后不少中正校友还向他们个别学习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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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的传奇“演出
中正湖是中正中学学园的中心。湖边垂柳随风飘荡，
湖面湖水粼粼，竹林堂，日新楼倒影其中构成一幅美丽的
风景画。它是所有中正人的母亲湖。为了保卫华文教育，
多少轰轰烈烈的战斗在中正湖边进行。2004 年 5 月间，中
正校友会合唱团参与了在滨海艺术中心演出的“湖的传奇“。
曲 目的 中 心思 想充 分 体现 了 学子 们 分享 前辈 们 奋斗 得 来
不易的成果。
湖畔歌声再响起 2006
中正校友会合唱团经过湖的洗礼之后，竟然脱胎换
骨，以焕然一新的姿态活跃起来。已故团长曾贵明邀请以
集声乐，指挥，钢琴和作曲于一身吴杰老师作为合唱团的
指挥。吴杰老师才华横溢。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将中正校友
会合唱团训练成一个水准超高的合唱团。2006 年 9 月 30
日是中正校友一个难忘的日子。当天校友会合唱团在维多
利亚音乐厅成功演出了“湖畔歌声再响起 2006”，观众反应
热烈，掌声如雷，好评如潮。40 多位乐龄级的男女团员将
十多首中外合唱曲背谱演唱。歌词除了中文，还有马来文、
日文和英文。吴杰老师训练有方，团员辛勤努力，音乐会
圆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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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受邀新传媒演唱
中正校友会合唱团首演“湖畔歌声再响起 2006”成功演
出，好评如潮。新传媒电视“黄金年华”主播特地邀请合唱
团 为节 目 录影 。由 吴 杰老 师 指挥 下 演唱 两首 邻 国歌 曲 ：
“Bengawan Solo”和”Burung Kaka Tua”。这录影节目重复两
次在“黄金年华”节目播送。之后，合唱团男女声组成的小
组被邀请为“黄金年华”节目录影播送。他们演唱了大家耳
熟能详的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康定情歌”。中正副董
事长也是合唱团的名誉团长许仁美博士一再强调，合唱团
应该多多演唱一些邻国的民歌。原来合唱团早就响应他的
号召。

音乐盛餐“黄河大合唱”
冼星海抗战时期的经典创作“黄河大合唱”，在我国无
数次被搬上舞台。然而 2008 年 8 月 17 日，由中正校友会
合唱团在滨海艺术中心主办的“黄河大合唱”，在各方面有
其独到之处。它是由中正校友会合唱团、韵野合唱团、南
侨校友会室内合唱团、雅歌合唱团、创价合唱团和青声合
唱团 200 多人的梦幻组合。吴杰老师对这经典巨作的处理
别出心裁，“河边对唱”用原生态形式演唱，并邀请中国著
名女高音安金玉和男中音高晓东领唱。全部歌曲由李彬，
苏恒双钢琴伴奏。气势澎湃，高潮递迭起，获得全场听众
的热烈掌声。
“琴牵 50 载”音乐会
中正校友会合唱团的指挥吴杰老师完成他的使命，“黄
河大合唱”成功演出之后离开了他一手精心调教的高水准
合唱团。合唱团指挥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抒情花腔女高音
歌唱家韩煐老师接棒。韩老师有丰富的舞台表演和教学经
验，对团员的声乐要求很高。2010 年 8 月间合唱团和男声
小组便披甲上阵，参加了由中正校友和学生合唱团联合王
立达钢琴家，在大会堂公演的“琴牵 50 载”音乐会。

合唱团团员应邀上电视台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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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校友会合唱团声乐讲座
中正校友会 30 周年会庆，2011 年 3 月，特地邀请上
海 音乐 学 院声 乐胡 晓 娟副 教 授为 合 唱团 主持 一 个声 乐 讲
座，反应热烈，当天出席者将中正总校第二讲堂挤得水泻
不通。讲座形式多样化，气氛轻松，互动热烈。胡教授强
调除了先天条件，歌唱的基本功更为重要。对于听众的提
问，她都耐心地一一给与回答和示范。
中正人音乐会
上海音乐学院胡晓娟教授声乐讲座盛况

