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您分享

We Chinese
in America

致讀者朋友

The First & Only
CHINESE PEOPLE
Magazine in U.S.A

發行人 馬 平

鼓吹進取精神
宣揚傳統美德
聯絡鄉情親情
竭誠為聖地牙哥、南加州、
美墨邊境所有華人讀者服務
7510 Clairemont Mesa Blvd. #108
San Diego, CA 92111
Cel: 858-610-2259
Fax/Tel: 619.331.0021
Email: wechinese@hotmail.com
Website: www.wechinese.us
ISSN 1942-4655

馬

發 行 人：馬 平
法律顧問：
強 Charlies Pierce 馬小龍

2016, Pegasus Media Inc.
06

August 2016 wechinese.us

親愛的讀者朋友：
本期給大家講述了三個“十年”的故事。
博華民族樂團就要迎來她的十歲生日。這個在美國少見
聖地亞哥唯一的中國民樂團，從最初的七個朋友在家裡自娛
自樂，發展到今天的五十多人、能演奏大型交響曲的樂團，
而且還成立了少年民樂隊，他們在傳播中國民族音樂、展現
中國文化藝術的魅力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今年九月，
博華將在鮑威演藝中心舉辦專場音樂會慶祝自己的生日。這
個音樂會是博華十年堅持成就夢想的慶典，讓我們以封面故
事的形式向他們祝賀，為他們喝彩！
也是十年前，在聖地亞哥，有一家書店問世，就是今天
的新華書店。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當年來雜誌社的那位穿
著藍色工裝褲的女孩許曉妮，當得知她的書店即將開張，帶
給我的是怎樣的驚喜！我也曾有同樣的夢想，是她幫我圓了
夢！請讀許曉妮撰寫的《十年“癡夢”細說從頭》（第23
頁），了解她十年來時曾經面臨了什麼樣的挑戰，是如何堅
強地把書店堅持下來，而且辦得越來越紅火的故事。曉妮，
作為好朋友，祝賀你！作為讀書人，感謝你！
這是個浪漫故事，也是一個傳奇。還是十年前，在南加
州的爾灣，有這樣一群朋友，他們是來自大陸不同地方的八
個家庭，相識多年後，偶然發現每家的夫婦都是原配，每家
都有一個或兩個七月生辰的壽星。從此，八個家庭每年七月
一起過生日，就成了他們的傳統活動，成了大家的期盼。請
讀何有才撰寫的《七月生日群，十年同慶生》（第47頁），
讓我們也為他們共同的生日獻上我們的祝福。
《不同法學路，一對父子兵》（第41頁）讓我感慨萬
千。父子兩代人，相隔二十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各自完
成了學業，通過了嚴苛的資格考試，成為美國加州律師。沒
有作為第一代移民的父親二十年來的艱苦奮鬥，就沒有兒子
一帆風順的健康成長；而兒子今天取得的進步，又激勵著父
親繼續努力。這是奮鬥在美國這片土地的華人的一個縮影。
在這個移民大熔爐裡，要想得到尊重，首先自己就要立起
來，這就是對我們的啟示。讓我們努力進取，永不言棄！

