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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期通訊內容十分豐富，包括了兩篇曹文工老師的訪問稿。第一篇是在二零一二年底郭小青博士的《民歌知
多少》音樂會後，（此音樂會由曹文工老師指揮，新聲國樂團全場伴奏。）翌日我們訪問了曹老師，結果商定了
二零一三年三月的《四大名著》（《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及《紅樓夢》）音樂會。音樂會內容豐富（見
P.1），我們又與（內地）周強、郭小青、唐潔潔及（香港）呂國璋、李龍基等幾位演唱家合作，還有八十八高齡
的于粦大師指揮，眾人皆盡興，至今迴味不已。此音樂會後，我們再次訪問曹老師。兩次訪問中，曹老師侃侃而
談，天南地北，無所不談，除鼓勵及嘉獎我們以外，還談了不少音樂知識及人生哲理，確實獲益良多。在本通訊中
整理刊載，（文稿未經曹老師親校，如有錯錄，由我們承擔責任。）希各位能仔細閱讀，分享其中的樂趣。在此謹
向曹老師致萬分謝意！
另有一篇是在《龍鳳吟香江》音樂會後，（此音樂會由國際中國音樂家聯合會主辦，參演者包括詹永明、王
鐵錘、李光華、林克仁及石磊等大師，可謂星光熠熠。見P.17）我們邀請了四川音樂學院的石磊老師為我們主持一
個大師班，石老師很盡心，放棄了遊玩的時間，與四川音樂學院聯繫，為我們下載了教材與錄音，未及吃晚飯便帶
了三位學生來示範。在大師班上，石老師很詳盡地把他的教學及演奏經驗傳授給我們，又給我們的學生個別作具體
輔導，毫無架子，毫無保留。各老師及學員都感到切實得到啟發，拓展了視野。在此對石磊老師作深深的致謝！
除此以外，新聲合唱團首次演出了專場音樂會—《愛心濃情》之《舊曲新唱》，合唱團除演唱多首雅俗共
賞的作品外，並有藝術性較高者如《天倫歌》及《教我如何不想他》等，以提高演唱技巧。同時安排了幾位年青的
樂手獨唱，初試啼聲，拓闊音樂領域。期望各位合唱團團員能努力提昇自己的演唱技巧，除整體提高外，將來還有
更多團員能獨當一面，擔任獨唱演出。
除上述幾項較大的製作外，連年組織或協助開展的活動仍繼續進行，各參與工
作的義工會員越來越忙，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在此必須對長期不計報酬、孜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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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地工作的執委致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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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 文 • 音樂匯》音樂會Ⅱ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因郭小青《民歌知多少》音樂會 ( 見 P.11) 與中國音樂學院曹文工老師結緣，也認識了周強老師，彼此對
中國音樂皆有相同的熱情。在曹老師的主導下，促成了這場以《四大名著》(《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
《三國演義》) 為主題的音樂會。並在曹老師引薦下又與唐潔潔老師共結台緣，加上香港著名的于粦指揮、歌
影視紅星李龍基先生，音樂會真是星光熠熠，南北共匯，令人迴味不已。
為提昇年青人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在《中華百年》活動委員會蔡崇機副主席及謝炳堅秘書長的協助下，我
們又組織了一個以四大名著為主題的《書法、繪畫、徵文》比賽，優勝者作品已結集印製成特刊，音樂會也製
成 DVD，可供有興趣之朋友免費索取。( 請電郵聯絡：ntco_contact@newtune.org)

 客席指揮于粦。

 本會總監邱少彬。
 中國音樂院副教授周強。

 音樂會節目表。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學
博士郭小青。

 香港歌影
視紅星李龍
基。

 廣州星海音
樂院教師唐潔
潔。

 香港著名男高
音呂國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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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會嘉賓合照，左起：本會顧問 ( 前天文台長 ) 林
超英，妙法寺文化總監陳青楓，邱少彬，樂評家周凡夫，
男高音黃頌武，鄭偉滔 ( 龍音唱片公司 )。

 于粦老師與名歌星李龍基合作，演唱《水滸傳》
之《山歌》( 于粦曲 )。

 新聲合唱團與葵青
合唱團携手為郭小青和
唱《紅樓夢》之《葬花
吟》。

 音樂會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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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八歲之于粦大師受歡迎，獲觀眾送花及贈
禮物。

( 左起 ) 呂國璋，郭小青，( 右起 ) 唐潔潔及周強與香港藝
術發展局音樂委員會主席費明儀女士 ( 中 ) 留影。

 音樂會後眾演出嘉賓為聽眾簽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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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曹文工老師
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四大名著》音樂會翌日一早，幾位通訊的編委，專誠拜訪了曹文工老師及幾位獨唱家，聽取他們
的意見，交流心得。大家談得很愉快，我們獲益良多，感謝曹老師對我們的支持及肯定，今後當更努力，
不負前輩的期望。( 此文稿經刪節，未經曹老師審閱，若有錯誤由編者負責。)
譚逸昇整理
ఔȈ曹文工

ߙȈ邱少彬

ഌȈ郭小青

ںȈ周強

ጄᄥࠑ
ߙȈ! רঈღ㠰७σഋӋӻ७ЙȂौଋጛтঈӻ७
ЙȄרঈᆍღᡝϚՂᖿடཾȂІғΙএΡ
ཆඁኺٱȂ።ުؠ።ഥΰȄԁΙএ౨Ȃौ
ؐএ՝ညԤԁޟΡശȂծζौԤٲΡԻས
ޟȂࣥቄ՝ညџо҈ޟȂڍᆍΡौԤȂ֑ȉ
তϗרঈ൷ӵٙΰ᠙ఏޟᓃॱȂ᠙ு࡞ଽᑹȂ
᠙ڗȮੀ༪๖ဎȯᑹᏭྃΟȄ 大家先講講昨天的
感受吧！
ںȈ! 于老師真厲害（八十八歲了）。
ఔȈ! 他眼睛、耳朵、思維都那麼好，一般人做不到。
ںȈ! 第二個譜子忘了帶，下來的時候說，譜子忘了帶，
憑感覺，幸虧我還能背（眾笑），而且那些詩他
還能背出來。
ߙȈ! 其實他最高興的是，人家還尊敬他，八十八歲，
有些人已經老得不像樣，他站出來那個掌聲，還
尊敬他，他心裏很開心。
ںȈ! 我覺得香港、台灣做學問的很多，跟大陸的不大
一樣，我們大陸做學問做到一個高度的話，容易
被吹飄起來，他們這邊沒有呀，費明儀女士（演

 曹文工老師等在酒店房間接受訪問。

বȈ唐潔潔
藝發展局音樂委員會主席）也是，平易近人。
ߙȈ! 昨天演出確實不錯，你看那掌聲就知道，我給你
那個錄音沒剪接，所以要出版時我們就要做功夫。
這個是原本的，昨天拿回來就複製一下，給你們
拿回去，你聽那掌聲就知道。你（周強）那個《桃
園結義》以後掌聲長到不得了，最後一個就不用
講了（指郭小青與新聲合唱團的《葬花吟》），
你老公講，從未見過這樣……
ഌȈ! 對，他一回來就特別興奮，他說自己開音樂會，
三次都唱過這個，掌聲都沒有這個那麼長。
ߙȈ! 可能你們以前的觀眾，不是真懂音樂的，（ ں：
是禮貌性的），我們那班真的，他們喜歡音樂，
我們音樂會從來六百到八百個觀眾是不會少的，
昨天一千多，還有很多是平常不來的，外面的合
唱團有很多拿了票來。音樂界有的平常不來的，
現在也來。還有外面估計也賣了一部份，不是我
們推動的。反應很好，就我們樂團來講，平常音
樂會也沒那麼好的反應。所以我說你們幾個， 
ցਰ࣏Ϙґ（！סఔ：不敢當不敢當！）真的！
沒有他牽線，沒有他提議，就沒有昨天的音樂會，
真的。所以你提的這個主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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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少彬總監與曹文工老師真誠對話。
ఔȈ! 我覺得這個事呀，從微觀來看，從我來
香港，第一次接觸新聲國樂團，我歷歷
在目的，就是每次上一個台階，（ ߙ：
對，我也感覺到，昨天的音色比較好。）
昨天你看呀，音色呀，對聲音那個協和
度好，各聲部的協調，情感就出來了，
這是其一。其二就是說，長期奏器樂曲
的樂團，伴奏聲樂有一定難度，（ ߙ：
這對。）因為甚麼？很多因素，原來器
樂作品，一個人就是完整的，起承轉合
由我一個人說了算，現在不是，現在更
大的束約，你和聲樂兩人加起來是一，
你不是一。音色這個東西呀，就是我們
需要把聲樂的能量挖出來，Ϙৎᗏጄᆊ

৶ȂҁՂލႬጄ༤Ԫ֯Ȃҁऎݙ౬ऎϞȂබ࣏
রጄߞґϞ。如果音樂給他很多障礙，這裏不
許你慢，這裏不許你拉長，不許滑，把演唱員給樂
隊伴奏，給伴奏帶，我覺得這音樂就沒靈魂。（ߙ：
對對對。）為甚麼我說從微觀來說呢？從昨天我感
覺 ጄ༤գᢸቿ，不是那種“打點”的音樂，光是
數拍子。不是，它隨著感情動，這裏慢點那裏快
點，那裏是膨脹的，那裏縮緊的，那裏催一點，每
一小節它都有它的思維，我說我們樂隊昨天晚上做
到了，做到這很難的。為甚麼這樣說？我覺得一個
業餘樂團，要找出自己和好的樂團差距在哪。好多
人沒意識到，以為你會奏《西北組曲》我也能奏，
你《春節序曲》我也能《春節序曲》，不難，但
真正奏一些最簡單的小歌，（ߙ：要玩感覺。）玩
感覺，是，好樂隊就出來了。我說咱們樂隊呀特別
明顯，感覺到幾次，一層層在上台階。我覺得樂隊
在提高，這個提高呢，多種因素，第一，我當你面
說你好沒意思呀，但是不得不說，邱先生確實……
我今天也跟他（周強）說，我很敬重邱先生，確實
是一個很有才氣的音樂家，就是當著面說太噁心了
（眾笑）。我其實向你們說的是， ҁ࣏࢝Հߞর
ጄਛȂ࢝ᢸూߞরጄਛȂᅆরጄ࢝ూྏ࢝ᇝ，
所以這個樂隊能夠帶成這樣，說老實話，帶這樂隊
太難了。他不像我，我們學院的樂隊太好帶了，傻
子上來都行，音準節奏都好極了，基本功都在全國
比賽得獎了，你哪在乎哪兒來？因為它演奏員的基
礎太好了。邱先生在這裏呢，除了指揮之外，他負
責指揮之外很多的工作，比如聲部的教學，很多東
西他都要管，包括管理工作。能夠有今天，首先一
個音樂感非常好的指揮家，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常
說“沒有壞樂隊只有壞指揮”，這話不完全對呀，
（ ߙ：對對對。）但是有道理，就是 ϘৎՀࢽ෭
କدϘৎጄ༤କ༓ࢶҍڽ，把樂隊很多看似沒
有，實際上有的潛力挖出來。我覺得樂隊第一點聲
音融和了，第二點自信了，昨天 ְऻЂਛߞᇟૠ

বሻȂ҇жࠫȂԴҭϯգҁেڤᇌཕԴӅఀ
ڤᇌྏះȂڤᇌࢧݺঋ៖ڤݸᇌྏះ，不是那種
倦怠的職業樂隊。有些職業化樂隊倦怠了，就是每

天這樣，演完以後拿錢，已經倦怠了，沒有激情，
昨天我們的樂隊很有激情。充分自信，因為甚麼？
自信來自於甚麼？自信來自於我的準備工作充分，
我自己的工作做好了，到位了，所以我們很自信，
所以在台上就顯得有激情，（ ߙ：昨天樂隊也漂
亮。）高度集中，說實話，唱歌在樂隊是點綴，整
個從頭到尾坐在台上是樂隊。（ߙ：也不能這樣講，
哈哈。）如果聲樂有光輝的話，樂隊任何時間都是
核心，這個自信、融合度，還有是我們記憶的提高，
記憶提高就是準確度，準確度我覺得幾方面， Ϙ
ৎ࣏রȂϘৎ࣏ြࡶȂϘৎ࣏ྏះ，這幾
種我們也大幅度提高。

֡ࡶᗏጄ
ఔȈ! 我第一次來這個樂隊，我說這個樂隊素養很好，但
是我就覺得專業化程度不夠。專業化程度就是不
細，你說一個音呀，開頭很好，結尾不好，就是不
齊，這是專業化程度不高，昨天開始不一樣了。所
有的東西，整齊度、音準的程度也大幅度提高了。
誰都知道民樂隊的音準，沒有任何一個人敢說我一
定是準的，不管哪個樂隊。我們樂隊的音準在逐
步逐步提高，因為業餘樂隊最大的問題是音不準，
我們在這點是貢獻非常大，就把我們 রൌ෩ఀ
हညЙᓾ。這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提高，還有我
覺得提高的是我們 ನ݇ߞ෩，這點我特別感謝
邱先生。為甚麼呢？因為我一輩子呀，做的工作最
大量是甚麼？就是聲樂伴奏。從郭蘭英開始，一直
到彭麗媛等，到現在，包括他們這些孩子（指在
座的歌唱家），都是我。在聲樂伴奏，是我這一
輩子做得最多的，不是我沒做別的，我沒看不起
自己。我從來沒覺得我比別人低，我比邱先生低，
我沒覺得。（ߙ：怎麼會呢！）和所有人一樣，因
為甚麼呢？音樂伴奏是很重要的工作，在藝術建設
裏很重要。我在北京前幾天接觸這問題，很多民樂
隊不願給聲樂伴奏，我們憑甚麼給他伴奏？覺得我
們樂隊給他伴奏便低了，這個非常錯誤的觀念。
（ߙ：非常錯誤。）為甚麼我說我感謝邱先生呢？
我們那個樂隊，講老實話，第一次做這工作，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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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覺得有甚麼，搞民歌那次。第一大家覺得容易、
好上手，第二覺得就那麼一回事。但是做的過程
中，大家重視了。重視首先來自於興趣，覺得有些
東西有深度，挺好玩，有意思，進去了，發現給聲
樂伴奏不但不丟人，是我們建設的一個重要部份。

 右起：唐潔潔、郭小青、本會執委譚逸昇、楊祖兒。

（邱：對。）你想把它拉得很好、很賦與感情、很
有層次、很有激情，你不給聲樂伴奏就是出不了。
所以，首先領導人要通。我也發現很多樂隊指揮，
不願指揮聲樂。不願指揮聲樂有兩條啊，第一條他
覺得搞器樂過癮，名氣大；第二條，更重要一條，
聲樂麻煩。如果說這指揮的壞話就是，他弄不了。
（ߙ：弄不了，對，這個我同意。）我見過很多指揮，
跟我們學校多次合作，我在台下看，我簡直氣到鼻
子都歪了，一首歌從頭到尾沒合上一點兒，（ߙ：
他是不會。）他自己……過，下一個。全沒合上，
樂隊層次不齊，因為甚麼？因為他是賺錢的。我排
練一次你給我多少錢，好壞跟我無關。他是唱歌，
你問他（指周強），我相信他們有體會，跟那些人
合作怎麼，他們沒有感覺。演員跟指揮說話都戰戰
競競的，指揮，能不能再來一遍？不行，過去吧！
我們不是這樣，你看呀，邱先生，大家的合作關係，
是一個「你榮我榮」的合作關係。如果演員唱得好，
我們樂隊光榮；樂隊奏得好，演員提氣。「你榮我
榮」，互相是魚水的關係。我為甚麼特別感謝呢？
因為我本來有一個很大的心理負擔，我不認識你的
時候，我就想這個指揮能不能容許給聲樂一片地？
他接納不接納？他看得起看不起？我第一次來有這
個思想。（ߙ：肯定不會。）因為我跟很多指揮接
觸，他覺得你這小玩意，我不幹了，你找那不行的
人去幹，錯了。（ ߙ：當然錯了。） ְЙ࣏ј
ְྐ־྅Ȋ（ߙ：對，你講得對！這個不容易的。）
我跟你舉例子，劉德海呀，是琵琶大家，你知樂隊
裏劉德海幹啥的嗎？不是拉貝司（低音大提琴）就
是打板鼓。（ߙ：為甚麼呢？）就是願意給聲樂伴