校友会 30 周年庆祝的重头活动“中正人音乐会”，在
2011 年 10 月假大会堂隆重举行。音乐会主题是迪安谱曲
的“中正湖组曲”。由中正校友合唱团和学友唐翎女高音等，
演绎多首中正湖为主题的曲目。其他所有独唱歌曲多数是
丁祝三，迪安和校友林哲源、连锡鳞和莫泽熙的作品。
“中正人音乐会”形式多样化。除了合唱，独唱外，还
有管乐演奏、口琴、唢呐和小提琴独奏，可谓百花齐放，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充满热忱“音乐会

已故校友会秘书林兴导主持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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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由中正（义顺）管乐团呈献的音乐会，曲目
以流行歌曲旋律为主。管乐和歌唱配搭演出实在少见，而

合唱的流行歌曲的歌谱并不存在。幸亏苏启祯学长将“何日
君再来“等三首流行曲改编为四部合唱。合唱团毅然接受挑
战，经过韩煐老师和关乐团指挥卓洋杨老师分别精心排练
后，中正（义顺）管乐团和中正校友会合唱团，终于在 2012
年 6 月 19 日 ， 假 滨 海 艺 术 中 心 音 乐 厅 将 ” 充 满 热 忱 ”
（Appassionato-IV）成功呈献给观众。

充满热忱音乐会

华语卡拉 OK 民歌班
有些合唱团团员喜欢卡拉 OK 或独唱以表现其唱歌能
力。2013 年中，他们便另起炉灶 组织卡拉 OK 小组，利
用现成的卡拉 OK 器材，每星期日唱卡拉 OK 歌曲。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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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邀请李红梅声乐老师教导他们卡拉 OK 民歌歌唱法。李
老师尽心尽力训练他们歌唱的基本功，成绩斐然。在同年
11 月就在总校举行了“湖畔好歌声”卡拉 OK 演唱会，受到
好评。
出国交流演唱
2013 年和 2014 年是合唱团忙碌的两年。除了参加由
新加坡合唱总会主办的国际华文合唱节演出，2013 年还组
团到台湾基隆市和海燕妇女合唱团举行观摩演唱会。2014
年，到马来西亚巴生参加巴生音乐协会主办的新马友谊交
流音乐会。合唱团利用这机会和当地合唱团交流，吸收对
方宝贵的经验以提升合唱水平。
歌声情系白云岗音乐会
2016 年可说是中正校友合唱团活动最多的一年。首先
在 9 月联合昇辉合唱团举办了“为你歌唱音乐会”. 接着在
10 月 2 日，郑锦涟女高音、陈庆来、邓荣钜和李明山等男
中音团员，参加了“秋之歌独唱音乐会”演出。
为配合校友会庆祝 35 周年纪念，筹备经年的团员独
唱音乐会，终于以“歌声情系白云岗”为主题，在 2016 年
12 月 18 日假南洋初级学院第四讲堂隆重举行。这音乐会
有 双重 意 义， 首先 它 提供 了 团员 一 个展 示独 唱 才华 的 机
会，其次是利用演出场地将南洋初级学院融入中正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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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众所知悉，中正总校的“湖畔”，中正（义顺）的“竹林”
和南洋初级学院的“白云岗” ，是中正中学的三大景色。当
晚音乐会中正副董事长许仁美博士特别阐述创校之初，南
洋初级学院为何不命名中正初级学院的原由。董事会正为
其正名而努力争取。“歌声情系白云岗”音乐会节目极其丰
富，有民歌、艺术歌曲和歌剧选段，可谓百花齐放。演出
阵容庞大，歌手老中少兼有。

江。来自中国和台湾的队伍，都是久经严格训练的高水平
合唱团。经过一番龙争虎斗之后，中正合唱团还是能获得
银奖。
合唱团也多次参加由新加坡合唱总会所主办的各种
活动。比如每两年轮流举办的“国际华文合唱节“和为本地
合唱团体举办的”华文合唱节“，以及两年一次的”滨海欢歌”，
也必有中正校友会合唱团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滨海欢歌
2012”的压轴歌曲“爱国也爱家”和“串串回忆”合唱曲目，更
是中正校友傅春安的作品。演出也由他亲自指挥。