封面人物

夢想永存的博華民族樂團
——博華十年訪談錄
【博華民族樂團簡介】博華民族樂團
(Bohua Academy)誕生於2005年。2012年，
博華民族樂團被美國國家稅務局正式認定爲
501(c)(3)非營利文化教育組織。
博華民族樂團的宗旨：傳承中華古典藝
術瑰寶，弘揚華夏傳統音樂精神，傳播漢民
族器樂文化。
博華民族樂團服務廣大民衆和社區，豐
富了本地藝術文化生活的成績斐然!2010年首
次成功舉辦專場器樂音樂會；2014年1月博華
與ACCEF共同主辦導演了第八届ACCEF春節
慈善晚會；6月7日和8日舉辦第三届博華民族
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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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首先預祝你們九月二十五日在鮑威演藝
中心舉辦的十年音樂會大獲成功！請問你們這個音樂會
為什麼會定名為“夢想永存”？這裡的夢想是指什麼夢
想？
博華：博華十年的堅持是因爲有一個夢想的支撑。
這個夢想就是在海外傳播中國民族音樂，弘揚中華文
化，向世界展現中國文化藝術的魅力。
《華人》：說得好！請問十年音樂會上將會有什麼
亮點？
博華：亮點很多，大致來看有五點：
1，十年最優秀的音樂節目回顧，和博華樂團最新排
練的、首次登臺演出的音樂節目各占一定比例。
2，演出形式創新：打破傳統音樂會的演出方式。把
純音樂的民族器樂表演節目與其他的各種表演藝術形式
融合在一起。
3，世界多個民族的樂器，共同表現中國的民族音
樂。
4，著名藝術家和藝術團體共攘盛舉，其中包括著名
民族器樂演奏家，歌唱家，鋼琴家，舞蹈家，朗誦藝術
家，以及多個合唱團、舞蹈團等兄弟藝術團體，爲表現
博華的這台中國的民族音樂會，携手合作，共襄盛舉。
5，現代的聲光舞臺技術，創新應用，體現節目的舞
臺現代感。
《華人》：這麼一說，亮點不少，真的很期盼呢！
請回顧一下，是什麼原因，在什麼情況下，是誰，首先
提出了創辦一個民樂團的主意？
博華：2005年的一天，劉斌、王俊、涂馳、丁品、
胡頌雷等去參加UCLA的春節晚會，其中一個節目是二
胡獨奏。當時這幾個人聽了被深深打動，一商量就决定
每個星期天在涂馳家組隊合練。這幾個人裏面只有劉斌
是個樂器通，涂馳學過手風琴，其他都是樂器新手。請
教人家後知道，至少要有管、弦、彈撥、打擊樂才能成
隊。王俊、胡頌雷、涂馳就服從需要，分別成爲揚琴、
中阮和打擊樂“演奏家”。就這樣，幾個初創人懷著一
個既簡單又執著的夢想，開始了他們的音樂之路，當頭
兩個曲目《喜洋洋》和《金蛇狂舞》初彈成形時，大家
都非常興奮。
《華人》：請介紹一下，最初的博華是什麼樣子？
博華：是一個7人團隊，劉斌是藝術指導，涂馳是隊
長。他們平時在家自學、自練，每周日在涂馳家的客廳
裏排練。
《華人》：請簡單介紹一下這最初的七位成員的背
景，他們是從事什麼職業？
博華：最初的七名成員，有兩位已離開聖地亞哥，
其他五位還在博華。他們是劉斌（清華大學電子學學

博華民樂團第一次掛牌，全體團員合影。左起，（前
排）劉斌、丁品、張現新、（後排）王蔚屏、胡彭、金
紅、涂馳、肖紅、王俊、胡頌雷、孫璞琳。

博華每週排練，十年不斷。2008年9月在丁品、涂馳
家的客廳每週常規集體排練。
士，中國科學院電子學碩士，長期在移動通訊行業從事
軟件工程和管理工作，曾任資深軟件主管工程師/經理）
、王俊（獲得清華大學電子學學士和中國郵電科學院電
子學碩士，長期在移動通訊行業從事電子工程和管理工
作，曾任高級主任工程師）、胡頌雷（畢業於南京郵電
大學，獲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的科學與電子工程碩士
學位。長期在移動通訊行業從事射頻與微波工程師工
作）、涂馳（中國77級大學生，美國依阿華州立大學有
機化學博士。長期從事醫藥研究工作，資深科學家。目
前從事醫藥研究、生産的質量檢監測工作，藥物質量專
家）、丁品（下鄉知青，中國78級大學生，美國愛達荷
州立大學心理學碩士，猶他大學電腦學士。長期從事軟
件測試工作，當時是資深軟件工程師，現在在醫療儀器
公司任軟件質量主管經理）。
《華人》：呵呵，都是高科技人才呀！是什麼時
候、為什麼最後定下“博華”這個名字？
博華：剛一開始還沒想到起名字。2009年樂隊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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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跟金龍功夫學院在ACCEF第三届《心手相連》慈善
文藝晚會上合作演出，爲了上節目單就匆匆起了個名字
叫“鄉情民樂隊”。2010年丁品上任爲團長，在爲樂團
申請非營利機構的時候建議改名叫“博華民樂團”，因
爲那年樂隊一下子壯大了許多，從2010初春晚的9位固定
隊員到9月份的首届音樂會的13人，團隊這時候需要一個
叫得響的名字。丁團長和夫人涂馳在來聖地亞哥之前辦
過一個中文學校，叫博華中文學校。“博華”這個名字
聽起來比較響亮、大氣，所以就再創“博華”，採用了
這個名字。
《華人》：據說你們的第一任團長是涂馳，請簡單
介紹一下涂馳團長，為什麼是她成為創團的團長？
博華：涂馳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愛好音樂，在
國內時自學過手風琴。曾任博華中文學校的副校長，有
組織能力，待人親切，很能把人團結在她的周圍。因爲
排練在她家，她也就自然地成爲“召集人”。當時幷沒
有任何官銜，後來爲了公演，對外交流，她就成爲隊長
了，也一直得到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華人》：十年是個不短的時間，期間肯定經歷了
不同的發展階段，請簡要介紹一下每個階段最重要的標
誌或者事件？
博華：第一階段：2005-2009自娛自樂階段。爲了促
進提高，從2007起樂團開始參加社區的慶祝活動演出，
如：中秋慶祝會、多元文化仲夏露餐會，Balboa公園文化
節，主流學校舉辦的多元文化藝術表演會，也爲華人婚
禮及家庭春節晚會表演助興。2009年開始瞭解到聖地亞
哥每年有一個春節慈善晚會，爭取到爲武術節目伴奏的