奏。
ߙȈ! 那他不彈琵琶？
ఔȈ! 彈琵琶有的是人（眾笑），但是沒人打板鼓。我跟
你舉例子呀，劉明源拉板胡，他那伴奏樂隊琵琶必
是王范地，王范地是國家金質獎，跟劉德海齊名
的，就這種魚水關係，誰不比誰高。不是說我在這
拉板胡，王范地你是金質獎的，我也是金質獎的，
我跟你伴奏？沒有。給聲樂伴奏是一種專業，高度
專業化，而且藝術水平相當高的一個專業。在中國
有個誤區，認為給人伴奏是低一等。你到莫斯科歌
劇院，歌劇院的樂隊地位比莫斯科交響樂團那個地
位更高，因為甚麼？我除了演奏交響樂之外還會伴
奏歌劇、伴奏舞劇，你們交響樂團太純粹了，光會
自己的交響樂。國內有些所謂國際性的交響樂團，
給我們伴奏簡直是粗製濫造的，咱們就老跟指揮
說，這裏面感覺不對，不是要求這個，《小二黑結
婚》我要求鬆緊一點，第一他做不到呀，他不懂。
第二，他要你改，跟著我這上，獨唱跟指揮幾乎打
起來了。這個我不能同意，我們這在漸慢，不行，
要不不要合。你這叫甚麼？是一種觀念問題，一種
對藝術的理解、一種的看法，因為我主要工作是幹
這個，所以我鼓吹這個。唐潔潔她從小我就給她伴
奏，她從來沒看不起我。
ںȈ! 憑甚麼曹老師這麼大面子給你伴奏來，真是的！
（眾笑）
বȈ! 我好小，十幾歲的時候，哈哈。
ఔȈ! 就帶著他們，彭麗媛有時沒來，她（唐潔潔）合，
合好了以後彭麗媛再唱。我搞伴奏，我覺得挺好。
通過藝術實踐證明，你會發現這幾場的聲樂伴奏給
你們的積累，遠遠大於長期器樂的。
ߙȈ! 這個確實的，確實的。

ᇟૠ՜ᜥ
ఔȈ! 我這從微觀上啊，還有就是說，這個樂隊的精誠團
結，還有就是大家那種高度的專業化、高度的責任
性，我覺得是一次比一次好，當然我知道你們一直
就那麼好，就這麼大一個活動，說是“民歌知多少”
那個活動，咱們處理得那麼好。我說就是從微觀上
看，從那樂隊，我覺得這些都是小事。但我從宏觀
上看呢，我跟周強在議論，我們到香港以後，我們
Ўϵ࣏ϘᇌಐмȂϵ࣏Ϙᇌᐯ೫。
ߙȈ! 我們向你們學習。
ఔȈ! 不，我跟你說客氣話沒用呀，你又不是當官的，我
說的都是實話、真心話。我覺得我們搞音樂呢，在
大陸長期以來，很多因素。我們沒你們那麼純粹，
沒有你們那麼敬業，我覺得這點確實讓我……這麼
多演奏員，有各種職業，他們沒有壓力嗎？他們不
養家餬口嗎？他們要照樣來排練，一天到晚，從早
上到晚上，默默無聞的在充當一個基石，我們做不
到。我們的學院上，排練一場多少錢，少了我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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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前幾天錄音，「曹老師，我錄一個歌，需要多
少錢？」我說我替你問問，我這就問樂隊，一個十
幾個人的樂隊，我說錄一個歌從排練到錄音完了以
後，需要兩個小時，你們打算要多少錢？「一個歌，
熟人嗎？啊，五百吧，兩個小時五百。」他們學生
就這個價。如果你說我沒這五百，對不起我不來。
我這樣音樂也不純粹了。（ߙ：對。）我不埋怨這
些學生，因為大陸可能跟這裏情況不太一樣，我不
埋怨他們，但是我就說甚麼呢？我就覺得我到這受
了很大的教育，大家很純粹的， तኃادেᄥຕ
ڽ۸ȉیৎՄȈরጄȄ（ ߙ：音樂，對。）因
為一個人呢，我活七十多歲了，我一生的生活，գ
၃ᕻ՜ϢȂـদঋգϘৎ࣏ᇟૠ՜Ϣ。我們大陸
很多人物慾膨漲，只算物質收入，不算精神收入，
這點呢我到香港來，我們都覺得心靈在淨化，是
吧？真正今天我們坐一塊兒，好朋友，胡說八道一
個小時，那個是很幸福的，我沒掙錢，但是得到一
種快感。我們昨天的演出，我相信大家得到的第一
位的是甚麼？是一種音樂給我們帶來的震撼，是我
們 Ϙᇌணሃߞබྏ。而不是我今天掙幾塊錢，
其實你掙了那錢也不重要，最重要的事是震撼。周
強老師跟我說，潔潔回去睡不了覺，還在發微訊，
是吧？今天早上給她爸爸打電話，我怎麼怎麼跟樂
隊合作，怎麼怎麼痛快，那微博微訊我都看了，和
這民樂隊合作我是感覺特別好特別幸福。這得到的
是甚麼？是音樂感覺。最興奮的是小龔（郭小青丈
夫）（眾笑），為甚麼呢？因為他太愛小青了，小
青的成功給他帶來欣慰。
বȈ! 再唱一個，哈哈。
ఔȈ! 我想啊，就這點我和周強都一致，今天上午我們吃
飯一起說呢，我說我上半年最大的願望，是給他的
學生做點事，因為他那些女孩子啊，條件不是挺
好，但我從心裏很喜歡她們，她們太純粹了、太單
純，雖然她們是水平不高，但她們很單純在努力，
她們需要的是我們長輩，像周強老師，關懷她們，
也提高技巧。我到這兒以後更有這種感覺，這個邱
少彬在為大家做，我曹文工也應該做一些事，應該
不為名不為利的去做一些事，這是從心裏講話，向
你們學，向那些你的學生學。我一看他我心裏就挺
感動，我周圍的學生還真不是這樣。將來我相信邱
先生你會有機會，你到我們學校，你指揮指揮我們
的樂隊，你就發現他們的狀態跟你們不一樣，你一
感覺小孩的眼睛不一樣。
ߙȈ! 那如果我有機會去跟他們排練，他們也要算錢？
（眾笑）
ఔȈ! 哈哈，兩回事啊，你去排練是上課，只不過他不交
你錢。我們的唯一長處就是甚麼？我們靠紀律在維
持，不是靠音樂在維持，你知道，你是靠音樂不是
靠紀律啊。所以將來邱先生你到我那來指揮，沒問
題，所有學生都會聽話，他不聽話給他劃上。（眾
笑）但你看他的眼睛，你感覺到，他在應付你。邱
先生我說甚麼呢？就是我們很多地方，若比基礎，

（ߙ：那沒得比。）跟我們沒有可比性。我們孩子
隨便一個二胡齊奏《野蜂飛舞》，音準極了。就是
他們的精神狀態跟你們不一樣，他們敬業的精神不
夠，他們的思想境界……我覺得我受益，我也會把
這些東西，將來想法潛移默化的往青年人裏灌。當
然我們的力量很有限，人聽者聽，不聽的……因為
國家是這樣，（ഌ：大氣候。）但是呢，我自己一
定盡力的去做。
ߙȈ! 我們樂團最早成立的時候也不能要求這個，就經過
好多年，你講得對，潛移默化，慢慢跟他們講，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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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解釋，一方面他們年紀大了，理解多一點，對
比多一點，慢慢他們會明白。所以有了一批在上面
年紀稍為比較大的帶動，下面的人呢，小的，就很
自然跟著上。
ఔȈ! 周強你們說，你們說，我說太多了。
ߙȈ! 具體有甚麼意見。

ૌӒߞӔᆇ
ںȈ! 沒意見。（眾笑）一點意見都沒有。我們就希望那
個……來日方長，繼續合作。而且合作的方式很
多，因為我們 ഺᇌԪ֯ѹঋ࣏ۦڳ，享受音樂我
覺得是很快樂的，我昨天不是說我們很富有嗎？
就是因為這個方面很富有，昨天這個盛況，讓人起
碼回味無窮呀，是不是？（ߙ：三月不知肉味。）
對，真是。我這幾年跟曹老師混呀，就一直在跟民
樂隊合作，其實呀，聲樂對器樂是個互相交替的狀
態，（ߙ：這個講得好。）而且是來回轉換。你光
是拉器樂吧，有時候有個程式化。我倒欣賞邱先生
那句話：ְЙᕖӔᆇȂְЙᕖᕚաȂຈְݺබЙ
ྻКরጄ。中國民歌其實（ߙ：是一個根呀。）
是一個根，比如我們有的秦腔，我們的豫韻，通過
器樂模仿，有時器樂出來的我們也模仿，是一個來
回，像大家在爬樓梯，大家都會上一個台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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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跟民樂隊合作，對我們，尤其我們這種演員是一
個提高。民樂隊跟我們這樣的唱民歌相對來講比較
到位的在一起，也會提高，而且這種提高呢，單獨
來都搞不定。我作為一個聲樂演員，我這幾年，通
過這樣的合作以後，明顯感覺得收穫特別大。而這
個收穫只有你親自經歷過以後，你才有這個感覺，
跟你原來想像不一樣，而且每一場也不一樣。我希
望我們再有有深度的合作。
ߙȈ! 周強講得很對。其實我們老是跟他們講，為甚麼說
不懂民歌，不懂戲曲就不行？它營養就在那裏，我
們老是講傳統傳統，你那個統在哪裏？就在民歌和
戲曲裏面。你沒有抓到這個味道，現在好多人，國
內香港也一樣，奏那甚麼大的協奏曲，慢慢就變成
不像了。把旋律加來加去，就把它弄壞了。
ఔȈ! 這為甚麼很多作品不管得甚麼獎，上演率極低，為
甚麼老百姓不喜歡？老百姓真喜歡的，還是那些好
旋律，最美的東西打動你的、記得住的，我們也許
都死了之後，《一條大河》、《洪湖水》呀都受歡
迎，其他那些曲子，我相信不會有人再演。
ߙȈ! 他那種是商業，目的就是賺錢，也不是文化，也不
是甚麼藝術，他賺錢而已。我聽你們幾個唱，我說
為甚麼你剛才講樂隊提高了，他們以前沒有機會跟
比較地道的中國民間唱法的合作，民歌究竟是甚麼
一回事，他們不懂。跟我們不一樣，我們很小的時
候已經聽了，他們沒機會聽。現在聽的那種，就算
國內來的甚麼 CD，裏面的民歌都已經變樣了，完
全不是真正民歌的味道。所以昨天綵排完演出以前
我就問他們，你說我們排練那麼辛苦，現在是成功
還是失敗？花兩整天值不值得？他們都覺得值得。
就是他們感受到甚麼叫中國音樂，我不是講了你
ྻݛϟ१ЙຈݺᕖКরጄ，那個樂器是中國樂
器，不是你玩的音樂就叫中國音樂。所以他們從這
個排練中，他們吸收到、感受到，這就提高了，你
講的我覺得是有理由的。他（指周強）剛才講其實
是一個互動，你們幾個把中國民歌帶來，讓他們親
自去接觸。我跟他們講過現在國內聽的民歌都是假
的，現在你們（指在座的執委）明白了，是不是？
要把樂隊真的搞成一個能夠玩中國音樂的樂隊肯定
要經過這個階段，所以我不是說填補這個空白了
嗎？我一個人做不來呀，我不能唱。
ںȈ! 香港應該……就是這種形式啊，香港那麼多民間的
樂隊可能就你這個才能。
ߙȈ! 昨天演完了，我問了幾個算是前輩的，問：「你甚
麼意見？」他怎麼答？「還能有甚麼意見？」他們
也是專家、指揮，看得滿意，那我就不再問了，你
偏要從人家口裏挖出甚麼就不好了。

繼 續 每 年 一 場， 曹 老 師
講民歌那麼多，是不是，
唱 不 完 的 吧。 有 你 們 幫
忙， 我 們 的 團 員 願 意 去
學。 剛 才 講 到 排 練 要 錢
的 問 題， 我 說 你 過 來 排
練演出呀，你要交學費，
不 是 我 們 給 你 錢。 你 要
學中國音樂你在外面學
不 到， 要 親 自 去 接 觸 你
們這種那麼好水平的演
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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ںȈ! 邱先生這個我也是很認
同 的。 昨 天 我 們 唱 那 些
歌像是偏民歌的藝術歌
曲， 我 們 唱 很 民 間 的，
也是很地道的，而且這種水平，不是說國內誰行，
也不是音樂學院的，你想在音樂學院找個人也搞不
定呀。
ఔȈ! 現在很多唱民歌的，烏龍混雜了，有些東西已經把
民歌醜化了，把我們中國音樂糟塌了。民歌是好東
西，但如果不認真學，把它脂粉化，就沒有鄉土
情，就不是民歌了，糟塌了，缺乏那個原生的東西。
（ں：洋不洋土不土的。）周強說的話很對，我們
現在唱《下四川》，我們唱的是到位的，有濃郁的
鄉土情，而不是現在的脂粉氣，現在很多人把民歌
搖滾化……
ںȈ! 叫新民歌。（ഌ：民歌新唱。）不是，他底子不夠，
唱這糜糜之音，唱這感覺是通俗、低俗、庸俗，你
要理解錯了。真正民間的，我們可以雅俗共賞，但
他絕對不是。
ఔȈ! 國內的評論就是說，他們叫「青樓氣」了。實際上
說錯了……
ںȈ! 現在有些人水平不夠，他死活要想宣傳自己一種唱
法，其實反而把它「青樓化」了。他以為那是新民
歌，那不是。我覺得像我們這種有深度合作以後，
我們ྻྔྔڽȂӔጄߞᐃϧ，（ఔ：它美在
哪？）慢慢你會覺得，這幾十年我在曹老師的帶領
下，我年紀也不小了，才覺得老祖宗的東西啊……
我常常說我是土鱉，我有好幾個歌迷很洋，到酒吧
聊天，你這洋的，我們土鱉不行。他說，你才是最
洋的，我們這個做不到的事，你土鱉到世界上你也
是老大。
ߙȈ! 這個對。就是我們以前講， ٟգӔݑබٟգѵ

ध。ݑ這個肯定啊，所以王惠然老師講的，我們

樣。）其實那個民間的味道更濃，這個中性，雖然
也來自民間，就是說有昇華，昇華也是一種藝術。

是民樂的鐵桿子，屁股就坐在民樂上就不動，你搞
甚麼你的事，反正我就是搞這個，我的意思也是這
樣。我理你幹甚麼，是吧？所以我昨天說我不要你
來肯定我，你頒個甚麼獎給我，不用。你看得起我，
我謝謝你。你看不起我，我也是這樣幹。

ߙȈ! 對，所以她（指郭小青）那《民歌知多少》還應該

ఔȈ! 咱們這個樂隊，是一步一步走得很結實的。因為現

ںȈ! 我們這次這些作品啊，還相對有點中性，其中民間
的就像《民歌知多少》那些歌曲，（ߙ：不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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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面對這個社會，誘惑太多，我們民樂搞成
甚麼樣，怎麼形容呢？就是中國的民樂難道就靠
“脫”嗎？香港人說得很好，很尖銳的。現在你看，
愈穿愈少，那不是音樂。這個是誘惑，我們能夠堅
守我們應該的傳統。我剛才怎麼說「青樓化」這詞
不對呢？青樓藝術也是中國藝術的一個門類。（ߙ：
真的青樓化他們也不懂。），包括李清照很多詩，
也寫青樓的，我覺得是不得了的，他們把這些東西
低俗化，青樓也不是這樣，就現在連這些都不是，
弄得很低俗，很噁心。

