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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连载

爱上阅读悦无穷

甚解悦读

我
所
知
道
的
《
二
泉
映
月
》

我和阿炳认识，直接原因是住得很近。

我们家住无锡城里的图书馆路4号，与30号

阿炳所在的雷尊殿近在咫尺。

20 世纪 20 年代末，我和图书馆前的

一群童年伙伴常去雷尊殿大殿上做游戏，

到大殿对面阿炳矮平房内听他说新闻讲

笑话的时候，阿炳已经双目失明，以上街

卖唱为生。

当年洞虚宫雷尊、火神二殿合用的山门

日夜开着，门楣上有“古三清殿”砖刻。进山

门，甬道东侧是雷尊殿，西侧是火神殿。雷

尊殿在我小时候已经破败不堪，殿内供着雷

公、电母，两边是风伯、雨师等塑像。

阿炳的矮平房有三十平方米左右，屋内

桌椅残缺不全，床是竹榻，灶是行灶，可以说

是家徒四壁。

我们一家都非常喜欢音乐，我父亲六十

岁还在学拉小提琴。我上小学时，父亲就为

我买了把高档次的老红木二胡让我练琴。

因为在音乐上有共同语言，又住得近，所以

我们一家和阿炳交往较多。阿炳晚年时，我

做中医的舅舅陆同坤、我的哥哥黎松祥——

当时是无锡普仁医院的胸科主任，都曾去看

望诊治过阿炳的病。我跟阿炳之间，有二十

年左右的师友情、忘年交的历史。

阿炳当年总叫我的乳名松官，而要我叫

他阿炳。

阿炳个子比我矮一点，我是一米七六，

他在一米七二到一米七四之间。阿炳方面

大耳，鼻正口方，头上有个用小辫子绾成的

道士发髻。他脸色黄里透青，嘴唇上有几根

八字胡须。阿炳最引人注目的是歪戴在鼻

梁上的那副墨镜，墨镜的一条腿已经掉了，

只好用条细绳圈套在耳朵上，于是整副眼镜

就一高一低地挂在他的鼻梁上，让初次看到

的人哑然失笑。

我以为，二胡、琵琶、说新闻是阿炳的艺

术三绝。

阿炳现在是以音乐艺术著称于世，但是

在他生前，社会影响最大、最受群众欢迎、最

能说明这位街头艺人刚强不屈和峥嵘傲骨

性格的，还是他独创一格的“说新闻”。“说起

新闻，话起新闻，新闻出勒，啥府啥县，啥格

地方？”这是阿炳每次说新闻的开场白，然后

再正式开始，四字一句往下说。阿炳基本上

每天下午两点左右在崇安寺三万昌茶馆门口，

站在借的一张凳子上说新闻。他敢说敢唱，勇

于为劳动大众打抱不平。1950年我们为阿炳

录音时，没有把他演唱的那些嬉笑怒骂皆成文

章的“说新闻”录下来，实是一大憾事。

阿炳的琵琶技术，据他自己讲，是他父

亲华清和传授的。实际上他本人也勤学苦

练，善于学习。抗日战争前，著名的苏州评

弹艺人张步蟾来无锡的观前街蓬莱书场演

出弹词《双金锭》。张步蟾是琵琶好手，每逢

阴历初三、初六、初九，他在开书前总要先弹

一首琵琶曲酬谢观众。阿炳知道后，每次都

按时站在入口处，聆听他的演奏，琵琶弹完

开始说书时方才离去，风雨无阻。后来张步

蟾了解到情况，感其诚恳，向阿炳传授了演

奏琵琶的心得。阿炳的琵琶曲《龙船》实际

就是张步蟾教的。阿炳的琵琶技术就是这

样越来越好。在崇安寺的场子上，阿炳每次

必弹琵琶曲《龙船》，以此吸引听众。他每次

都将琵琶横放在头顶，高举双手边弹边解

释琴声所显示的音乐形象：“锣鼓敲起来

了，第一条龙船来哉，第二条又赶上来哉，

第三条龙船……”有声有色，煞是热闹。

阿炳的艺术三绝，绝中之绝是他的二胡

演奏技艺。阿炳的二胡技艺，可以说是前无

古人。

阿炳的二胡厉害在两根弦。一般人的

二胡都配用丝质中弦和子弦，阿炳却用粗一

级的老弦和中弦。两根弦绷得又紧又硬，手

指按弦非用足力不可。阿炳的双手满是老