角色。
第二階段2010-2012，2010年“博華民樂團”正式挂
牌。從小型社區演出，開始真正地登上了大型舞臺Poway
Performing Center。這期間，博華民樂團共辦了兩届由張
小南擔任導演的民族音樂會。過去博華只是一個完全由
業餘音樂愛好者組成的團體，在這兩次音樂會上，樂團
有幸開始有了學院派專業的音樂家和藝術家加入了演出
隊伍。他們是山東歌舞劇院的主演、主唱，著名女高音
歌唱家，獲得美國音樂學院雙碩士的馮偉女士，和音樂
學院教師，著名二胡演奏家陳中生先生。他們從外州搬
來聖市，參加了博華第一届的音樂會演出。從此，這兩
位藝術家，便與博華樂團休戚與共，風雨同舟，直至今
日。博華樂團在2011-2012年的春晚上，分別演出了民族
管弦曲《瑤族舞曲》和《春節序曲》。此時，博華從一
個只能演奏民樂小合奏的民樂小組，成爲了一個可以演
奏大型民族管弦曲的小型民族樂隊。
第三階段：2012年8月至今，由劉連祥擔任樂團藝
術的指導工作。博華民族樂團和全美華人文化教育基金
會（ACCEF）共同承辦了2014年度的聖地亞哥春晚。在
團長丁品的全力爭取下，博華樂團獲美國國家稅務局批
准，成爲了一個美國本土的非營利文化教育組織。樂團
開始了第一次爲少年團員頒發“社會服務總統獎”，第
一次爲樂團的在校學生頒發“博華獎學金”。樂團的少
年組從5人擴大到15人，博華也已成爲一個近50人同台演
出的民族管弦樂團。以劉連祥，張小南爲共同導演，楊
楠爲總幹事，陳芃爲執行導演的藝術和行政團體正在籌
備大型的專場音樂會慶祝博華十周年。
《華人》：看起來這十年間博華一步一個腳印，進