ᅆরጄߞୠِ
ߙȈ! 所以我跟他們講，這才證明اেጄ༤ՅԴߞኊৃ。
現在外面很多人已經隨波逐流了，人家這樣做十二
樂坊我們又十二樂坊，大家都看這個方向，我不
懂，我就是這樣。
ఔȈ! 就是面對誘惑，你看我們這些演奏家，比如說彈琵
琶這姑娘，每次都彈得那麼好，現在世界上的誘
惑對她有甚麼影響，可能那個地方，賺錢會多一
點，會怎麼樣，但她能夠堅守這個陣地，挺不容易
的，就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面對社會的誘惑，能
夠怎麼樣，就是你能夠不同流合污，社會怎麼亂，
眾人皆醉我獨醒，我要清楚我該幹甚麼，有追求。
怎麼一個觀念，讓我們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藝術
底線，道德追求、藝術追求，能夠大家達成共識，
才能共事。我就說我們最好的，因為我們能夠以音
樂為核心，我知道大家性格千奇百怪，為甚麼能夠
團結在一塊？音樂把我們接起來。因為我得到享受
了，我得到一種快樂了。
ߙȈ! 而且大家對中樂音樂不單只有興趣，要有追求，這
個很重要。你沒有這點，難。
ఔȈ! 周強、小青、潔潔也們也跟很多樂隊合作，通過昨
天你們會感覺很快樂吧！我看她（唐潔潔）的微
博，只幾句話，我感覺到她得到那種東西，很美。
ߙȈ! 那你自己講講吧，小青我們合作過幾次，現在跟你
第一次合作，你講。
বȈ! 我一開始來的時候，因為沒有接觸嘛，不知道是甚
麼樣，但是一開始排練的時候我覺得可能我自己的
問題，就是唱得不夠自信，跟樂隊也不熟悉，因為
需要磨合，但是昨天晚上的演出，我就覺得我很享
受，在台上我能盡我所能的表現我所有，樂隊一直
跟著我，我一點都不會有很擔心的感覺，我就很享
受，真的，我昨天唱得非常開心。
ఔȈ! 你那個《貂蟬》唱得真好。她唱出情來了。
বȈ! 我一點都沒有後顧之憂了。我就怕樂隊跟不上啊，
或是我得等著啊，但是昨天唱一點都沒這個感覺，
我很投入，一點都不用擔心，唱得很舒服，就真的
很享受。ഺᇌۦڳরጄߞߐᅗȂබ࣏اఀഺኃ
ࠜߞџЄȂϵ࢝ьգഺᇌߐᅗȂፁᅁщັއϞ。
唱歌的人就是太需要這種感覺，就不要為了甚麼而

去歌唱，而是這樣純粹的為了音樂而歌唱。
ߙȈ! 這是指揮的責任，把樂隊帶著跟著獨唱。這是觀念
的問題，我跟他們講，獨唱一站出來，我還是配角，
一定的。那你們跟著我，我跟著獨唱，或者是獨奏，
一定是這個關係。
ఔȈ! 不是，我覺得邱先生，實際上你啊，我說《貂蟬》，
你比較好，因為你讀懂這個《貂蟬》，不管怎麼，
我當指揮、你當指揮的，指揮的就是一把手，對音
樂總統的理解，以我為核心。但是我必須讀懂唐潔
潔，我必須把她的意圖都懂了，我就是讓你舒服，
給你做衣服，那你穿著合適，但還是我做的，（ߙ：
這個也有你的道理。）我不是給你服務，你要聽我
的，但是我必須對你特別在意，讓你特舒服，一個
好指揮給唱歌的指揮完要渾身帶著舒服勁的，我該
有的他托我了，我該隱的他閃出去了，那種舒服的
感覺，誰也給不了，指揮能給。所以我為甚麼說昨
天那《貂蟬》很好？指揮好，真的。邱先生那曲子
你也不熟，一開始沒到位，挺難的，每一句都不一
樣，都在變，這才有人味，才舒服，你打點誰不會
啊。
বȈ! 邱先生就說你自由唱，我跟著你，我就特放心。
ںȈ! 我作為晚輩，就感覺邱老師對音樂很有悟性，我們
老跟那些指揮合作，有些歌不太熟，有些快慢有些
感覺，好難弄的，我們合作好多指揮，要好指揮才
有這個感覺，該托你托你，該讓你閃了……這很
難！因為我們搞聲樂的特難。有的指揮不理解，他
會把聲樂當成器樂。因為我當演員受心理因素影響
很大，演員很討厭，有的心理素質好點的，可能還
發揮得了，有的可能當場就崩潰了。有些指揮就是
讀不懂。我覺得一個不光是名氣，還有悟性問題。
ఔȈ! 起碼他們幾個跟你合作，他們高興，你看他們的臉
色，也知道邱先生你做的工作對不對。他如果今天
躲著你了……（眾笑）
ߙȈ! 小青呢，我指揮跟你合作是第一次，以前都是曹老

 左起：周強、本會執委盧仲瑜、楊祖兒。

P10
師，那你也講講。
ഌȈ! 我都是從行動當中可以看出來了。我說真這幾年在
曹老師、周老師，又有邱老師在香港共同做成一
件事情，感覺我自己特別滿足。因為我這幾年一
直在成長，這是一個最重要的。還有邱老師他特別
包容，我說在香港唱民歌，可能有些人會有另外的
想法，但邱老師在《民歌知多少》那一場之前不是
有那個周年慶嗎？（新聲銀禧聚餐）邱老師在沒有
準備的情況下讓我上去唱民歌，但他之前就對他所
有學生說，如果不懂民歌的話，你們搞甚麼中國音
樂？不懂民歌，那就不算甚麼。那一下我心裏就特
感動。當時很多香港、台灣的嘉賓，我也是第一次
在香港唱這種比較地道的民歌，也就戰戰競競的，
但邱老師就首先給我吃一顆定心丸。
ߙȈ! 大家是共同的目標。
ఔȈ! 將來我們的合作，就愈來愈深度，愈來愈發自肺
腑、內心的，很細緻很微少，不是那種形式的。
ഌȈ! 以前都是因為自己在搞音樂會嘛，其實會忽略很
多，也不敢去感受周圍。前兩天在排練我還跟曹老
師說，我感受到大家那種精神、純粹的搞音樂的，
那麼多人的，你們 ፁᅁᢰاেપྏ־ஜ。本身自
己能夠走上這條路自己也很開心嘛，現在發現，怎
麼那麼多人一齊在做這事情，每個人都那麼開心，
不計個人利益各方面，我覺得在香港， ٟգྐᄊ
ྻգഺዹϘৎಐϿ。（ ఔ：你說這話「淨土」這
詞挺好。）那天我就跟曹老師說， ϘৎϠ༟ѕȂ
ڤЙȂಿϠ༟ѕȂЎـ༟ѕ。
ߙȈ! 對，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一班人做才有力量。還有
長期做，這力量更大。在香港其實他們是喜歡中國
音樂的，但是好的中國音樂太少。很多太“摩登”
了，人家不願意聽。
ఔȈ! 因為他們的路跟我們的路不一樣，我們這樂團是接
地氣的。我說昨天為甚麼很純粹？三國我就讓你聽
聽甚麼是《桃園結義》，一拜喝酒一直到最後打仗，
簡簡單單幾幕說清楚了，三個在騎著馬在打，享受
到這種純音樂。昨天晚上我對你（郭小青）評價極

高，小青一出場就感覺就是林黛玉，江南女子那種
服裝。
ߙȈ! 她就是整個最適合唱《紅樓夢》。
ఔȈ! 好像就給你寫的，你出來以後，就那麼合適，有說
服力，就是她。而且你也很投入，自己唱得也動情
了，到呼天叫地那個「天盡頭」那段。（ߙ：有些
觀眾流淚了。）
ߙȈ! 她們倆歌路是完全不同，她（唐潔潔）能大氣，那
種音量，高音區那種力量，很棒。女生很少這種，
在高音區那個，在香港是很少。我以前在香港中樂
團的時候也合過很多人，好像她這樣的不多。以前
吳大江的時候就走這條路，好多民歌，比如竇娥啊
甚麼的，都有一些國內唱得不錯的來，但是現在很
少。所以我上次跟你們說，你們這個年紀、這個時
代剛好。老一代的不唱了，有些還在，唱得很好，
好得不得了，但現在不唱了，年紀大了，所以你們
剛好。
ఔȈ! 趙季平寫那個歌啊，就《天時地利人和》，是水滸
的主題歌，水滸的主題歌不是《好漢歌》。它那張
嘴那個 A，我接觸很多演員唱，比如說演員提出來，
我降調。有些演員上去了聲嘶力竭，不從容，我不
是說你上去很完美啊，你上去的音也不是特別好，
但她就是很完整的拉下來，很完整的氣拔山河的，
一個小女子把梁山好漢的那種感覺唱出來，挺不容
易，這個難度太大了。為甚麼都知道這個歌好，都
不唱？不敢唱，誰唱誰砸。
ߙȈ! 那你提議她唱就是你對她很有信心了？
ఔȈ! 她從小我看大的，我跟她都不說話，跟她爸爸說
話，她沒資格跟我平起平坐。（眾笑）

訪問在一片笑聲中進行，大家都很興奮，
交流得很真誠，時間過得很快，兩小時一下
就過去了，是午飯的時候。期望我們有更多
合作機會。

 左起：唐潔潔、曹文工、邱少彬、周強、郭小青、龔先生（郭小青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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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知多少”郭小青獨唱音樂會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這是第二度與郭小青博士合作《民歌知多少》音樂會。郭老師美妙的歌聲、地道的民歌唱法，在現今充斥
以西洋為尚的社會風氣中，令人迴味。由此促成了《四大名著》的演出。（詳見曹文工老師的訪問，P.13-18）
 郭小青博士。

 曹文工老師指揮新聲國樂團伴奏。

 中國音樂
學院教授曹
文工老師指
揮。
 左 起： 陳
民 強、 郭 小
青、 周 強 齊
謝幕。

 謝幕，中坐者中國音樂學院金鐵霖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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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曹文工老師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這次訪問圍繞著中國音樂拉雜而談，沒有明顯重點。訪問稿經刪節，未經曹老師過目，如有錯漏，
由編者負責。
楊祖兒、譚逸昇整理
ఔȈ曹文工 ߙȈ邱少彬 ഌȈ郭小青 ںȈ周強

ॱዅݠ፬ᇄ༈ܛ

ߙȈ! 其實這個最好。

ߙȈ!!ఔՂৱȂձᄇЈޟᅋюԤդཎَȉ

ఔȈ! 也是被逼無奈，請解說員吧，請主持人吧，你還
得給他寫稿，寫稿他還得唸，還不生動。我可隨
便講，可能是每天都不一樣。

ఔȈ! 看你這個樂隊呢，將來就不僅僅是郭小青，大量
他們這些年青人來合作開音樂會。
ߙȈ! 反正你老人家推薦過來，我們就接，是吧？真難
得，昨天這個演出其實也真難得。
ఔȈ! 我覺得咱們就不要說漂亮話，咱們搞民族音樂，
首先我們愛我們的民族。 Դ࢝ԺྣӔরጄߞ
ൌࣶඩҳȂҁে࣏Խໄᗠ，覺得自己的東西
不值錢，我覺得我們都很值錢，（邱：對對。）
包括金鐵霖昨天看他們的節目單就說，這些民歌，
到底是怎麼演？
ߙȈ! 是甚麼原因呢？難唱啊？還是……
ఔȈ! 不是難唱，這些歌啊，不受觀眾歡迎，現在觀眾
焦點不在那，而且歌很短小，唱不出味道就不行。
這些歌呢，誰演，誰被砸掉，而且把這麼多歌都
串一塊兒，這……
ߙȈ! 你不講我沒想到這個問題。
ഌȈ! 這些很難，很難。
ߙȈ! 我的想法，在我自己來講，就是希望能夠多接觸，
把那個「面」擴大，因為我算是較他們接觸很多
的了，但是，我還是坐在旁邊聽你講。哈，我還
在學習，真的，所以演完以後跟他們談，他們都
很高興。
ఔȈ! 邱先生，你看金鐵霖他說，曹老師，你又指揮，
你又說 ( 註：現場講解 )，你來得及嗎，你怎麼辦？

ߙȈ! 曹老師，我在香港演出也是這樣的！你昨天講音
樂的背景、故事，還有些小故事，譬如你昨天講
的周強，唱的第一首，（ ఔ：《溜溜山歌》。）
這種小故事很親切。
ఔȈ! 實際上我自己倒覺得，我們搞民族音樂的，邱先
生，當然你比我小，就我們這一代人，承上啟下，
（ߙ：對。）咱們應該做點甚麼工作，應該說是，
台灣叫做「積德的工作」（ ߙ：對對對。）我們
不能為了名為了利去努力奮鬥，我覺得也沒意思。
現在我覺得很可憐的在哪？我們下一代，他們對
民族音樂呢，不能說這些孩子們不愛，他們不懂。
這個媒體在哪？ ഺৎණᢜᕕႍ࣏اে，邱先生，
是你是我，所以我特別敬仰你呢，你看你啊，這
些孩子們，當然他們就是咱們下一代，這些孩子，
他們主動的去學習，而且職業還不同，有些搞電
腦，有些搞這搞那，他們花時間來，不為了錢，
不為了生存來學音樂，從某一個角度 ᆕۖږҁে
ЎȂ࣏Ϙᇌ。ۦڳ更重要，我覺得是 Ӕরጄ
Ϙᇌཇ。ݚ
ߙȈ! 曹老師，雖然我比你小十歲，但也六十歲了。所
以我常跟他們講，我們這個年紀啊，要去很快，
你不知道甚麼時候……（曹：對對。）都想不到
的，它突然間就來了，好像鄧詩綿老師就是這樣，
他發病到出事才一個月，就沒了。
ఔȈ! 邱 先 生， 你 還 不 知 道， 我 是 撿 的 命， 他 們 知 道

 訪問後攝
於 酒 店， 左
起： 本 會 執
委盧仲瑜及
張 美 玲、 郭
小 青 博 士、
樂團總監邱
少 彬、 曹 文
工 老 師、 周
強老師、( 執
委 ) 洪鴻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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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是百分之百死了，呼吸脈搏血壓一切全
完了，大概中午一直到十點，將近八個小時，搶
不了，所以我很感謝救我的人。
ߙȈ! 能夠把你搶救回來真不簡單。

ᜰܻѠԢ
ఔȈ! 嗯，所以我覺得，邱先生，ցчຜاেߞ༡Ȃ
බഺኃϘᙇȂഺϘᙇۊȄاঋᒸᒸߞӠՅȂ
اঋஇᙇՀڰ，（ߙ：對對。）我不能做缺德的事，
咱們沒有別的技能，譬如說我們學音樂的，能夠
做普及工作，你看這第一個，就「民歌知多少」，
邱先生，我們將來會合作下去，一次、二次，每
次內容都不同，每次都有非常好的故事。另外，我
們還搞中國古代歌曲，（ߙ：古代歌曲更難搞啊。）
古代歌曲呢，現代的古代歌曲很多是假的。古曲
嘛，必須像考古，有據可查。譬如說，清代以前，
我們現在有譜子，由北宋開始，南宋，就 1104 年，
從一千年開始，我們有譜，說《詩經》有譜的，
那是騙人的，那是胡說，沒有；你說唐朝有譜子，
沒有，那是胡說。
ߙȈ! 是文字紀載。那葉棟記的《敦煌譜》呢？
ఔȈ! 我們現在留的文獻講，只有兩份譜子，一份叫《五
弦琵琶譜》，一份叫《華秋蘋琵琶譜》。《五弦
琵琶譜》就只有幾個字，都這樣的，一點、一勾，
就這樣的，（ ߙ：密碼，哈哈。）殘片在哪？日
本正倉院，全國有三個人能夠破解，一個是葉棟，
上海的，一個是甘肅的席臻貫，一個我們知道的
叫何昌林，只有三個人。所謂破解的，就是大家
都不會，我說了算。
ߙȈ! 那是不是真的在敦煌那邊出土呢？