合唱团与许仁美博士及南初院长等合影（罗德就摄影）

新加坡 2017 国际华文合唱节合唱比赛
“歌声情系白云岗”成功举行，2017 年许多爱好歌唱的
朋友闻名来参加中正校友会合唱团。新团员的歌唱水平参
差不齐，经过韩煐老师耐心的教导后，合唱团整体的水平
大大提升。合唱团决定报名参加上述比赛。不是猛龙不过

傅春安校友指挥“串串回忆”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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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春之声音乐会
有了“歌声情系白云岗“音乐会成功举行的经验，合唱
团再次于 2018 年 3 月 17 日，在中正总校第二讲堂隆重举
行“湖畔春之声音乐会”。这次音乐会意义重大，首先以音
乐会庆祝合唱团成立 15 周年纪念，其次，合唱团还特地
招待 80 名来自彩虹疗养院和众弘福利协会的乐龄人士。
为迎合他们的喜好，演唱曲目以流行老歌为主。校友会许
万兴会长还亲自派发红包给老人。音乐会完毕后，合唱团
还以丰富的美食招待他们。80 名老人尽兴而归。

许仁美博士致词（罗德就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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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校友合唱团前景
合唱团团委深知，歌唱艺术必须是自乐乐也众乐乐。
他们必须走进社区，以雅俗共赏的歌曲与普罗大众分享。
因此，艺术歌曲必须通俗化，而流行歌曲也能艺术化。“湖
畔春之声“音乐会只是一个开始，中正校友合唱团将再接再
厉，推广多样化的曲目给社区大众。
我们相信，在指挥和团员们共同努力下，合唱团前景
必然是美好光明的。

中正校友会合唱团民歌班

驰骋乐坛的中正老大哥
中正从创校开始就鼓励同学展开各种艺术学习活动，二次大战后，有更多学生在亲近音乐后汲取了丰富的艺术滋养。
编委就所知，在这里介绍本地四位知名的音乐工作者：郭健光、林振中、苏启祯和傅春安。他们都是中正的学生，几十年
来对于推动新加坡的音乐做出不少贡献。

郭健光一生热爱歌唱
郭健光毕业于中正中学总校，1962 年赴英国学习声乐
和作曲。1965 年考获英国皇家音乐专科学院声乐表演及教
学文凭，获考官评为“亚洲最杰出的男高音”。
郭健光音色饱满宏亮，是新加坡一位杰出的声乐家。
回国后，他致力于声乐教学和合唱指挥，极力推广意大利
传统美声唱法。
50 多年来，郭老师担任了多个合唱团的指挥，热心教
导团员正确的美声发声方法和演唱技巧。他协助过的合唱
团有：新加坡大学合唱团、电台合唱团、人民协会合唱团、

战备军人合唱团、仕官俱乐部合唱
团、居士林合唱团、福慧讲堂合唱团、
光明山普觉禅寺合唱团、美声佛曲合
唱团、清韵青年合唱团、愿海合唱团
和毗卢寺合唱团等。
促成多个音乐演出
1969 年 5 月，由新加坡广播电视台、电视与播音企业
及《民报》赞助，郭健光在维多利亚剧院举行个人演唱会，
获得各界赞赏。在他指导下，多个合唱团也多次举行高水
准的音乐会和演唱会，如 1970 年居士林合唱团在国家剧
场举办演唱会。1972 年新大中文合唱团联合其他大专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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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举行了大专联合音乐会：“让友谊的歌声飞扬”。
1978 年后备军协男声合唱团，在维多利亚剧院举行“五周
年纪念合唱晚会”。2000 年美声佛曲合唱团为纪念弘一法
师诞辰 120 年，与其他佛教合唱团在嘉龙剧院联合举行“世
纪之唱”。

判。1994 年在香港举行的亚洲声乐赛，他也是大会评判之
一。
郭健光 2018 年病逝。他这一生热爱歌唱艺术，所培
养的许多学生今天仍活跃在音乐艺术领域，堪称桃李满天
下。