2016年1月24日在ACCEF春晚上表演精彩的《江月暢
想》，劉連祥改編自《春江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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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帆風順，但有沒有遭遇到任何挫折？
博華：有，小樂隊組成後三年多的時
候，隊員們開始感到再上一層樓的困難。
能表演的曲子都比較小，數量也不多。但
要想弘揚中華文化，團隊必須能拿出好節
目來，才能被聖地亞哥的春晚選上，才會
有機會被瞭解，從而吸引專業音樂人才參
加進來。
另一個困難是，有些音樂人才進來以
後，他們想要的跟博華的原則有衝突。在
博華，個人藝術展現的願望必須服從集體
演出的需要。還有一個困難是有些團員學
習樂器的時間不長，有的看不懂五綫譜。
《華人》：怎樣克服不如意的時候？
博華：初創時期，面對隊員水平停滯
博華少年民樂團參加第三屆美國華人青少年藝術節，左起，楊奕君
不前，涂馳隊長和隊員們都堅持排練，不
（隊長）、許嘉佑、王天悅、賽依玲、陳譽桐、趙星星、程宇宵、朱
言放棄。到2009年報名參加春晚時，當時
丹婷、李晨笛、Eric Wang、李羊、汪小瓏、張子晨、鮑容瀾。
的春晚總導演張小南發現了這個民樂隊，
家長和藝術指導的多年努力下，現在已經有15名小樂手
幷給予了大力支持。樂隊的堅持等來了原
了，他們個個琴藝高强，活躍在聖地亞哥社區的大大小
鹽湖城民樂團的團長張現新，他搬來聖地亞哥後找到了
小的舞臺上。
樂隊，他的加入解决了2010演出節目的問題。還有就是
每次籌備音樂會的難關都是高水平或種類重複的節目超
《華人》：對這些孩子們的期望是什麼？
過節目單可以容納的數量。做好取捨工作，團結一致是
博華：我們覺得傳承民族音樂文化也應該從娃娃抓
關鍵。藝術和行政領導堅持原則，大公無私，耐心地處
起，在如今這個多媒體充斥各個角落和知識大爆炸的西
理個人表演和集體需要的衝突。所有團員就願意配合，
方世界，如果能在北美長大的孩子們心中種植一棵民族
團隊的凝聚力就增强了。
音樂的小苗，將來肯定會成長爲中國民族音樂文化的參
天大樹。我們也希望這些孩子們通過視弘揚中華文化，
《華人》：是什麼原因能使這個民間的樂團堅持十
爲建設一個和諧而多元化的社會做出貢獻。另外期望他
年之久而勢頭不減日益興旺？
們在努力提高藝術修養的同時，積極參加社區服務，在
博華：首先是團員具有永恒的、深愛民樂的感情，
團隊學習領導、組織和計劃能力。迄今爲止，少年隊已
同時具有社區服務精神，熱愛博華團體；其次，具有奉
不負我們初衷，可謂碩果累累。樂隊成立以來累計應邀
獻精神的核心藝術家的加入，如：劉連祥，張小南，陳
登臺演出近30場／次，深受華人社區和主流社會的好
中生，張現新，劉斌和王蔚屏；再次，行政和藝術的分
評。少年樂隊至今已舉辦兩場專場音樂會，成功在美國
開管理，行政服務於藝術，容納和接收各個領域的不同
主流社會公演。樂隊經常應邀參加社區各類活動的演
人才。最後是發揮家長的積極性，吸收家長參與行政領
出，包括中國國慶63周年演出和博華音樂會等在內的大
導工作，如現任副團長楊楠，本次音樂會的執行導演陳
型文藝演出。2015年6月，少年隊應邀爲首次在聖地亞
芃，文學主筆唐粉玲等，都是少年樂隊的家長們。
哥舉行的MAKE MUSIC DAY慶祝活動中做開場演出。MAKE MUSIC DAY是一個全球有700多個城市同時舉行
《華人》：你們是什麼時候成立的青少年樂隊？是
的世界性的大型音樂節。少年樂隊還連續兩年參加了Sea
何原因成立的？
World的春節表演。特別要說的是，今年博華少年樂隊參
博華：博華少年樂隊成立於2012年。
民樂團出現
加了《華人》主辦的第三届美國華人青少年藝術節，他
在春晚舞臺上以後，聖地亞哥華人開始熟悉她，有家長
們的演出驚艶全場，受到了廣泛的關注。
也主動上門想要他們的孩子參加樂團。丁團長很快意識
到吸收少年團員與博華傳承中華文化的宗旨一致，所以
樂團積極地向社區民樂老師招收他們的學生。當時本地
學民樂的孩子們不少，家長積極性也很高，於是組建少
年樂隊馬上付諸行動，楊文清先生成為少年樂隊的第一
任音樂指導。最初少年樂隊只有5名團員，在各位團員、