唱呢？因為是「黃色歌曲」，他寫給他的情人，
寫給一個歌女，一個妓女，所以這個歌呢，特別
纏綿，那個詞棒極了，現在大家知道它是寶貝啊。
像那個就是真的，然後再往後，一直最晚的就是
清代，清代在故宮留下大概近萬首，有文字的。
ߙȈ! 那個是創作的，不是民間收集的？
ఔȈ! 幾種。清代是仿明代，明代的知識，雖然清代是
異族人統治，它不是漢族人，但它很尊重漢族，
所有制度按明代來，民間的極少，大部份是樂工
自己的。
ߙȈ! 那個《弦索十三套》呢？
ఔȈ! 《弦索十三套》它不屬於宮廷音樂，它屬於「王
府音樂」，滿族那些公子哥兒他們琴棋書畫，自
己玩，沒事就玩，都像當大哥的整天玩，玩出名
堂來。旗人就是滿人，滿人最大特點是特別聰明，
（ ߙ：對。）琴棋書畫樣樣通，玩要玩到極致，
有時候鬥蟋蟀，他能鬥得高，他玩電腦，你看關
迺忠這麼大年紀，甚麼都會。
ߙȈ! 對，他是很聰明的。他原來不是搞民樂的嘛，後
來搞，他也搞得有聲有色。
ఔȈ! 就這個《弦索十三套》呢，也是現在留下的珍寶。
我們搞古曲，譬如說，南唐後主李煜寫的詞，明
代譜的曲有《虞美人》，大家耳熟能詳的有《關
山月》，有《陽關三疊》，然後到清代呢，譬如說，
皇帝喝酒時，有《進酒歌》，吃飯的有《進飯歌》，
喝茶的有《進茶歌》，有規定，（邱：那麼複雜。）
皇帝巡行嘛，他有《喫茶歌》，他有騎著馬吃茶，
旁邊的樂隊，編制是三十六個人，奏甚麼曲子是
法定的。

ఔȈ! 不是，敦煌沒有了，敦煌的殘片在日本，我們找
不回來了。

ᄇҕఊॱዅޟՌ߬

ߙȈ! 那大概有多少片？

ఔȈ! 我們在新加坡演出，都沒想到觀眾原地不動鼓掌

ఔȈ! 大概能打的，真正打的就是五首，譬如說《秦王
破陣樂》，它只有幾個勾、幾個點，根據這個意
思，這個是原件，他去想像，這個可靠性極差，
留下的東西呢，能夠有價值的不多，我們真正有
譜的是姜白石，姜白石留的是文字譜，這是真的。
唐朝的《霓裳羽衣》，從哪來呢？從姜白石的《霓
裳中序》裡面，我們看到唐代的《霓裳羽衣》甚
麼的，能想像，所以現在的所謂「唐代音樂」，
都是騙人的。唐代的全部燒光了，沒有，只有日
本有個殘片。我們搞古曲的，就從有文字可查的，
譬如姜白石，為我們留下十六首，後來就是從晉
朝，從元代……
ߙȈ! 姜白石那個，關迺忠搞過一趟，他也是拿他的旋
律去變。
ఔȈ! 我聽過他搞那個《杏花天影》，詞漂亮極了，不
論《杏花天影》，還是《鬲溪梅令》這些歌呢，
中國極左時，你知道啊？都不讓唱，為甚麼不讓

十五分鐘，當時我心想，這個節目不可能受歡迎，
謝完幕之後，我夾著譜子就走了，觀眾「啊」又
出來，出了沒辦法，怎辦呢？他們就「再唱哪個」，
最後一個再唱，再唱，還不行，後來就問觀眾，
你們聽甚麼？「我們聽《陽關三疊》」，再聽這的，
再重演，還不走，就說我們……邱先生，我跟你
說的話是甚麼意思呢？ اেߞӔྍᝊՀȂاে
Ўऻ־ЙЎ。
ߙȈ! 對對，這個也跟我經常講的話一樣。
ఔȈ! 就說我們自己很重要，只要我們認真，我們尊重
它，我相信大家也會尊重它。
ߙȈ! 是，是，你講得對。
ఔȈ! 譬如講，中國四大名著，《紅樓夢》，我給你唱《葬
花吟》、《枉凝眉》，這個《紅豆曲》；然後《水
滸傳》唱的《好漢歌》等等的。
ߙȈ! 就請他（周強）過來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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ఔȈ! 嗯，然後《三國演義》，唱《滾滾長江》。我們
都是現成的，這個不用講，你沒問題吧？我跟你
派演員，四個就夠，一場晚會，用你的樂隊多棒
啊，你奏的《滾滾長江》，我們演繹上的譜子很棒，
譜子過了以後，我們派幾個演員，我們把成本降
得很低，不用花甚麼錢，你們做得很好。中心為
甚麼，ऎϞࡦেӔߞরጄ（ߙ：對。）இᙇ。ڰ
ߙȈ! 那我就要趕快租場了，多租幾個場才行。
ఔȈ! 我們譬如演《紅樓夢》專場，太現成了，王立平
的多好的音樂啊，十四首的《紅樓夢》，在前面
加點兒，背後加點兒，你可以用合唱隊，把你的
合唱隊全用上，把獨唱用上，北京請一、兩個領
唱，整個合唱隊你用自己的，樂隊自己的，找一、
兩個朗誦的，把這個《紅樓夢》串起來，那生動
極了。
ఔȈ! 另外中國的影視歌曲，《冰山來客》啊、《洪湖水，
浪打浪》啊，《天路》啊，這些東西，這一個晚
上，就不用講吧？（ ߙ：也要講。）我們給你提
供 本， 譬 如 這 個 晚
會，怎麼怎麼，這兒
一 個 高 音， 一 個 男
高音，唱多少曲目。
咱 們 就 當 自 家 人，
就 共 同 建 設， 從 這
個 營 造 起 來， 我 覺
得 很 有 意 思， 我 還
希望能夠有點傳承。

 曹文工老師真情談話。

ߙȈ!這 個 重 要， 這 個 一
定 要。 老 實 講， 我
在香港搞國樂是這
樣。 昨 天 跟 你 講，
我 小 時 候， 就 已 經
聽 很 多 了。 現 在 看
看， 好 像 國 內 唱 民
歌 好 像 愈 來 愈 少，
就 我 的 感 覺， 愈 來
愈變形了。

ఔȈ! 我在北京我也很感慨，北京的報紙，一大版晚會
消息，沒有一台民族音樂，全是外國的，就從大
的形勢講，中國有錢就會保衛疆土，就會不用給
人欺負。文化呢，文化現在大量的介入，外國那
些很爛的交響樂團都向中國淘金，（ ߙ：淘金，
對了，你講得對。）是吧？所以這個領土的失守，
文化領土的、文化的安全，誰來保衛？
ߙȈ! 對，跟我講的都一樣， اሲϘৎӔȂՂލћм
ҵཇȂഺৎӔێᅁබϸϞ，（ ఔ：沒錯。）
你看剛才講滿族，我跟他們（樂團）講過，滿族
來統治我們漢人，結果他是被漢人同化，你現在
找地道的滿族人，哪裡可以找？
ఔȈ! 會滿文的人都不多。
ߙȈ! 現在好像統計過，才一百多個，所以現在他們自

己的文化愈來愈……就是失傳了。你看，關迺忠，
你說他是滿族人，他整個生活不是跟漢人一樣嗎？
（ ఔ：一樣。）就是嘛，都是漢化了。所以如果
我們自己民族的文化失傳，就等於我們這個民族
已經滅亡了。我是這麼跟他們講過的，是吧？現
在特別是日本的文化，說想起來好像很政治化，
這個就是文化侵略。
ఔȈ! 是，這應該說很早以前，大量的西洋的東西進來，
ࣶ֘գا࣏֘ތڱেႍሮሮૌૌߞᐯ，（ ߙ：對
對。）ְ࣏֭ЙକدЎߞӴఫ。
ߙȈ! 這個我跟他們講的，就是劉天華的路。劉天華專
門去學作曲，學小提琴，學鋼琴，他目的不是去
賺錢，是要改革中國音樂，搞樂器的改革、練習
的方法，他們就從這個地方把中國音樂承傳下去，
目的是要提升。
ఔȈ! 邱先生，我覺得咱們雖然認識不久，但我覺得我
們思路、思維很接近，我特別希望通過小青，在
香港，就你說這個「鐵三角」，我們最寶貴的，
就是我有譜子，你也知道一個樂團財富是甚麼，
是樂譜的積累。（邱：是的，這個是血液。）。
譬如說，你們要搞一個活動，咱們真正互相來往
的活動，一年有一次，我們來過境，大部份是你
們搞你們的，我們搞我們的，但是你們搞的，我
們幫忙，我們搞，你們幫忙。我覺得這種交流就
踏踏實實了。邱先生，我到這邊，我特別感覺一
種親切感，就包括你的演奏員，（ߙ：沒有芥蒂。）
對，大家很親切，開玩笑，都挺好，大家也沒歧
視我，（ ߙ：不會，肯定不會，真的。）我很希
望就是我們通過小青這個媒體，加強聯絡。
ߙȈ! 對對，你這個提議十分好，對我們來講呢，其實
是 ަϢϘৎྲߞஜϧ。所以人就是要講緣分。要
不是老鄧（指鄧詩綿老師）在北京零七年介紹她
過來，我們就沒機會繼續後來的接觸。
ఔȈ! 邱先生，我覺得我們的合作應該多方位、多角度。
其中，半邊天是聲樂，半邊天器樂。在香港還有
一個大問題啊，就是不太重視聲樂。
ߙȈ! 這個是民族的聲樂。
ఔȈ! 昨天金鐵霖都說了，他認為民族聲樂的民歌啊，
那種唱法是最貼切的，但咱們的音樂學院實在太
糊塗了。

ᄇҕఊॱዅޟᠦ፬
ںȈ! 因為我們這二、三十年以來，我們受老一代的崇
洋媚外的思想，很多人覺得，我們要把民歌交響
化，（ ఔ：這是混蛋化）那樣做是不是高一級，
我們這個好像就不高級，他說這個不是這一個人
的想法，而是有兩代人，受這個影響。
ߙȈ! 怎麼定義「交響化」？譬如你上次講的好像那個
《蘭花花》，它本身就有交響化，（ ఔ：對。）
不一定跟外國的完全一樣。《梁祝》這個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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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奏曲本身就交響化，但題材也本身是民族的。
所以交響化就能夠從這個角度去做，我覺得可以。
但甚麼曲都交響化呢，根本沒必要。
ఔȈ! 意思就是，我們對一個事物，對音樂的審美，是
用甚麼來衡量，西方長期對音樂的審美，是一本
和聲學，（ ߙ：對。）對吧？邱先生？你搞這個
知道，我聽你的樂隊，看你的平衡怎麼樣，（ߙ：
對。）是吧？你的複調怎麼樣，用和聲學來衡量，
應該大的勉強，中音部過了，低音不夠。假如你
用和聲學去衡量中國的民族音樂，百分之百是錯
掉的，（ ߙ：兩回事。） Դබ࣏ϘৎݎȂ
ᓊ༓اেКরጄ࣏ᢰϘᕒੋ۶ᗏᐯߞϠڽᓊ༓。
ߙȈ! 你講得對，這個就是我堅持走我自己的路。
ఔȈ! 說老實話，他們沒有權利評論。
ߙȈ! 你跟我講的都一樣。我跟他們這麼講的， ᎡऻЙ
КরጄȂְබऻЙҁ，不用說別的，你就
問他，看不起中國音樂嗎？那你花了多少時間去
研究中國音樂？你實踐過多少中國音樂的活動？
ఔȈ! 說實在，你看咱們的音樂，這些民歌，為甚麼我
覺得這些同學們也好，他通過二十首民歌，他對
民歌有個了解，這個提升很好的，（ߙ：很重要。）
他聽過了，音是準的，沒準的，全是拐彎出來的。
ںȈ! 我們聲樂就這個現象，現在我深有體會，有些老
學生問，這首民歌太難唱了，唱不了，拐個彎，
拐不過來，唱得難聽極了，因為他多少年也不接
觸啊，Ӕᆇ࣏КົӔߞੲ，學美聲，學洋的，
或者這是所謂的交響化，他有點誤讀，誤讀的誤
讀，老百姓，你瞞不住，我不會唱，但是我會聽啊，
老百姓聽你不是味兒，就不聽。
ఔȈ! 邱先生， اះఀاে൵Ђߞܶᇊබ࣏྅ᙇᅁڰȂ
اেᇟૠϯఀۖϘᇌ៖ᜃ，是吧？
ߙȈ! 特別我們到了這個年紀，雖然我比你小十歲，我
們想法是一樣的。

ॱڧٴዅ
ఔȈ! 真有夢想，我們還圖甚麼，名利都看得很淡。
ߙȈ! 對，為後輩留下一點東西，就行。
ఔȈ! 我覺得就是玩得高興，就是尋找一種快樂。你看，
邱先生，我夫人都說，你這麼大的歲數，你一站
一整天，（ ߙ：我就佩服你。）我真不覺得累，
我得到的是享受。
ߙȈ! 昨天下午排練嘛，有些說很累啊，我就說，你看
曹老師站了一個下午，人家七十歲你幾歲？最大
才三十來歲，很多是二十幾歲，他們說累，我說
你看人家七十歲還站了一個半天，如果我排練我
還坐，綵排我就坐，站得確實累了，他不覺得累，
我說他身體還是很好。
ఔȈ! 我奇怪，這輩子，整天的在學院就這麼過了，如

果沒有這個，恐怕我很難生存，就得到一種快樂。
ںȈ! 我覺得曹老師最大的優點呢，他享受這個過程，
他在享受，所以就不覺得累，其實也累，但他享
受， බدഺৎೢᢏϞۦڳȂഺ࣏ϘᇌྑȂྑЖ
କظϢ。
ߙȈ! 這是本身熱愛中國音樂，我們希望中國音樂能夠
搞好。沒有這個出發點，沒辦法做到。
ఔȈ! 就像我們的學生，多少年，跟我關係都很好，這
就是以心換心，學生都……
ߙȈ! 你甚麼時候開始教？教了五十年了嗎？
ఔȈ! 這五十年有十八年是吹笛子，三十幾年在音樂學
院，在音樂學院，我是教師樂隊的指揮和隊長，
教師樂隊幹甚麼呢？給歌劇伴奏，給郭蘭英，王
玉珍這些。
ఔȈ! 我不知道你怎麼樣，我們這一代人吃苦很多。
ߙȈ! 對，你們辛苦一點，在文化大革命這個階段。
ఔȈ! 所以對現在生活都挺珍惜的，包括你看我們生活
習慣都是很節約的，很珍惜，甚麼糧食剩下都要
吃掉。
ఔȈ! 邱先生，我們這次合作真是挺高興，一個是邱先
生你的敬業精神值得我們學，因為你的這些團員，
他們這種組合，我們跑了很多樂隊，我覺得跟我
們差距很大，很大。我覺得你們昨天，樂隊出來
的聲音啊，已經很融合。
ߙȈ! 演出時比平常還好。
ںȈ! 是的，我也注意聽了，我也跟很多民樂隊合作，
那個能控制，能有樂的，這個不容易。
ߙȈ! 那個感覺比較融合，（ ں：對。）你那個曲，你
沒來唱的時候，他們不知怎麼一回事，吹笛子的
那個，他說一聽你唱，他就明白了，他在後台練。
ఔȈ! 所以，給民歌伴奏有一個好處，等於我們在學一
套民歌，（ߙ：對。）像《繡荷包》……
ںȈ! 昨天那個二胡拉得不錯呢。就是《繡荷包》前面
那個，那幾句不好拉，要有那個韻律。
ఔȈ! 我們主張就是樂隊給聲樂伴奏，就是用樂器來唱
歌，（ߙ：對。）要極度的向聲樂靠。