郭先生多年来也不辞辛劳，担任本国各项音乐比赛的
评判，包括多次受邀到马来西亚各州为歌唱比赛担任裁

林振中教音乐逾 50 年

（邹文学/文）

“我在中正六年，始终没减少亲近音乐的机会。”
中正向来重视音乐学习

林振中说，他从小对音乐有兴趣，在爱同学校念书时，
尤其喜欢唱游课。因此一踏入中正中学，很快就加入合唱
团学唱歌。

讲到中正的音乐学习，庄竹林校长当年最重视的课外
活动或许还是这一环节。

“我们中正在战后不久就有正规的音乐课，也成立合唱
团。我记得那时的老师是施育艺先生，他是中国著名音乐
家。”

前校长邱新民在《庄竹林博士传》里列下的五十年代
著名音乐教师，除了施育艺，还有丁祝三、李豪、田鸣恩、
陈毓申、姚尚朴、林丽、连江秋和丁道津等。

1929 年出生的林先生说，当年的学习情况，时隔 60
多年能记得的细节不多。

根据中正校友连当能的介绍，中正合唱团 1940 和 1941
年就公开演出；战后也迅速恢复活动。不过，由于老师更
换，1954 年和 1955 年才继续主办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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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练歌和跑步
林振中高中毕业后，教了两年书便考入南洋大学攻读
政治经济系。他是南大第一届毕业生。“我大学读的是政经
系，心里真正向往的是音乐的世界。后来，便在父母的支
持下前往英国学习音乐。”
他在伦敦大学皇家音乐学院选读的音乐科目包括声
乐和乐理，也师从著名专业演唱家学唱歌。
他在伦敦六年后，便回国从事音乐教学工作。
“我教唱歌，也教乐理，从六十年代以至今天。”
林振中也在七十年代担任新加坡艺术剧场的歌咏队
指挥多年，并主导了在维多利亚剧院举行的多场公开演出
“江河在奔流”，晚会演出的合唱歌曲有多首还是他的创作。
他说，在那几年里，他为乐器演奏写曲，也为合唱演
出写歌。直到今天，他对音乐的兴趣不减当年，除了教学
生，每天也练歌练唱。

林振中算得上是音乐世家，妻子是钢琴老师，女儿是
钢琴演奏家，目前任职于中国音乐学院。
他说：“音乐就是生活，生活里到处充满音乐。”
（邹文学/文）

今年 90 岁的林先生说，唱歌能扩大肺活量，促进血
液循环，有利于保持身体健康。此外，他也天天跑步，锻
炼肌肉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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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我的音乐温床
苏启祯（迪安）
当 了 六 年 中 正 学 生 ，我 不 是 非 常 用 功 的 那 种 学 生 。
功 课 我 照 做 ，我 的 兴 趣 在 音 乐 。为 什 么 ？ 我 也 说 不 出 。
当年，只中一有音乐课。施育艺老师的音乐课是
唱歌课。考试，他弹一个音，我唱那个音，再画出高
音谱表符号。及格了？大概是吧。
参加口琴班
学 校 没 有 规 定 课 外 活 动 ，却 有 多 种 让 同 学 们 参 加 。
我参加口琴班，学了，还在“天才比赛”得第一名（李
白的“天生我才”？）。学校流行叙别晚会，我们口琴
队也亮相，我不吹，只指挥同学们吹。高中在总校上
课 ，走 进 湖 光 明 媚 的 校 园 像 到 了 世 外 桃 园 。初 中 毕 业 ，
口琴队解散，不肯罢休，和几位同学组成重奏，到广
播电台和丽的呼声去录音。丁祝三老师来时，我已经
上了高二。他允许我旁听，还给我更多机会：用半音
阶口琴给同学们演奏，负责讲座介绍古典乐曲。我写
歌曲，他给我指导。丁老师开圣诞音乐会，都要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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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吹一两首，还为我写一部口琴变奏曲。我吹口琴在
同学们脑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后，遇上了，都问
我 还 吹 不 吹 。其 实 ，我 早 已 经 改 学 小 提 琴 ， 还 为 了 作
曲学钢琴。
开始学作曲
开 始 作 曲 。第 一 首 是《 春 晓 》 （ 孟 浩 然 ）。老 师
讲他的课，我在课室后排写歌（老师，请原谅）。我
喜欢好诗，更喜欢把好诗变成歌曲。《只有我和我的