《華人》：博華現在共有多少團員？加入博華都有
什麼樣的資格？具備怎樣的條件？
博華：現已注册、並積極參加常規排練和演出的將
近有50人。加入博華沒有門檻，凡是認同博華宗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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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博華精神，渴望爲傳播中華文化服務，能遵守博華的
規章制度的音樂藝術家或是有一些樂器基礎的音樂愛好
者，博華都歡迎。
《華人》：十年過後，請問博華還將有什麼發展計
劃？
博華：1、第一步是2-3年內發展成海外一個標準
的中型的中國民族管弦樂團：一個管、弦、打擊聲部齊
全，登臺人數爲50-60人的中型樂團。然後再一步發展成
80-100人的大型的樂團，將融合東方和西方的各個不同
民族的樂器和曲目演奏。
2、把中國的民族音樂推向華人社區以外的其他族裔
的社區，宣揚中國傳統文化。去美國主流社會的音樂會
演出正在規劃中。
3、與中國著名的民族藝術家合作，在美國推出中
國著名藝術家的海外演出，演唱會。《中國民族音樂名
家獨奏獨唱音樂會》已在籌劃中。與中國京劇院的著名
演員的演出合作：《王的女人》中國京劇民族交響音樂
會，正在溝通和進行中。
4、構建一個最公平的中國民族器樂國際比賽的平
臺。爲真正有才華的中國的民族器樂的青年藝術家，提
供一個公平的，擺脫金錢和人情關係束縛的國際展示平
臺。
《華人》：謝謝你們接受採訪，祝博華夢想成真，
取得更大的發展！

2010年9月19日在Qualcomm的禮堂預拌第一屆博華音
樂會，會後觀眾不離開，擠在大堂向演員表示祝賀。

2011年2月在丁品、涂馳家、博華每年一度的春節聚
會，站立著左3三起周小羅、曾照霞、吳曉嵐。

博華民樂團由劉連祥先生任指揮，第一次演奏民族管弦樂《瑤族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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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井”音樂學院
劉連祥
“ 天
井”，是北
方俗語，
即“大院”
的意思。我
的青少年時
期，正是中
國的十年文
革期間，學
校停課，沒
有大學教
育，自然也
不會有音樂
學院開課。
我就是在
那時候，在京劇團宿舍的“天井”大院裏，在樂團裏，
拜藝術家、作曲家、指揮家和演奏家爲師，學了十年音
樂，後來成爲了樂團指揮和作曲。
以下是我的“天井”音樂學院紀事年表。

一、六歲到十一歲：音樂生涯，從京劇起步
六歲：拜師烟臺地區京劇團鼓師馮先生學習京劇武
場。（京劇音樂分爲文場：吹拉彈；和武場：鑼鼓板鑔
等。我學的是後者，京戲打擊樂。）
多年以後，我曾創作並演出了大鼓/定音鼓獨奏《荷
塘雨絲》，和手鼓獨奏《奔騰》，其風格都留著我幼時
學習京劇武場的風格和韵律。
九歲，師從著名鋼琴家李緒良學習鍵盤樂。11歲，
自學吹笛子。

二、十二歲到十六歲：師從曲台老師，難忘“
徒步五百里長征”
十二歲，文革開始，學校停課。參加由市區五個
中學組成的烟中指揮部宣傳隊，擔任樂隊打擊樂手。遇
恩師，國家一級指揮曲台先生。此時最幸運的是與在樂
隊擔任指揮和作曲的國家一級指揮曲台老師相識。曲老
師是歌舞團的指揮和作曲。當時是文革時期，他在歌舞
團裏不參加任何派別，就受邀來烟中紅衛兵宣傳隊擔任