ҕఊॱዅޟ੫ᘈ
ߙȈ! 對，這個就是我們民樂很重要的因素，民樂就是
中國音樂的美學啊，跟西洋根本就不一樣，你硬
要把西洋那套搬過來不行。這很簡單的道理，好
像我們吃東西，我們吃的東西跟西洋吃的東西都
不一樣。
ఔȈ! اেϵЙঋӡاেӔߞ֘ތҝᓊ༓ࣶ֘Ȃ࣏֭
ϵທЙЯധࣶ֘دҹߞዾҐاݺে，（ߙ：對。）
所以他們基本上沒權利評論我們。
ߙȈ! 最重要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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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中，左起：曹文工老師、新
聲執委洪鴻君、盧仲瑜、郭小青博
士、邱少彬。
ఔȈ!這 種《搖籃曲》，我記得我小時
候聽的是男聲唱，真動人。現在
這種歌出演率愈來愈低，因為當
代人複雜，不願聽這些慢速的歌，
不願聽小音量的歌，當代特點，
高、大、響、堅、亮，甚麼都弄
得聲音很大，弄得很高、很響，
規模也很大，像這種小巧的歌，
很難唱。她昨天演繹很不錯。
ߙȈ!不 錯，真的，觀眾反應也不錯，
證明我們的觀眾還有水平。真的，
不是講笑，因為你開始時說，昨
天有些曲目擔心觀眾不接受，但
昨天不會，所以我……

ںȈ! 別人的意見，如果是善意的，我聽一聽，如果是
惡意的，我拒絕接受。
ߙȈ! 應該是這樣，所以我剛才不是講嘛，你要批評，
我就問你，你研究了中國音樂多久？你沒研究，
你沒發言權嘛。
ఔȈ! 邱先生，你知道咱們音樂很多，譬如說《洗菜心》，
是 #5 吧，不是，你比 #5 的低一點，比 5 的高一
點，那個歌啊，上行的時候，沒有，下行的時候有，
這個東西實現了風格。
ߙȈ! 對，你用西洋音樂解釋不了。
ఔȈ! 解釋不通，你說這個音在哪？為甚麼中國的器樂，
你看，琵琶、二胡、古箏啊，都特別有中國各種
的裝飾，就像隨心所欲，好聽。
ߙȈ! 昨天演的《搖籃曲》，你說全世界都有《搖籃曲》，
但是昨天我們唱的那個就有它自己本身有點特別。
ఔȈ! 咱們的《搖籃曲》，中國號稱一首歌一首曲子，曲
子是老六板，《孟姜女》都是八百年以前，現在你
看，包括《陽春白雪》、《春江花月夜》都是老
六板的演化，都是它衍生出來的，這個《孟姜女》
衍生出無數的音樂，包括很多譬如《茉莉花》都
是它衍生的，其中衍生最直接的就是《搖籃曲》。
這個《搖籃曲》特別是東北人唱了之後，用東北人
的嗓子演很生活，它把母親內心的東西都唱出來，
絮絮叨叨的，又像自言自語，小孩聽不懂，實際
她說給自己聽，這個《搖籃曲》全世界是統一的，
中國的特點，一個是，《搖籃曲》是外國的，咱
們的是馬背上，蒙族叫馬鞍，馬鞍是他們的圖騰，
馬鞍上的搖籃，所以在中國有的不直接叫搖籃，
中國很多歌叫是《媽媽的歌》或者《紅孩之歌》，
實際上就是《搖籃曲》，直接叫《搖籃曲》的不
特別多。實際《搖籃曲》是種曲式，它國外是這
種器樂曲或是有詞的歌，是那種曲式，《搖籃曲》
的特點是哄小孩睡覺，所以中國我說要個專輯《搖
籃曲》，包括土家族的，很多民族的，藏族，好
聽極了，非常生動。
ߙȈ! 但如果整場都是《搖籃曲》，不是觀眾都睡著嗎？

ఔȈ! 不容易。
ںȈ! 包括金老師也是，剛才曹老師說過的也是，高、
響、大、堅、亮，就是這種現在甚麼都這樣的，
音量都開到大，不把你震聾不行，國內也一樣，
都習慣。開始金老師，為甚麼我說他一定會來，
因為我太了解了他老人家，你打他的牌子，他是
需要面子的，他其實不放心，「我來看」。因為
金老師這個人，他厲害在哪？他做的心裡有數，
就坐在那個點去聽，咋也不是，掙扎得他自己都
沒法整了，所以他雖然忙，非要過來看。後來他把
這個謎團解開了，確實剛開始，我在側看嘛。他
拿著稿子，剛開始，曹老師一開始的時候，我感
覺，金老師他一般笑不得，他現在老了，他笑不
像我們哈哈笑，有時就笑一下，我一看，開心了，
因為他一般是笑一下，不是「嘻嘻嘻」，又綳住了。
昨天我看，他開始有這個顧慮，這些曲確實嚴格
來說，很難演。
ഌȈ! 我去找他的時候，之前在北京，他說這些太難唱
了，這些民歌很難唱啊，就一直在反覆給我建議。
ںȈ! 因為這些歌沒亮點，你要高音沒高音，要音量沒音
量，而且這些民歌，（ ఔ：唱不出味道。）雖然
大家都熟悉但是久違了，包括我唱的《下四川》，
他也一、二十年沒聽過了，還說剛剛學的時候，
他聽過。
ఔȈ! 其實昨天立竿見影，昨天馬上就覺得將來金鐵霖
的紀念活動還多幾場。
ںȈ! 昨天金老師給我拉著，下次我那個四十五週年那
個音樂會，你就唱《下四川》，都已定了。
ںȈ! 其實金老師熱衷這種方式思考，但他沒找到點，
這次他抓到曹老師好辦了，其實那麼多年，他有
甚麼，老曹，這麼幾十年了，我也第一次聽你這
麼說，還沒聽過。他要重新認識曹老師。
( 訪問拉雜到此結束，午飯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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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鳳吟香江
──第五屆 國際中國民族器樂展演 ( 香港 )
笛 / 簫 / 巴烏 / 葫蘆絲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這是國際中國音樂家聯合會主辦的《龍鳳吟香江》音樂會，邀得內地最負盛名的吹管樂演奏家一起演出，
包括：王鐵錘老師的巴烏、詹永明老師的笛子、李光華老師的葫蘆絲，還有石磊老師及林克仁老師的笛子。新
聲國樂團有幸為詹永明老師演奏的笛子協奏曲《白蛇傳》( 鄭濟民、羅緯綸曲 ) 協奏，近距離向幾位大師前輩
學習，誠一難得機會也！

 著名笛子泰斗王鐵
錘老師演奏巴烏。
 著名笛子演
奏家、上海音樂
院教授詹永明。

 四川音樂學院教授石
磊。
 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
副會長李光華演奏葫蘆
絲、巴烏。

 竹笛理論家、教育家、演奏家林克仁教授 ( 左圖 ) 及他的學生一起演奏他的作品
《醉臣卜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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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笛子協奏曲《白蛇傳》第三樂章《水漫金山》，由詹永明教授聯同六位弟子一起演奏，指揮邱少彬。

石磊老師笛子大師班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新聲音樂協會

趁《龍鳳吟香江》演出之便，臨時邀請了四川音樂學院教師石磊為我們主持了個大師班。為此，
石老師和幾位學生放棄了去遊玩的機會，專門與學院聯絡，下載了部份教材及錄音給我們。在講座中，
深深感到石老師的真摯，毫無保留地把他的經驗、心得傳授給我們，在此謹致深切謝意！ ( 此文經刪
節，未經石老師過目，如有錯漏，由編者負責。)
譚逸昇整理
үȈ石磊 ߙȈ邱少彬 ቓȈ劉偉基

ᜰܻѲύॱዅᏰ

麼水平？

邱： （向同學們）你們在音樂會中會聽到，他（指石
老師）的音色很美、很厚，如果現場一起合作的
更加感受得到。而且他寫的作品很有特點，《孤
煙直》和《詼諧的影子》，很有特點。所以我可
以跟大家講，現在國內有本事的人很多，問題是
你能不能碰到，你碰到了還要知道誰是有真本事
的，誰是虛有其表的，是嗎？石老師很年青，今
年才三十歲，對於你們來說也很大了，比劉偉基
老師和曹家榮老師年輕，我覺得他是年輕有為。
當然石老師現在講的是笛子部分，你們便用心學，
一有機會便學，學到多少是你自己的，別人偷不
走搶不走的，所以真才實料是最可靠的財富。好
吧，時間交給石老師！

（各位學員各自報了自己已考的級數）

石： 首先很高興收到邱老師的邀請，今天也不是甚麼
講座，我也是第一次在香港見到這麼多吹笛子的
朋友，昨天晚上的演出可能有一部分人去聽了，
昨天晚上跟邱老師臨時決定，今天跟大家見個面，
首先我了解下大家的層次水平，他們現在都是甚

石： 我大概了解一下同學們的層次。我先介紹一下自
己，我是四川音樂學院的竹笛專業老師。我今天
到這裏講三個部分，第一個我介紹一下四川音樂
學院的竹笛發展情況，跟我們自身的特點在哪裏；
第二個講講吹笛子，我個人每日必練的一些東西，
跟大家講一講，對你們練習基本功有好處。第三
個部分我希望互動一些。
四川音樂學院是國內九大音樂院校之一，每個學校
都有它的長處和特點。四川音樂學院的特點就是，
西南少數民族，像王鐵錘老師昨天晚上演的那個
《苗嶺歡歌》，苗族、藏族，還有傣族、彝族等，
西南少數民族非常多，但是成都這個地方，它主
要是漢族和藏族偏多一些，所以它的風格就偏山
歌風格。山歌就是在山上，因為這個山頭到那個
山頭離得非常遠，跟他說話說「你好」，他聽不見，
「你－好──」他就能聽得見，所以說四川它那
邊的風格偏山歌，它那些長音、大線條比較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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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導致現在創作的很多音樂，雖大都是很歡快，
但在後面肯定有一個長音，沒有那個長音就聽不見
了。四川人說話也是，不像香港人說話，很溫柔，
我們說起來，乓乓乓乓，第四聲往下降，所以說我
們的風格，“剁音”比較多，“下歷音”也比較多，
我待會到第三個環節，就給大家一一的示範一下。
另外一點，四川音樂學院在這幾年來招收的學員，
比前四年基本上翻了五翻，以前我們音樂學院，
竹笛子面向全國一年只招四個學生，但是現在呢，
最多的一年是前年，連研究生和附中在一起，招
了二十二個。目前四川音樂學院吹笛子的有 60 多
個人，我就給學生說，60 多個人同時畢業，像新
聲國樂團這麼大一個團體，一百多人的一個團體，
笛子我估計頂多就是八支，但是畢了業之後，60
多個人的笛子都一起畢業了，樂團頂多要八個人，
剩下那些人幹嗎呢？所以這次見到邱老師我覺得，
你們那個拉低音大提琴、大提琴、吹笛子的同學，
他又能彈琵琶，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需要的是綜
合性的人才，像你們團員，像團長（劉偉基）還
有其他老師，他們都是不單只會一樣樂器。我們
吹笛子的，笛子是我們的主科，但是我們還要吹
葫蘆絲、巴烏、簫、塤、尺八、口笛，都要去學
習。所以我今天給大家建議就是，等我們把笛子
學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可以去學習一下其他樂器。
我們看到很多電影、電視劇，包括動畫片，就是
我給他們配樂、錄音。但是我在四川音樂學院主
科只是教竹笛，他們說：「我們想錄一下簫」，
我當時第一次錄簫的時候，有些音能吹響，低音
有時吹不響，因為會吹簫的同學他們都知道，笛
子跟簫的口風、用氣情況都不一樣，所以就得花
功夫單獨去練習。吹塤也是一樣，看似吹笛子吹
得很溜，但是吹塤高音老上不去，音色不純、老
漏氣，甚麼原因啊？這個口風也需要調整。所以
我就給大家說的意思就是，學竹笛的同時，一定
要把我們相近的樂器，葫蘆絲、巴烏等，都學習
一下。像樂隊裏面，需要 cello bass，好，我去拉
一下，需要琵琶，我可以去彈一下，這就挺好的。
畢了業之後，不管你們是從事甚麼專業，自己有
個愛好，我的感覺，學音樂是很幸運的一件事情，
為甚麼呢？因為我現在的工作就是我的愛好，自
己的興趣，好多人沒有興趣、沒有愛好，他很枯
燥，我覺得學音樂非常好，可以有這麼一件自己
的愛好。其次呢，四川音樂學院有十孔笛，我不
知道大家都見過沒見過，我們一般都是六孔笛子，
就是六個手指，但是有七孔、八孔、九孔、十孔，
還有十一孔，沒有十二孔，還有加鍵的。但是四
川音樂學院是中國第一個改革十孔笛子的。
劉： 我補充幾句。我們笛子有首名曲叫《阿詩瑪敘事
曲》，是易加義老師的作品，石老師是就易加義
老師的高足，他十孔笛基本上是專長到不得了。
石：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十孔笛跟你們平時吹的都不
一樣。它這個是十二平均律，我們吹的一般的傳
統的六孔，它是不準，七聲音律。待會我們到第