心知道》（泰戈尔）、《我在船上等候你》、《她是
睡 着 了 》（ 徐 志 摩 ）、《 我 送 你 一 首 小 诗 》（ 邓 禹 平 ）、
《 枫 桥 夜 泊 》（ 张 继 ）和《 姑 娘 要 出 嫁 了 》（ 合 唱 ），
是自己比较满意的几首。我也写管弦乐曲《掀起你的
盖 头 来 》变 奏 曲 。我 甚 至 写 诗 ，梁 荣 平 喜 欢《 椰 树 颂 》，
就把它谱成歌。曽泓送我诗集《湖，千里路》。当年
的中正湖是学校的中心，课室、图书馆、和球场都环
绕 着 它 ，美 极 了 。酝 酿 多 年 后 ，我 才 写 出《 中 正 湖 畔 》
歌组。

文化活动推手——傅春安

演出我的创作
我的乐作，都由荣平与星市合唱团和李煜与艺术
合 唱 团 演 唱 。 李 豪 合 唱 团 练 了《 苏 苏 》 （ 徐 志 摩 ），
却没演出。中正戏剧研究会黄天能编了促进种族和谐
的 舞 剧《 阿 李 与 阿 里 》 ，我 写 四 个 乐 章 的 组 曲 。后 来 ，
郑朝吉指挥狮城华乐团演奏，郭勇德指挥新加坡华乐
团演奏，也在北京和一些新加坡音乐作品同台演奏。
2018 年 11 月 ，郭 勇 德 再 度 指 挥 新 加 坡 华 乐 团 再 演 奏 。
不到中正，我没有音乐。

傅春安校友是新加坡资深企业家，也是文化活动
的 重 要 推 手 ，他 在 1952 年 到 1957 年 就 读 于 中 正 中 学 。
由于在中学时代以及青年时期有幸遇见良师，邂逅音
乐，从此与音乐艺术结下不解之缘。春安经常提起的
两位良师是已故的李豪老师和丁祝三老师。
音乐界前辈李豪老师和丁祝三老师，可说是傅春
安音乐道路的引路人，丁老师为他打开音乐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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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年仅十九岁的傅春安，就被丁祝三
老 师 委 任 为 中 正 中 学 -中 华 女 中 联 合 合 唱 团 的 指 挥 ，这
对一名年轻的音乐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动
力，驱使傅春安开始在音乐园地勤耕不懈，六十多年
如一日，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另一位音乐教育家李
豪女士，一生培育音乐苗子无数，她也是傅春安非常
感恩的音乐启蒙人。
热心赞助艺术活动
傅春安离校后进入商界，驰骋商场、开创事业的
同时，时刻不忘赞助和推动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他
还成立傅长春艺术基金和傅春安艺术基金，以便更有
组织、更具规模地支持文化艺术活动。
现摘录傅春安参与并领导的文化团体于下：
现任世界华人文化交流会执行主席、新加坡音乐
家协会会长、新加坡合唱总会荣誉会长、新加坡平社
荣誉主席等。
曾任新加坡华乐团董事，前后达十一年，目前担
任荣誉理事。
曾任南洋艺术学院董事达十九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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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多首歌曲
傅 春 安 还 创 作 不 少 合 唱 曲 ，包 括《 爱 国 也 爱 家 》、《 新
加 坡 — — 美 丽 的 传 奇 》、《 热 爱 你 ，小 红 点 》等 。为
了鼓励乐龄人士正面面对人生，他也创作了《拥抱夕
阳 》、《 快 乐 每 一 天 》等 充 满 积 极 与 乐 观 能 量 的 歌 曲 。
傅春安也经常以客串指挥的方式，活跃于我国的
音乐舞台，充分显示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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