了樂隊的
指揮和作
曲。這是
我人生第
一次接觸
有指揮的
樂團和樂
團指揮。
曲台老師
是蘇俄音
樂體系培
養的軍隊
藝術團體
的 指 揮
家。他不
僅作曲、配器、指揮一身兼，而且多才多藝，中西樂器
無一不通:他曾擔任過軍樂團長號演奏員，也擔任過軍
隊民族樂團的揚琴演奏員，我見過他演奏的民族器樂就
有擂胡獨奏（大擂拉戲）、笙獨奏、笛子獨奏、揚琴獨
奏、鋼鋸獨奏……著名的笛子演奏家、山東省歌舞劇院
院長曲祥是曲台老師的小弟弟。他手把手教會了弟弟吹
笛子，並把他送上了藝術之路。
在那個特殊年月裏，我有幸結識和開始了與曲台老
師朝夕相處的日子。我們一起排練，也曾和樂團一起“
五百里長征拉練”:大冬天，全團從烟臺步行出發，用大
板車拉著樂器，目標青島。走村過鎮，白天“行軍”，
晚上演出。我們沒有一分錢，也沒有糧票，沿途却受到
農民們的大力支持和歡迎：殺猪煮麺……像伺候貴賓一
樣。
“要想會，跟師傅睡”。那個冬天，我和曲台老
師就這樣隨著樂團，一起走村過鎮，一起擠老鄉的熱炕
頭過夜……一起度過人了一生最難忘的“徒步五百里長
征”。
拉練回來後，由十幾個大、中、院校組成的“烟專
紅衛兵指揮部”成立了一個更大型的文工團，成員來自
個大中專院校和專業歌舞團。我隨烟中戰宣隊的一部分
成員和曲台老師一起轉去了“烟專戰宣隊”樂團，曲台
老師仍任樂團指揮和作曲。我還在樂團擔任打擊樂手。
那年我十三歲。
此後，我便開始了在老師的指導下的，開始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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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作曲和指揮的自學。曲老師提供給我所有的他使用
過的蘇俄音樂體系的基礎理論課程的書籍《音樂基礎理
論》、《作曲基礎》、《配器學》、《指揮基礎》、《
初級和聲學》、《中級和聲學》……
我打心底佩服曲台老師的才華，十八般樂器樣樣精
通。他寫的配器，既能充分發揮不同器樂最佳的特色，
又易於器樂演奏員演奏——因爲他自己就是一個出色的
器樂演奏員。爲學習民族器樂的配器，我在自學音樂理
論和作曲的同時，開始拜樂團不同聲部的專業老師，學
習樂團各主要聲部的樂器演奏。樂團的首席曲華信老師
是我的二胡老師；又跟烟臺藝術館的王金城老師學習琵
琶演奏；大提琴老師則是我們樂團的大提琴演奏員丁民
强老師。
那時買不起樂器。二胡，是曲華延老師送我的一把
舊的京二胡、絲綫、鐵鈎千金；跟王金城老師學琵琶，
開始是沒有樂器的，只好在上課的時候，使用老師的琵
琶，課後練習一邊走路，一邊用左手揪著上衣紐扣，右
手就開始練習琵琶的右手基本功，挑彈滾輪。後來，王
金城老師從單位的倉庫里找到了一把棄置多年品位不全
的琵琶，親自刻竹粘品，爲我修復了我的第一把琵琶。
學習大提琴更難。因爲大提琴是西洋樂器，是當時中國
的稀罕物，不僅我個人買不起，連找到二手或閒置的大
提琴都很難。爲學大提琴，是在樂團白天排練時的休息
時間，向丁民强老師請益；然後，利用排練期間的休息
時間，用丁老師的琴做大提琴練習。
直到我十六歲就業以後，我才擁有了第一把自己的
樂團級別的二胡，琵琶還是王金城老師送的那把。直到
我十七歲那年擔任樂隊隊長和作曲/指揮時，才利用“職
權”擁有了一把私人的大提琴，我的最愛。

三、十七歲到二十五歲：“被”分配就業
擔任樂隊隊長
十六歲時，全國開始學生回學校“複課鬧革命”，
而我一個初中生却“被就業”了！
那年我回到了學校，文化革命還在進行，但學校已
經軍管。軍宣隊進駐學校，要組織恢復上課。大家都填
了“複課升學志願表”。我也渴望繼續升學，以實現兒
時的大學夢。
然而，學校軍宣隊長却來找我談話，告訴我說，我
已經“被安排就業了”。這消息對我來說，如雷轟頂，
因爲那就意味著我的大學夢被粉碎了！
後來才知道，我“被就業”的單位，由國家機械
工業部正式批准的150人的“三綫企業”就業指標，成
立了一個文工團，目的是爲在邊遠山區國家重要的和機
密的“三綫企業”服務。他們事先做了有關我的情况調
查，而在我沒有填寫任何就業申請的情况下，“被”分
配就業了。
我記得先後參加這個藝術團工作的領軍人物包括管