三環節我會給大家示範一下怎麼吹奏，因為好多
人都沒見過。
邱： 你的十孔笛跟鄭濟民那個不一樣？
石： 不一樣，不一樣。
邱： 不一樣在甚麼地方呢？
石： 不一樣在左手跟右手都不一樣。鄭濟民他那個樂
器是六孔笛的製笛方法，但是它輔助了四個孔。
我們這個排序都不一樣，大拇指的位置不同。
邱： 那其實原理是一樣的？
石： 原理是一樣的，都是十二音律。
邱： 那你有沒有這種十孔笛的教材？
石： 現在我們正在編教材。目前全國十孔笛的教材，
沒有一本。就我們四川音樂學院已經把所有資料
收集好，就等今年計劃出版。
詹永明老師昨天晚上我們在吃飯的時候，邱老師、
劉老師都在，詹永明老師說，通過昨天晚上演出，
看他們幾個演出，就是四川音樂學院的進步很大。
他回國這十幾年，在四川音樂學院、武漢音樂學
院，將他自己研究的一些科學的方法，包括他的一
些理論，都傳授給我們，我們用他的方法來推廣，
實踐得到了證明，笛子學生的音色都得到了進步。
所以說他也覺得很欣慰，覺得四川音樂學院這幾
年笛子藝術人數發展了很多，質量水平都提高了
上去。這個環節我就講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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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第二個環節我就跟大家說幾個每日必練的一些東
西，我個人的一些心得。我自己給自己，還有包
括我的學生，都規定每天必須練基本功，把我制
定的那套基本功從頭到尾練完大概需要兩個小時。
我分了五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長音練習。長
音練習裏面分了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就像
我們早上起來之後要伸一下懶腰，運動一下，讓
筋骨都活動一下，舒暢一下，我們吹笛子也是一
樣，不管你是上午練、中午練、晚上練，也都必
須要按順序、次序去練習。先練氣息，吹笛子口
腔要打開，嘴巴要放鬆。不管氣往下往上，我提
倡的是第一個先練腹震，也就是通俗一些叫「狗
喘氣」。你看，小狗在叫，汪汪汪汪，一直在叫，
牠的聲音不嘶啞，但是人呢，你唱歌 KTV 裏面，
我們唱歌不是專業的，唱一會聲音覺得不舒服，
一會嘶啞，一會悶了，這個是方法的問題，我們就
學習一下小狗叫，牠是怎麼叫，這塊肉（橫隔膜）
一直在動（石老師示範）。所以這是用了我們吹
笛子裏面叫呼呼呼呼，你來示範一下（石老師的
學生示範）。好，這個就是，我們不是用舌頭去
吐響，而是嘴巴打開，保持一個口型，用氣來衝
響。舌頭不要輔助，舌頭輔助了之後那個風門就
變小，我們是保持那麼大，吹哪個音都是這個口
型，但是呢，用的力氣不是嘴跟舌頭，用的是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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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了。但是你要始終是不敢給氣，這樣起
不到練習的作用，只能起到保持的作用，能
理解我說的意思嗎？這第二點，吹長音的。
第三點呢，就是由弱到強，由強到弱，這點
我就不用多說了，老師可能給你們上堂的時
候都講過這個東西。第四點，就是要求練習
八度音。為甚麼要練習八度音呢？我們參加
過合奏課的一些同學都知道，昨天參加比
賽，很多學生我給寫了評語就是，要拿調
音器輔助練習八度音（石老師示範），好，
低的音準了，吹高的有偏低了，再吹低下那
個音怎麼好像又偏高了，其實不是這個音偏
高，是上面那個音低了，這是我們氣息的掌
握。竹笛它不像鋼琴，只要把音調準了按下
去，就是標準的音高，我們這個需要耳朵跟
氣息的配合，我們必須要練習八度音，老師
可能平時已跟你說了，希望大家就是拿調音
器把自己嚴格要求，把這個音練準。這是我講的
第一個部分，就是長音包括了四小點。

 石磊老師示範。
這個無形當中將你用的力量，不論口腔打開不打
開，力量全在肚下。這就是我們吹笛子，一場音
樂會吹十幾首作品，你要是全憑那個嘴，用盡了，
你想我們的嘴皮就這麼厚，哪有這麼多肌肉？所
以吹一會就累了，累了不行，我們就要將他的力
量轉移到下面去（石老師示範）。一直保持是吹
低音的嘴形，但是呢，把高音還能吹響，我們靠
的是這個地方。這樣就是練習基本功的第一個。
第二個呢就是長音。初期階段一定要把聲音吹大，
吹到最大，你們能吹到多大就盡量吹到多大。不
要怕那個音吹破了，音吹破了沒所謂，證明我們
敢用氣，我們有那麼大的氣才能把它吹破，我們
要是吹不破呢，證明我們不敢用氣，過不了那個
階段，你的聲音、音色還純不了（石老師學生示
範）。你聽，他這個聲音應該來講是很亮，那裏
面能聽到笛膜滋滋滋滋的聲音，你試一下，（其
他同學吹奏），怎麼可以把這滋滋滋的聲音去掉
呢？這個是我練習第二點我要給大家說的東西。
兩種方法，一是看笛膜是否貼好。第二，檢查他
自己的嘴是不是放鬆了，是不是把氣口大了（石
老師示範），比他的聲音明亮一些，這滋滋的聲
音能減少，為甚麼呢？這是我給的氣大，很充分，
比他的氣大一些，所以這種滋滋滋的笛膜，我們
俗稱「髒」的聲音減少一些，所以我要求練長音
的時候，可以拿舌頭去輔助，單吐。我給大家講
個例子，鍛鍊身體，仰臥起坐，通常我的極限是
二十個，我每天晚上都做二十個，這是起一個保
持的作用，但是你增加不了。我今天晚上二十個，
明天晚上增加到二十一個，後天晚上增加到二十二
個，現在增加到三十個之後，我覺得實在是沒辦
法到三十一個，好，我把三十個堅持上一個禮拜，
然後再做第三十一個，慢慢的循序漸進，這個跟
我們吹長音也是一樣。所以每次你要有想法，我
們把這個聲音往大去想。那怕很短，但是呢，它
的聲音非常大，它是通的，就比方說吹破了，無
所謂，因為我們給的氣太大了，把它的高音都帶
出來了。這個證明我們敢給氣，我們再調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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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第二個部分就是手指，手指我分了五個部分。第一
個部分就是拿起笛子很自然的，由慢到快，不是
一下子就很快，讓手指先放鬆一些，一個音一個
音的打，打到最高音 6，完了之後，從 6 極速的打
下來，心裏面數十拍或者八拍，以雙數為單位（石
老師的學生示範）。你們在示範的時候氣息可以
作一些變化。其實也是在練長音，只不過手指動
一下，但是你的理念一定是在練長音，把聲音大，
吹大了之後我們可以小點、可以大點，氣息可以
再自由一些。下來的時候要求很極速，像我們上
樓梯的時候慢慢上，下來的時候我就跑下來了。
但是這個練習的時候，上去的時候自由一些，由
慢到快練到一定程度的話，氣息可以自由一些，
但是一定要有吹長音那種概念要求自己。第三點
我稱之為叫爬樓梯，就是順序上去又下來，上去
又下來，一個八度一個八度練習（石老師學生示
範）。這個完了之後還有一個叫交錯音，這樣練習
（石老師示範）。為甚麼要交錯練習，因為我們
手指要像彈鋼琴一樣，單指獨立，但每個手指我
不要求你這個手指打得特別快，那個手指打得特
別慢，但是運用到樂器裏面之後，你必須給我強
調均勻、對稱，這個叫交錯顫音。等這些全部練
完之後，像我剛才爬樓梯那個就是從低音 5 到高
音 6，然後從 6 練下來。幾組練習下來，我們手指
已經從放鬆到緊張化了，下來之後呢，我們又讓
它去放鬆一些（石老師示範），自然得放鬆一下，
練這個有甚麼好處呢？一是增加我們手指的彈性，
二是為我們吹樂曲奠定基礎。《牧民新歌》、《山
村迎親人》，還有《山村小景》。這些都算是新
派的東西，老師可能給你們提過新派簡廣易的風
格、劉森風格這些東西，他手指上的東西特別多。
吹南方曲子那些人，他肯定吹不了這些風格。為

P21
甚麼吹不了？他們的訓練跟我們不一樣。我這裏面
有要求的東西，就是剛才是很柔和，待會又非常
爆。大家剛剛聽我吹奏的聲音也是比較大，我個人
喜歡新派的這些風格，我這個訓練是專門讓學生給
新派曲風作基礎。最後一項，也是很均勻的，自然
的放鬆（石老師示範）。這個五項練完之後，手指
的部分就練完了。但是用心去練，至少這一項得練
30 分鐘。

ӥॱ
石： 第三部分是吐音練習。吐音練習有很多方法，但昨
天我聽比賽的時候，有些同學的吐音非常好，但有
些同學的吐音很糟糕，統一的原因是甚麼？我經常
給學生舉個例子，吐音好比拳擊運動員，拳擊基
本上分開七十公斤級、八十公斤級，都是力量都相
當、差不多，那誰能幾拳把對方打倒，那不可能的
事。因為抗擊的能力，包括拳速都差不多，大家都
在一個水平線。除非是我是八十公斤級，你是五十
公斤級，我可以幾拳就把你打倒，但這個情況，很
少，基本上不允許。吐音我為甚麼比喻成這個呢？
在它同等級別的時候，你沒辦法把它制服了打倒，
只能靠點數。如果我這拳下去，我是一個重拳，
耗費我好多的力量，而且我這個拳很長，發出去之
後，浪費時間。你用這個時間的話，別人可以打你
兩拳、三拳，而且你耗費了氣力。吐音也是一樣，
舌頭的幅度太長，一影響速度，二效果不好、不清
楚。所以昨天比賽的時候，我跟邱老師都是評委，
聽了很多同學，我寫的意見都是，希望縮短舌頭的
距離。吐音要求甚麼？要求的是跟點數一樣，要求
幅度小一些，點要清楚一些，速度快、頻率快一些，
再更重要的是甚麼？好多人有個誤區、誤解，認為
吐音是靠舌頭在吐，其實我個人認為是個錯誤，為
甚麼？舌頭只是起一個輔助的作用，你舌頭動得再
快，不給氣它響不了，所以它是靠氣。為甚麼我非

 石磊老師 ( 右圖
前排右三 ) 帶領其學
生 ( 前排左二及右
一，二排右一 ) 為本
會笛子學員親授演
奏 技 巧。 前 排 左 一
本會副主席曹家榮，
左 三 總 監 邱 少 彬，
右二常務副主席劉
偉基。

常強調這一點？氣，我剛才講新派那些曲子，你聽
一些張延武老師、李鎮老師、簡廣易老師、劉森老
師、李增光老師這些吹新派的曲子，沒有一個人的
吐音差。昨天比賽有的同學用了循環雙吐，但如果
我來吹，不用循環雙吐，為甚麼？我舌頭幅度小，
用的氣也比較小一些，耗費的力量也小一些，所以
我一口就能吹完，我不需要循環雙吐，到後面十六
分音符的時候我可以循環換氣，那我沒必要去循環
雙吐，每次換氣破壞了樂句。為大家示範一下為甚
麼要這樣去練吐音，還有怎樣練（石老師示範）。
你看，趙庭松老師那十講就很簡單，但是為甚麼他
們練了這幾十年還在練？張維良老師、詹永明老師
他們都在練習？最簡單的東西，才是最好的一件東
西。我今天練這個技巧，練那個技巧，但是呢，你
練那個技巧，平時的曲目裏面用不到，只有像《蒼》
裏面它有一個技巧，專門給它寫的那個技巧，可能
吹上十首樂曲只有一首能用到這個技巧，我們沒必
要把時間花費到那個深度去。我們把時間要花費到
大量的曲目運用的吐音上去。還有一個大家可能容
易忽視的東西，我要求他“吐”跟“庫”一模一樣。
你們分析一下，“吐、庫”後面跟的長度是一個
“烏”字，我要求這兩個“烏”是一條線的，就是
“吐”跟“庫”用舌頭去點一下。就是把單吐吹成
雙吐，這就證明對了，為甚麼呢？我們那個“庫”
代替“吐”，我們一直“吐吐吐吐……”你舌頭再
快，你肯定沒有雙吐快，但是我們要把“庫”的
音量練到跟“吐”的一模一樣，這個才算對，所以
我們嘴巴要保持吹長音，這是第三個練長音，保持
“烏”的嘴型，然後用舌頭的吐、庫區分吐音，這
樣的話，一是速度快，二來音在一齊連著。平時練
起來，聲音聽起來跟長音一樣效果，但是運用到樂
器裏面時也是很短。你們都聽出來我是用氣來吹吐
音，並不是靠舌頭，聲音變大了，舌頭的幅度沒變，
還是那麼小，這個是最主要的，把 “吐”跟“庫”
記著後面是一個“烏”，發的是一聲，嘴形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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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啊，拿甚麼樣的笛子、筒音做甚
麼就直接就奏了。他說，我怎麼沒想
到這個？平時他不練這個基本功，筒
音作 3，我是拿大 A 調笛子，那是甚
麼調你們知道嗎？就是 C 調。然後你
們平時就算，沒事就可以這個挺有趣。
因為我們看五線譜，固定調，基本上
都是梆笛是小 G 調笛子，筒音作 2，
看五線譜，然後 D 調笛子，筒音作 6，
看五線譜。好像他不知道，他看五線
譜是兩個升號，是 D 調，我就筒音作
5 去吹，其實不是那個，你不管他是
甚麼調，你還是按筒音作 6 的概念，D
筒音作 6，C 調筒音作 5，G 調筒音作 2，
這個你們級數愈高老師會給你們講。
為甚麼要訓練這五個指法呢？這五個
指法是平時讓大家做好準備，不能指
揮說，我們今天排這個曲這個歌唱家，
他要求提一個大二度，他的狀態好，
我們大家一起來。老師，這個不行，
我有問題我有問題，那指揮頭也大了。
所以我們平時要做好，你說升一個小
二度那我們就升了。就像我給他們那年在杭州，我
搞一個講座，我說一個流行歌曲，包括我那個曲子
《孤煙直》，我拿五個調給他們吹一下，他們就說，
一支笛子六個孔怎麼能吹這麼多個調？我跟他說，
平時自己要訓練，用不用是另外一回事，我們要準
備到這，而且這個練完之後，我們耳朵的音準概念
比較好。我們用筒音作 5 就只有一個半孔，是那個
4，也可以另一個指法。但筒音作 3 它就 4 個半孔。
我們用一個半孔的概念去當四個，其他三個半孔按
照全孔的概念要求它，我們的音準不好。

 來自四川音樂學院的幾位學生演奏《詼諧的影子》( 石磊曲 )，由新
聲國樂團三位樂手伴奏：( 三弦 ) 金穎琛、( 大提琴 ) 鄧錦倫、( 倍低提琴 )
莫禮邦。

這樣你的吐音才能練好。（示範）整首樂曲可能也
只有六分之一、七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樂句是吐
音，但是呢，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就是這塊部分
吹不好。吹線條的東西一個比一個吹得好，音色漂
亮，手指東西技巧多，感情氣息都非常好，但是一
到吐音就不行，所以我們要把自己的一些時間花在
一些小數的吐音上面去，一定要多練吐音，因為昨
天我聽很多選手吐音都存在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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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第四個部分我是要求學生每天去練習音階，鋼琴、
小提琴、單簧管、雙簧管，每天都必須要練音階。
我們要求五線譜就是四升四降那就差不多，但是用
我們的首調，就是必須一根笛子轉五次調。1 2 3
5 6 這五個指法必須要會，因為我們以後坐樂隊，
指揮說，比方說給歌曲伴奏，我們當時就遇到了一
次，有一個歌唱家他唱《好日子》，我今天嗓子狀
態挺好，本來原調是降 E 調，我想試升個小二度，
音域不夠，怎麼辦？他就通過變指法。一會，我狀
態好，再升一個小二度，好，到 F。我今天狀態不
好，我要低點，你怎麼辦？我沒帶那個笛子，我只
有這一支笛子那怎麼辦？就通過指法變化。所以音
階每天必須要練，我給大家大概示範一下（石老師
示範）。閰惠昌老師有一次在我們學校排練，完了
之後，他就發一些新譜子，就現在排練這個東西，
比較難。好多同學沒坐過樂隊的他就說，「老師，
我有問題。這譜子笛子沒辦法演奏。」我當時沒在，
因為我是聲部長，我管。「怎麼沒辦法演奏？」「你
看，我們笛子是……」怎麼怎麼說了很多東西，這
沒辦法做。「那香港中樂團為甚麼能做得了，你就
做不了？」他馬上給我打電話，我說，那行，我馬
上就回來。從他手裏一看譜子，能奏不能奏？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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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第五個部分，我要求我的學生每天把這幾個練完之
後，練習半音階。為甚麼要練習半音階？就是你每
個手指在你的觸孔的位置，我每個孔子，除了 3 孔
沒有半孔之外，其他都有半孔。所以這個對我們指
頭的靈活性一定有幫助，而且對我們的耳朵有很大
的提高。譜子裏面，我們合奏會遇到很多臨時升
降，那你沒辦法。那你必須去練，平時作好準備
了，便沒問題。慢慢去練，千萬不要快，愈快的東
西愈要慢一些，我給大家示範一下半音階（石老師
示範）。慢慢練，練熟了之後才快點。它這個六孔
的音準，跟十孔的沒法比，十孔的音準你聽這個好
一些。但是我們六孔的必須要會，不是絕對的，是
相對的準。這個是樂器的關係，我們一定要拿這個
概念去要求自己在六孔笛上的音準。這個就是我講
我自己一些每日必練的基本功。
石： 第三個環節呢，我帶了三個學生，這個是大四的學
生，一個是附中初三的學生，還有一個是大二的學
生，跟大家互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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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老師用了一個小時去聽幾位香港的同學演奏了幾首樂曲的選段，石老師一一指出每位同學的優點、需要改
進的地方及練習方向，又聽了石老師幾位學生的演奏，起了互相觀摩、學習的作用，在座各位同學都感獲益良多。
及後，總監邱少彬想了解石老師對前一晚演出的意見。

ᄇཱིᖐޟຟቋ
邱： 你對昨天的音樂會，我們的表現有甚麼評價？
石： 我是第一次跟新聲國樂團合作。我給團長說，給
邱老師也說，“ ࠧا௱ྏஜ ”。為甚麼呢？坦白
說，在大陸是看不到這種精神。像你們有小學生、
初中生、高中生，還有大學生，包括我們邱老師，
辛勤工作，還有劉老師、曹老師。我們在一起吃飯
的時候也了解，我說我這個曲子難為你了。我那個
曲子是要求非常靜，而且它是為這場音樂會專門配
器的，我們也沒有修改。笛子有花舌非常高的一個
音，但是就需要合奏演員把音量控制到最小，而且
還要出來那個效果，我是用大 D 無膜笛吹的。 ൵
ྏஜߞ࣏॔ࢠ，我昨天晚上第一次合樂隊，我去
的時候大家已經很靜，他們那些凳也已經整齊的排
好。結果排了三首曲，至少兩個半小時，沒有一個
人動，而且沒有一個人講話，完了之後又把凳從那
裏搬來又搬回去，在大陸是沒有的。大陸是，演出
是演出的人，絕對不會去搬凳子、搬甚麼？！但是
我們的這些同學呢，那麼累，有些還沒吃飯，有些
是趕過來匆匆忙忙的，上廁所都不敢吭聲，就憋
著，完了之後再去。所以這個是紀律，這個我第一
個感動。
第二個感動呢，我覺得大家ࠧ௱ᗽໍȂࠧ௱ྰ。
邱老師也跟我們說，我們這個樂隊是業餘的，怎麼
啦怎麼啦，但我不覺得怎樣。我覺得業餘跟專業，
我給大家同學講過，跟他們說，有甚麼區別？只有
一個區別，你是靠你的專業維生、生活，掙錢，而
我們業餘的呢，樂趣，但是我們從事的都是竹笛、
二胡，或者坐在古箏那去，都是用了同樣的樂器，
只不過是我們從事的這個行業，我以這個維生，你
們呢以這個為樂趣，靠其他的東西掙錢，所以只有
這一個區別，沒有一個說是：「我們是業餘的，我
就比你們專業低」，我不認為這樣。因為最好的一
些演奏家都是來自民間，我也是從業餘的轉到這個
專業來，我以前也是業餘的。我記得我考學校的時
候就是吹的《山丹丹開花紅豔豔》，也不知道《姑
蘇行》。但是，我上了學之後，啊，現在是，專業
的，科班出身，專業的，你們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業
餘就比專業低，我覺得我們樂團非常優秀，《孤煙

直》這作品，裏面中間要求的節奏非常的難，《白
蛇傳》又是要求激情，也是非常難，包括《醉臥
山林》需要靜，需要那種感覺，沒有硬的功力是演
不出、拉不出那種效果，但是邱老師還是很謙虛，
我們這個樂隊業餘的怎麼了。我通過一個樂器就覺
得，並不是業餘不業餘的問題。那天給我們伴奏
《詼諧的影子》，我最擔心就是三弦，因為在大陸，
我們那兒彈三弦沒有幾個人能彈得很溜。他們老是
不滿，因為他們都是彈琵琶專業的湊合，沒有三弦
專業的，那天彈三弦的那位同學（註：金穎琛），
不管她的音準如何，我說怎麼彈得這麼溜？我跟邱
老師在談的時候，我說這個三弦彈得非常捧，我這
個曲子就是需要這種音色，非常亮。而且她不是專
業彈三弦，好多專業彈三弦的彈不了。
第三點我敬佩就是 ᑋᢜ࢘ȂԪ֯。ݑ我們曾經也
合過業餘的樂隊，他們一些坐姿，一些拉二胡這樣
坐，吹笛子也是這個樣，沒精神，你們坐得矩矩
整整，而且演奏很清楚。昨天晚上演出之後，我
特意叫了幾個同學去聊天，他們都非常感動，很受
啟發，我覺得大家非常有素質，就是你們一定要記
住，業餘、專業只是我們所從事的經濟來源的支撐
不一樣，我靠這種掙錢，你們搞這個是為了自己的
愛好，只是這樣而已。那就是你比我業餘高，我也
可以達到你的程度，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千萬不
要覺得像昨天去比賽，比較緊張，緊張甚麼？就是
千萬不要有這種感覺。自信，我在評語也寫了，他
也是業餘的，他（指他的學生）現在也沒考上音樂
學院。那你說業餘的就是一定不好，不是這樣。所
以要自信。昨天晚上演出之後，就是我們自己人在
一起我就說，我當時錯了一個地方，我早進了一
拍，這個好多沒有經驗的指揮，沒有經驗的樂團，
便會一直錯下去，這個曲是我剛配完器，我也沒合
過，第一次跟樂團合，第一次演出，但是我也不清
楚是甚麼音響效果，我一直拿管弦樂隊的去比較。
但是邱老師很有經驗，他把樂隊一壓，樂隊長音就
收了，跟我起。這個我覺得還是感謝邱老師這樣，
要不是這樣的話我們就錯下去，就舞台上演出需要
經驗，所以我不認為業餘便不行。總結來說，昨天
是一個精神讓我感動，第二個你們那種謙虛，第三
你們敬業的精神。

講座完後，晚上十點多了，我們和石老師及他的三位學生才去吃晚飯，席間繼續說了很多，觀點都很一致。
真高興能結識石老師這位“能人”，希望以後有機會再續前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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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濃情》音樂會之“舊曲新唱”
二零一二年六月九日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愛心濃情》是我會音樂會系列之一，已演出近十套節目，內容輕鬆普及，包括： ᓐఐȃуఐȃྑఐ
ф༏Ͽఐ四個方面，形式較自由。這次演出場地本由國際中華文化藝術交流展演協會與本會聯合主辦的，另
一內容的音樂會，但由於演出者在四月底通知未能赴港，於是我們臨時把演出內容更改為《愛心濃情》之
〝舊曲新唱〞，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排練，以唱為主，讓幾位年青樂手 ( 樂團成員 ) 轉戰歌場，在音樂藝術
上開闢新的領域。初試啼聲，水平當然未臻完美，但成績可人。

 邱少彬總監也
一起與眾同樂。

 樂界的多面手
張美玲既通曉箏
藝，又可獨唱。

 音樂會節目表。

 七十多歲的退休校長
黎錫鏗演唱著名廣東小
曲《紅燭淚》、《分飛
燕》、《悲秋》及《禪
院鐘聲》。

 三位初試啼聲的樂手：( 左起 )
李倬輝、洪鴻君、黃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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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演唱數首早期的藝術歌曲
《教我如何不想他》及《天倫歌》等。

 樂隊以小組形式加上鋼琴
伴奏，效果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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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首屆“敦煌杯”全國青少年古箏大賽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至七日
北京市西城區金融街少年宮
由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古箏專業委員會主辦之 2012 “敦煌杯” 全國青少年古箏大賽，本會推薦 22 名老
師及學員參加，全體成員均進入複賽。二零一二年十月二日，由總監邱少彬及新聲箏樂團團長張美玲帶領學員
赴京，參加為期五天的複賽及決賽，獲一金一銀兩銅的佳績。
 潘韻如（右一）於業餘少年高級組
中以金獎摘冠。



鄺頌恩（右一）及黃諾敏（右二）
於業餘青年組中獲銅獎。
 吳燕兒（右一）於業餘青年組中獲銀獎。

X獲 獎 名 單W
金獎

潘韻如ȞьՐ ń ೡȟ

銀獎

吳燕兒ȞࠦՐೡȟ

銅獎

鄺頌恩、黃諾敏ȞࠦՐೡȟ
黃海茵、劉家寶ȞࠦՐೡȟ

優秀演奏獎

王婉榕、區麗嫻、許穎欣ȞьՐ ł ೡȟ
李恒瑛、廖詠詩、曾梓焮、羅凱桐ȞьՐ Ń ೡȟ
何靖宇ȞьՐ ń ೡȟ

演奏獎

郭明慧ȞࠦՐ ł ೡȟ

 部份參賽者於比賽場地合影。
 新聲箏樂團獲邀於十月六日的頒獎禮中演出
《奔馳在千里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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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2012

慶祝香港回歸十五周年中樂音樂會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晚上八時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三日下午三時及晚上八時
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二零一二年十月，本會與中西區民政事務處聯合主辦了一連三場慶祝香港回歸十五周年的中樂音樂會。
本會特意邀請了兩位九七年 ( 回歸年 ) 出生的少年團團員擔任獨奏，演奏張殿英老師的古箏協奏曲《心》及二
胡協奏曲《母親》。
 中西區區議會文化康樂及社會事
務委員會主席陳捷貴太平紳士到排
練場地為樂隊及合唱團打氣。
 擔任二胡獨奏的何婉怡同學（左）
及古箏獨奏的李恒瑛同學（右）。
 音樂會以激昂雄壯的《愛我中華》
揭開序幕，由劉偉基先生指揮。

 楊 亮 澄 小 朋 友（ 下
小圖）演唱《山丹丹
開 花 紅 艷 艷 》，
對於小朋友來
說， 這 首 歌 難
度頗大。

 新聲合唱團聯同英皇書院合唱團唱出
《把根留住》、《中國人》、《中國夢》、
《紅棉》及《香港人 • 香港心》多首合
唱曲。
 中 西 區 兒 童 合 唱 團 演 唱《 歌 聲 與 微
笑》、《祝福太平山》及《我們多麼幸福》
三首歌，由方兆敏指揮（上小圖）。
 音樂會完結，嘉賓與一眾演出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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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文藝協進會

葵青中樂樂繽紛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日
葵青劇院演藝廳
這是葵青文藝協進會葵青中樂團每年一度的演出，葵青中樂團亦由本會派出導師負責組織訓練。是次音
樂會節目豐富，包括中樂版的雙鋼琴協奏曲《動物狂歡節》( 原聖桑曲 ) 等。
 葵青中樂團指揮
盧仲瑜。

 葵青中樂團訓練
班學員林心怡箏獨
奏《洞庭新歌》。

 葵青中樂團笛子老師
冼韻妍演奏《喜報》。

 葵青中樂團
彈撥樂導師吳
秉儒以中阮演
奏《 滿 江 紅 》
( 選段 )。

 洪鴻君指揮合
奏《敲起戰鼓奪
豐收》。

 二胡齊奏
《胡歌》（香
港 首 演， 關
銘曲）。

 中樂版的雙鋼琴協奏曲《動物狂歡
節》擔任獨奏的是畢業於中文大學音樂系
的譚逸昇 ( 右圖右 ) 及吳珈瑋 ( 右圖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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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2012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日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已有二十年歷史的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2012 已順利舉辦，並於十一月十日晚上假屯門大會堂演奏廳舉
行「中西器樂優勝精英表演暨頒獎禮」。

 全場總冠軍由冼韻妍
組獲得。演奏的曲目為
巴哈《A 小調小提琴協
奏曲》，現改為笛子獨
奏及笛子、低笙伴奏。

 以表演嘉賓身份演出的何婉怡
同學演奏張殿英老師的二胡協奏
曲《母親》，由新聲國樂團伴奏，
邱少彬指揮。

 李恒瑛同學演奏張殿英老師的古
箏協奏曲《心》，由新聲國樂團伴奏，
劉偉基指揮。

 各嘉賓、評判及導師與兒童組和新苗組的參賽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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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文藝協進會 中樂團週年音樂會

迎春音樂會 (2013)

二零一三年二月三日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一年一度的新春音樂會如常順利進行，是一眾新手盡展才華的好機會。
 演奏前合影：( 左起 ) 東
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副校
長黃汝偉，屯門區朱耀華議
員，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
學戴明基校長，本會總監邱
少彬，屯門文藝協進會視覺
藝術委員會主席郭洪球，新
聲國樂團 ( 少年團 ) 指揮劉
偉基。

 何婉怡同學二胡獨奏
《第一二胡狂想曲》。

 張美玲兩位小學學生王婉榕
( 左 ) 演奏《紅旗渠水》，包正
榕 ( 右 ) 演奏《瑤族舞曲》。

 順德聯誼總會
梁銶琚中學中樂
團及新界鄉議局
元朗區中學中樂
團聯合演出，邱
少彬指揮。

 梁依彤同學揚琴
獨奏《黃土情》。

 張美玲老師帶領小組合唱《彈撥
波爾卡》及《閑聊波爾卡》( 原史特
勞斯管弦樂合奏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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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新聲國樂團 ( 少年團 ) 應屯門
文藝協進會之邀參加於屯門大
會堂演奏廳舉辦的「屯門藝術匯
群英」，在台下現場伴奏小雅
樂軒演出的粵劇，廖漢和指揮。

 ᏥỒ⑬┲᪺Ꭷᆋṗᗡ
ᗏ ᣇ ᰤ ᰤ ℎ ĳıĲĳ ₈ ᜪ
ᬻᐤ⋙Ꮘጀ῍ᆌᅗᠥṗ
ጙᗡᶝᑁ᫄‼ᯀᲵᒸ
ឍᅙ

ຉᄑфရԞȈ࠘ь
總編輯：邱少彬
執行編輯：盧仲瑜
封面設計：盧仲瑜

啟
事

排版：盧仲瑜、譚逸昇
文字處理：楊祖兒、 譚逸昇、盧仲瑜
攝影：張吉富、蘇雪盈、梁嘉俊、劉浩賢、張家詠

1 ﹞為促進音樂上 ( 尤其是中樂 ) 學術的探討，以利尋找以後發展的方向；也希望在音樂界培
植更多正氣，以冀聯絡更多能真正推廣中樂的朋友們共同努力，歡迎各界人士對《樂苑》
作回應。凡言之有物，有事實根據者，將有機會在《樂苑》中刊出。不願刊出者，請事
先聲明，具名或不具名俱可。可電郵本會或傳真聯絡。
編輯小組
2 ﹞本會多年的通訊及音樂會現場錄音 / 影，尚有部份存貨可供各界友好免費索取，請電郵
或傳真聯絡。
公共事務部
電郵：ntco_contact@newtune.org 網頁：www.newtune.org 傳真：2404 2797( 請先來電轉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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ᢊඛශཱི࠲