理：福建省歌舞團團長兼黨委書記王銘芝；舞蹈：前衛
歌舞團的著名獨舞演員張蔭松、梁德惠（張蔭松後任北
京舞蹈學院民族舞蹈系的創辦人，民間舞特聘導師；中
央民族大學舞蹈學院、解放軍藝術學院客座教授，研究
館員，享受終生國家特殊人才津貼）；聲樂：前衛歌舞
團獨唱演員、歌劇《江姐》扮演者姚菊靈；話劇：長島
要塞司令部文工團副團長姜某；文字與編劇：著名作家
劉文惠（現爲江蘇省簽約作家，電視劇《生命樹》、《
國脉春秋》編劇，中國電視劇飛天獎，全國“五個一工
程”獎獲得者）；舞臺美術：北海艦隊司令部政治部著
名版畫和水粉畫家張先禮，等。
我當時擔任樂隊的二胡演奏員。樂隊負責人是一位
姓譚的吹笙的老師傅。
17歲，就在我在就業半年之後，樂隊隊長譚師傅調
往“三綫”建設基地甘肅天水。從那時起，我就擔任了
樂隊隊長、作曲和指揮。
17-25歲，在擔任樂隊隊長作曲和指揮期間，我爲樂
團的演出寫了一些音樂作品，其中包括數個大型歌舞，
歌劇《刀》（編劇劉文惠）——儘管作品大都是“革
命”和“政治”命題，但對我人生最大的的意義是： 我
有了在一個音樂和作曲的藝術天地裏學以致用的領地：
我寫啥，樂團就演啥。很愜意。
25歲恢復高考以後，我終於去上大學了，不過不是
音樂學院，而是中文系。畢業後，我又進法學院經濟法
系進修，最後的職業是經濟法律師和企業法律顧問。

四、到美國：從“打鼓的”到博華藝術文
員會主席
1991年我通過親屬移民方式來美國陪伴出國多年的
年邁父母。我在美國的工作是國際貿易和投資。
2011年，偶遇老友張小南。他告訴我， 他正籌備博
華樂團第一屆音樂會，但缺少一個打擊樂手，我當即表
示願意幫忙。當我進入博華樂團幫忙打擊樂的時候，樂
團沒人知道我叫什麽名字，大家都非常友好和親切地稱
呼我“打鼓的……”；當然樂團也有特別會說話的人，
就尊稱我“那個打鼓的師傅……”。
當時，博華樂團沒人拉中胡，所以我在打擊樂無
事的時候幫樂團拉中胡。博華樂團沒有大提琴，我就自
己花錢買了一個二手大提琴，成了樂團的第一位大提琴
手。也在樂團排練中彈過琵琶。
2012年，我開始爲樂團的管弦曲改寫配器，幷擔任
了博華樂團第一首管弦樂曲的指揮；後來，被任命爲藝
術委員會主席至今。
2016年年初，我向大家正式全面地介紹了我自己
及我的“天井”音樂學院的學習和十幾年的樂團工作經
歷。很多以往的故事，是無法在這個“紀事年表”中寫
下的。希望以後有機會，用文字留下那些有趣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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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博華首次專場演出
張小南
2010年9月19日，在幾個月的精
心準備後，博華民樂團成功地舉辦
了自己的首場音樂會。這場音樂會
是以“中秋，圓月，思親人，慶豐
收”爲主題的中國民族器樂專場音
樂會。
在這個首屆音樂會上，我們創
造了幾個第一：博華的第一次專
場音樂會；聖地亞哥華人社區的
第一次民樂專場音樂會；第一次
賣票的音樂會。在這之前，社區
的活動演出都是送票，觀衆們比
較多雜和吵鬧。一開始大家擔心
票賣不出去，根據過去的經驗，
我堅持一定要賣票，因爲，這樣
才能保證音樂會的質量。儘管我
們的演出時間與社區的國慶活動
有衝突，當天，不到三百人的劇
場還是坐滿了喜愛民樂的觀衆，
有些人是聽到消息後直接來演出
場地的，我們不得不額外再添加
椅子。
在嘗試與其他音樂會看齊方
面，作爲導演，我做了諸多的努
力。例如，我們成功地按時開演，
一改過去活動總晚點的毛病。事先
打招呼讓大家著中式服裝來聽音樂
會，使大家有一個中國式的音樂體
驗。精心製作的節目單上，每一首
曲子都做了中英文的介紹。沒有請
領導講話浪費觀衆們的寶貴時間，
沒有中間休息，節目緊凑，一氣呵
成。一小時30分鐘後演出準時結
束，觀衆們大有餘興未盡的感覺。
在舞臺效果方面我們請來了音
響師，租借來好的音響設備，增加
了追光燈，還專門借來大鑼用來演
奏簫獨奏《秋江夜泊》中的鐘聲。
追光燈的效果在照片中顯得黑了
些，在現場時實際上還是可以看到