ᢊୢដོ

⊸Ѳ۩Ӓ෫ၼଢ଼ོᢊୢфߒ
ᇱৱσོᄲᡝࣀىଢ଼٠ᙄ

ĲıİĵİĳıĲĴ

དྷЖᓸཏఏོ

ॷ෫ࢸሬନ۹ঢ়ོᢈ

Ξᓸޥღᖒོ

ĹİķİĳıĲĴ

དྷЖᆟυຳᆒ

ဥ౾ޥୢོஆ

ဥ౾དྷЖ݈ޥ

ӒҕఊዅᏢЫຟՃĩॷ෫ୢĪ

ཱིᖐॱዅོڞ

ϛҕఊᆓ۾ዅᏰོ

ĳİĲıİĳıĲĳ

Аߞ༘တ़

Аߞσོஆᅋ࠷ᢈ

АߞМོ໌ڞ

ĲıİĲĲİĳıĲĳ

ĳıĲĳАߞୢϛՙᏢዅШᗉ

Аߞσོஆᅋ࠷ᢈ

АߞМོ໌ڞ

ĲĹİĲĲİĳıĲĳ

ĳıĲĳཱིࣨӴߧЍԑᕕዩΡρᆹོ

ॷ෫ऋഺཎωᏰᙄஆ

ॷ෫็ॖᖂོ

ĲĶİĲĳİĳıĲĳ

ĳıĲĳАߞġҺဃቑᜊཱིᖐ

Аߞσོஆᅋ࠷ᢈ

АߞୢដོȃАߞМོ໌ڞġ

ĳķİĲĳİĳıĲĳ

ĵĸ۩ώོ

ᆰӻցٳϴ༪

ॷ෫ϛኅ୦ᖒӫོ

ĴİĳİĳıĲĴ

ϛዅღ໊ԑॱዅོȗߔࢌॱዅོ

Аߞσོஆᅋ࠷ᢈ

АߞМོ໌ڞ

ᢊσོஆᅋ࠷ᢈ

ሬϛॱዅড়ᖒӫོ

ĳĴĮ
ĳĵİĳİĳıĲĴ

ĳĲİĳİĳıĲĴ

ල
Ѕ
ᅋ
ю

ȶҕᅈޣӻЍȷ
ഌωߧᐿ୮ॱዅོ

ĸİĲİĳıĲĴ

ĲıİĴİĳıĲĴ

Ճ

ķĴںԑኊନོ

ĲĳĮ

ĳĴİĲıİĳıĲĳ
੫
ᗜ
ᅋ
ю

ኊઢϛΡҕӓڷ

ᓸቃ֥ॷġȗġϤ۩ሬϛҕఊ
Ꮲዅᅋĩॷ෫ĪġಐİᙊİБ੩İဧខ๛

ĲıİĴİĳıĲĴ

ဥߧϛዅዅિ

ဥߧቑᅋᢈ

ဥਫ਼ЅߧୢМོ໌ڞ

ĳİĺİĳıĲĳ

ϛዅᅋ࠷ོ

ॖᐬฟኄൟ

ஶዅЅМϽٱဍ

ĲİĲıİĳıĲĳ

ؓҤϛऍ߆ᐷོ

ؓҤϴ༪

ஶዅЅМϽٱဍ

ĲİĲıİĳıĲĳ

ᒑυӣዅოԑ

ᢊᝋࣟޥୢ݈ϛЖ

ᢊӨࣨኊઢኊᝰོۏ

ĴıİĲıİĳıĲĳ

ؓҤϛऍ߆ᐷོ

ؓҤϴ༪

ஶዅЅМϽٱဍ

ĺİĳİĳıĲĴ

ϛዅᅋ࠷ོ

үጺ௶ݍ౨ൟ

ஶዅЅМϽٱဍ

ĲķİĳİĳıĲĴ

ϛዅᅋ࠷ོ

ؓҤσོஆσஆ

ஶዅЅМϽٱဍ

ĳĳİĳİĳıĲĴ

ࣰϑԑཱིࣨՙϯয়ᆮᐷོ

ߧϴ༪

ஶዅЅМϽٱဍ

ĳķİĳİĳıĲĴ

ݍέഌΙဦϛᏰ
ȗኈىᖒ፞Ȟϛዅȟॱዅོ

ݍέഌΙဦϛᏰᙄஆ

ݍέഌΙဦϛ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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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ᖐॱዅོڞȞಢᙑ࢜ᄺȟ
ԩ᠖ᠪயȞо๋გ௶וӪȟ
ॷ෫Ȉ֔ශിρȁȁያτρȁסਮߝȁ़຺ݓӑҡȁඏݍӑҡȁങ࡚ཾӑҡȁ
ȁȁȁഫӐ݂ӑҡȁ߰ിρȁ݂྆গਮߝȁዞર៌ਮߝȁᒦ࣐ਮߝȁᔜ݂அਮߝȁ
ȁȁȁឃጻτρȁᠻኄஉਮߝ
ѮᢊȈങಝᆔӑҡ

ങᠪயȞо๋გ௶וӪȟ
ॷ෫Ȉ于 粦ӑҡȁдዏӑҡȁյЍӑҡȁݓȁॳӑҡȁݰࢺݓӑҡȁࠀӐӑҡ
ȁȁȁഌज़පӑҡȁഌסӑҡȁ༁ශஶӑҡȁᄑᅕڷӑҡȁᅪȁ۰τρȁᛳҗཱུӑҡȁȁ
ϛȈдඏณӑҡȁդћᇺӑҡȁդᆰߧӑҡȁૄᚊᄸӑҡȁఔМώӑҡȁ܆ӑҡ
ȁȁȁσිӑҡȁฐߜӑҡȁ྆ࢌݓӑҡȁዞߧτρȁጾਢ़ӑҡȁ嚴良堃先生ȁȁ
ѮᢊȈങ၉তӑҡȁങዐӑҡȁ༁ሄӑҡȁᑋ߫ᎃӑҡȁᒃҩ㐬ӑҡȁឃМኊӑҡ

會長：謝英東
副會長：盧偉良、黃汝偉
法律顧問：潘展鴻JP太平紳士
新聲國樂團(少年團)名譽總監：湯修齊

ே֖৶ྻ
主席兼藝術總監：邱少彬
常務副主席：劉偉基
副主席：張美玲、曹家榮、洪鴻君
常務秘書長：曹家榮
秘書：徐偉斌、盧仲瑜、黃保華、鄧錦倫
演藝及推廣部主任：﹝正﹞曹家榮

﹝副﹞張美玲、洪鴻君

教育部主任：﹝正﹞張美玲

﹝副﹞黃保華、郭明慧

考級事務部主任：﹝正﹞潘振邦

﹝副﹞洪鴻君、黃保華

公共事務部主任：﹝正﹞洪鴻君

﹝副﹞鄧錦倫、何彥羲、李漢唐

宣傳部主任：﹝正﹞盧仲瑜

﹝副﹞曹家榮、郭明慧

禮賓部主任：﹝正﹞黃保華

﹝副﹞劉嘉 、吳詠芯、楊祖兒

資訊部主任：﹝正﹞徐偉斌

﹝副﹞郭明慧、何兆昌

後勤支援部主任：﹝正﹞李倬輝
譜務部主任：﹝正﹞鄧錦倫

﹝副﹞吳翠堃、羅進業、吳詠芯
﹝副﹞莫禮邦、譚逸昇

會籍及義工活動主任：﹝正﹞吳翠堃

﹝副﹞梁賜健、鄧錦倫、郭明慧

「新聲樂友之家」主任：﹝正﹞戴顯政

﹝副﹞黃保華、陳潔湖、楊祖兒

會計部主任：﹝正﹞陳潔湖

﹝副﹞楊祖兒

ᆩ֭Ȉhttp://www.newtune.org!!!Facebook டॲȈfacebook.com/newtune
ႫȈntco_contact@newtune.org

P34

新聲音樂協會/新聲國樂團
ᅖᅖỉⓦ∛‼ᚑዺዲᑧᏻᜯ፣ᬔᲐ␈ᅗዴዲᑧᑯᐉỉⓦᣇ∛ᗴỒᅗᗄ↊⍈ᒣፂᅙᏥỒዯ
ᐿ⎬ộ᪺ℚᐾ⚎᪸᠖᪳ᅗᬗᗭỒᴓ῝ⅅᐹᅗ ዺᑧᏩᑨ⒫≘ⅅᠥȶྎຠᄥᢜȷᅗዯ
ᑧጀ፸⒫≘ⅅᠥȶ၍Ѝᄥᢜȷᅗ᱕ᑧ⒫Ồ⃡ᓗὣᶋȶ၍சЍ֯ᄜധࠛߐȷȶϘေЈ
၍Ѝއசጨȷᅙ∛‼ᗴỒ᎔ȶ༮࠸ԒᎫȷᠥᐂ∕ᅗ១ᕆᖔᛵᏫḸᅘṞᯱᣇ∛ỉᓆ
ፃ᯳ᶳ⟤ᯖᅗጂᕆ♐ᰰᙨ᪓ᛵᓆᴓፓᅙᗄᎎᴀᎤȶᄥᢜȂᇟૠȷᛵጕᾊᓆ
ᠥ។ᝨᅗ⎬ộᴀ᪓ᕂᰰℚ♐ᰰᎁỻᅗᰳ✭ᠥᣇ∛ᠾᛵȶ๑Ԟࡡډȷᅙᑑᑧᗔᱜȶᆊȷ
ᅘȶরጄిڈȷȶᐯങुȷጃጙ↊ᅗ⎬ộᭆ᪳ᣍᵁᛵጱ∛ᶋ᤺ᅙ
ᅖᅖ∛‼ᑯᐉᒣፂᅗ᪺ℚ᪈ᤶ☗ጙᗄᎎ᪓⋊ᨌᛵ₡ᎤᐩᏈᒑᑑᲵᅗᑁᓆᛵᣇ∛ᤲḐዯᒑ
ዷᅳᎩ៘ᦫᏊᅘፇᑊᏄ⟠ᣇ∛ᤲᅴᅗ‼➳ጺጀᑑᣥᅙᴜᎤᎫᗋᅘጆᦫᅘᬑᤲᵁᅘᶼ
✢ᑤᅘᏄᎫᅘᏄጱᅘẞ᜴ᅘ᠌ᑤᅘ⃡ᑤᅘᰢᏺᅘἃᏄᅘរᦫᅘ⊖ᷖᅘ⇚ᑤᅘᮥᑉᅘ!ᒉᅘ!
ᦫᅘ⎂᜴ᅘអḶᅘᝂᘹᅘᎧᥢጙỹᤆ᷒ᐵᏑᛏᎁᶟᑊᅗᡇ⒫ᑗ᷵ᅙ៦ᣍᵁ൵ࣿ᠙ߞӔ
༡ࠧᚚጄᄥНϘᅙ∛‼ጂᴀᣤᕓ≷ᲐᓆᅗዶጀᑑᑧḸᅗᕓ≷Აᓆᛵ∛ᑸᜬጺᒑᣌᅗ
ᏻ∛‼ᶋᜨᛵᣌ₡ᓆᜬᏈጀᣌᅗᗥጱᱡᐡỉᓆᏻ‼ᤍᲐᓆᅙᐂ‼ፇᛵ∛፯ᗔᒢᐾ
Ḽ⇏ᅗጰ፣ᑯᤍ⍕ᑺጙ⍆⍆ᒳᙬ⃞Άᦕᅗ┯ᑺጰ፣▱ጱ∛⍈᥇ᅙ‼ᤍጱᒙ⒫ጀᨑΆᦕ
ᜇᜬጺጀዷᅗᗥጱᖔᖠᑗᑯⓒᜇᜬᏈጀዷᅗᗄᑺᜬዶጀᒳ‼ᤍᒙ⒫ጱᏫ᭠⃩ᙔ∛⍆
ỒጴૺւૺࢽᐱిਰႤᅙỉⓦ∛‼ᅳᆝ፣ᑧ‼ᆞᅴỉⓦ⃰∛‼ᅳᆝ፣ᗡ⃰
‼ᆞᅴᏊᅗᗴỒ┨ጄᘼᑺᅝᓰᏞ∛‼ᅘᗀ∛‼ᅘώ⛗ᶱ∛‼ᅘᒯ∛‼ᑁ᫄‼ᶟᅗᗐ᠖᪳
ᕗᑑፅፓᅗ₡Ꭴዷ∋Ꮅᏻጀዷ᎔ፇᒣዯᒑዷ᎔ጆᅗ᎔⋢ᑁጰᐹ⚎ងᛵ₡Ꭴᅙ
ᅖᅖᗴỒᑯᐉᒣፂᅗᕦᑧᔅ᎐␈ᗴ␈ᐾ⚎ᣇ∛Ồᅗጂ⎬ộ᪺ℚᐾ⚎ấᶷ₡Ꭴᅗዶ ዯጃ
ᑧᜨᜨᜇᑙᅝጃ፸⓴␈ᆃᾧᅛ፲ᅛᣇ∛ṮᆄቋጴᆋᏈጙᑀᷕᆌᣇ∛Ồᅗ┲ᬗᘐᬒᐧᅘᱢ
ጟጟᘪᅘᤂ∩∩ጟᘪᅘᓬ≂ᐧᕙᐧ₡᫄ᅙ
ᅖᅖᗴỒᚑწϛՐУѡݚᓱКӔᇒܽጄᐯྻߞȶԑӔጄᐡᆊࡶങѪӀւૺȞশ
สԳȟȷւႏᅙ ዴᑧዲ፸ዺ፸ᅗፍᓕᚑᣍᵁᎫᗋ⓴␈ᆃᦖᕙ᜕ᆄᇄᖔᒙᣇ
∛ỒᅗጱᏫ᭠⃩ᙔ∛⍆ỒỒᜳᅘᣇ∛ጙ᥇ᑼᚣᬑứᢒᅘᬑፖᏗᅘᱢዯᒘ᥇ᶟ⁝ᣇ∛
Ồᛵ₡ឍᎁỻᅘ។ᴄᅘᓆℜᏄ⊷ឯᶟᔅᶳጶ᪓ឯ⟰ᴊᅜዯ ᑧᅗፍᓕᚑዶ፸ዺ፸ᅗᏥ
Ồ⍆ᤍᢩᗋ᪺ᎧጱᏫ᭠⃩ᙔ∛⍆Ồ᎐␈ᛵȮĳıĲıࣨܨҔڴᘛᘈȯфȮĳıĲıکܨ
ҔڴᘛᘈȯȂᖔఀбϛቚфዴԩᔹٽᆊࡶጨߞᖻᅳᗥጱ፣ᑧᑯዷᛵᗀᑁឍ
ᣣ⒫ⅰ∿ᅴᅜዯዶᑧጀ፸ᅗỉⓦ⃰∛‼ᕗ⒫┲ᚑᎫᗋᣌᘿȮवԑࠦьՐҟᇙЂᘈȯ
∿▚ጆᓆᜨ₡″⅓ᅗ‼ᤍፍᓕ⒫ϘࠛϘیቚфዴԩᔹٽᆊࡶጨᅜዯዯዯዶᑧᅗ፣ᑧ
‼ᗣឯ⑬ጱ᭖ᖟ ᷲᗴỒᐨᦄẀ២ὓⓨ❣᭥ỒᘥỒጴ┲ᅗᢩᗋ᪺ℚጱᏋ ᷲᏄ␙
∂ὓᐂᆃ⌚ዾᦄẀỉ២ᣇ∛Ồᆄᅗᗄᰳ᷵ᠥȶԑങిڈԐ་ඏ֜ȷᅙᒀᏊᅗᗴỒᕦᑧ
ᔅ᎐␈ᆋⓨᦄጱ∛Ṯ₡ᆌᅗᡮጺጀḸጱᅘጟ⍆᪺ℚᅗᜬጓᑀ⍆₡Ꭴᅙጂ᎐␈ᆃỉⓦᡌᆄ
ጱ∛ᑁឍ⎕ឍ┟ᅗ᱓ᑺⓨ♄ᛵ⍆ᦄᭆ᪳⍆ᤍ⎬ộ᪺ℚᅙ
ᅖᅖⓘ⃕ᜯ፣ᬔᐧᅗᑋᏥᑊᬙᗇጱ∛᭖ᖟᅘ₡ឍ῟Ꮘጀᑧᅗ៦ዯᒳ➱◊ᒚᚽᢽᮿ⊹ᡘ
ᖖᛵᣇ∛⃞ᅗᑋ᎘ᛵ↊⍈ጄᅗᗴỒ∛‼ዯᘷỒᑺᕗᑗᛵᶋ᤺ᅙỉⓦᣇ∛ᗴỒ∛‼ᛵ᠖
᪳ፃ᯳ጦᑳ␄ᚑ ፈᑧᒣ ዴᑧᛵጱ፲ፓᑧ❼ጱᅗᗄᰳ᷵ᠥȶᅷ᠖ћмᄥᢜȷ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