周圍的環境。認真地爲每個曲子設
計了背景圖案，同追光燈一起給演
出營造出與樂曲相應的氛圍。
在節目設計方面，用合奏來開
場和收場，中間以獨奏節目爲主，
幷且突出介紹中國古典音樂。以
蕭和古琴的獨奏作爲這場演出的亮

作者的古琴獨奏《平沙落雁》
點，由我來演奏古琴名曲《平沙落
雁》。爲了使觀衆們適應特別慢的
古琴音樂，我刻意地將悠揚的葫蘆
絲重奏放在前面，接著是更慢的簫
獨奏《秋江夜泊》，然後才是古琴
獨奏。爲了營造演出氛圍，借來了
香爐，在演出前燃上了一柱香。古
琴的音量比較小，專門買來適合古
琴的麥克風，通過多次試驗找到了
最佳的麥克風位置。
音樂會當晚台下鴉雀無聲，
演員和觀衆互動非常地好，演出的
氣場更是超級棒，連小孩子都變得
異常安靜。古琴獨奏的時候，音響
師用了比較多的迴響，使得琴聲更
加遙遠、滄桑、空曠、輕靈，古琴
的聲音即清晰又透亮地充滿著整個
音樂廳。作家老丁在《華人周末》
的觀後感文章中介紹：“《秋江夜

泊》引導聽衆進入了一個寧靜的心
境，爲欣賞中國十大古典樂曲之一
《平沙落雁》創造了一個必備的心
理意境。舞臺的燈光漸漸地由藍轉
綠，夜深人靜，張小南先生出現在
盤香古琴邊，隨著他手指的緩緩撥
動，一曲悠揚的《平沙落雁》就像
點著的盤香一樣，陣陣清香撲
鼻而來，聽衆們也隨之品味到
《平沙落雁》古琴曲的輕、
平、淡、遠”。
古琴社的朋友清淨和興奮
地寫下了一篇古琴獨奏的觀後
感《泠泠琴音傳雁鳴》，文中
有這麽一段話：“青烟飄渺，
《平沙落雁》一曲終了。我仍
沉浸在寥廓江天與鴻雁共舞。
操縵者，張小南，洗凡琴社的
琴友，也是此次中秋民樂音樂
會的組織者。他於博華民樂社
和高通中國音樂社的表演者們一
起以滿腔的熱情，全身心地投入，
爲我們呈現了豐富多彩的中國古典
民樂的大匯演，給我們帶來了一次
賞中秋聽民樂的精神享受。”
演出結束後，觀衆們戀戀不捨
地留在大廳外邊與演員們攀談，久
久都沒有離去，社區Carmel Valley
News英文報紙也做了專門的報道。
這次演出的成功離不開聖地亞哥多
個社團的支持，所有團員和家屬們
的努力，是一個值得回憶的音樂晚
會。那個時候真沒想到博華樂團會
在劉連祥指揮的帶領下藝術水準日
益增長，演奏出多首大型民族交響
樂曲。在丁品團長的帶頭下注册非
營利組織，從那一次二十人的樂團
發展到今天五十多人的陣容。衷心
祝願博華繼續成長，有朝一日我們
也走出去訪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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