茧，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左手的掌面以

及除拇指之外的四个指的指面上，处处是苦

练的标记。他所拉二胡的音色又糯又甜，而

且甜而不腻、糯而不黏。他的琴音嘹亮异

常，音波传递极远，根本无须借助话筒扩音

器等电声设备，当年只要一踏进崇安寺山

门，就能听到阿炳的胡琴声，崇安寺里很闹，

声音很杂，但是随便什么声音都压不住他的

琴声。阿炳的二胡声有股不可抗拒的艺术

魅力，瞬间便能引发听者心灵的共鸣，使你

的心潮随着乐曲的旋律而起伏荡漾，听过他

演奏的人无不有着“一曲难忘”之感。可是

这位身怀绝技的超人，在旧社会里始终湮没

无闻，没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我一直为阿

炳的怀才不遇而抱冤叫屈。

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我到南

京，在下关火车站工作。1948 年冬

天，我第一次和杨荫浏先生见面。杨

先生大我二十二岁，老家在无锡的留

芳声巷42号。杨先生作为著名的音

乐理论家，当时在南京古林寺前的国

立音乐院当教授。他对我特别好，记

得新中国成立前，南京兵荒马乱，他特

意叫学生把我从下关火车站宿舍接到

音乐院内，和他同住一个房间，这是后

话。认识杨先生后，经他介绍推荐，我

跟他的同事、著名二胡演奏家储师竹

先生学二胡。储先生是宜兴人，名气

很大，是刘天华先生的大弟子。

1949 年冬天的一天，我去储先

生那里上课。因为天冷，正式上课

前，我想先活络活络手指，无意间便

拉出了后来定名为《二泉映月》的这

首曲子的某一段旋律，并顺势拉了

下去。在一旁的储师竹先生听着听

着，认真起来，不待我拉完，忙说，停

一下，停一下，这是什么曲子？对储

先生突如其来的提问，我也感到奇

怪，就回答说，这是我们无锡的民间

艺人瞎子阿炳上街卖艺，边走边拉

的曲子。这是什么人作的，曲名到

底叫什么？储先生步步紧逼。我也

问过他好几次，他老是说瞎拉拉的，

没有什么名字。我这样回答。

你能把它完整地拉一遍吗？赶

快拉！储师竹先生迫不及待。

这首曲子我在无锡听得太熟悉

了，凭着记忆，我完整地把它演奏了

一遍。凝神屏气的储先生听完之

后，用异乎寻常的激动口吻说，这是

呕心沥血的杰作！绝不是瞎拉拉就

能拉出来的！

接着，储先生问我是否认识阿

炳，我告诉他，我们两家相距很近，不

仅熟悉，而且两人相处得也很不错。

储先生大感兴趣，那次没有上课，他

要我专门聊聊阿炳。

我把阿炳的家庭身

世和坎坷经历简单地讲

述了一遍，并告诉储先

生，除了这首乐曲，还听

他拉过其他几首……谈

话间，杨荫浏先生正好进

来，他听到我们在谈阿

炳，也插进来说，你们说

的这个华彦钧（阿炳道

名），也是我的琵琶先生，

我十一岁就向他学过琵琶，那时他只

有十七八岁，但已经是无锡城里有名

的音乐道士了；此人确实有才华，他双

目失明后，我还曾向他讨教过梵音锣

鼓。杨先生还对我开起玩笑：听你讲，

先前曾向阿炳请教过胡琴要领，这样

叙起来，我们还是同一师门呢！

我向两位先生介绍，此时阿炳

已长期在家休养，时常吐血，靠卖些

治“丹毒”的草药偏方，加上同居的

女人董催弟——很多地方写成董彩

娣，但应该是董催弟——的孩子接

济，勉强糊口度日。

杨先生听完后，深为其忧，要我

下次回无锡后，代向阿炳问好，并关

照我要设法尽快把阿炳的曲调全部

记录整理下来，不能大意失荆州，再

耽误恐怕就来不及了，一旦失传会

抱憾终身！杨先生神色凝重。储先

生在一旁也一再叮嘱。

这年清明，我回无锡见到了阿

炳，转达了杨荫浏先生的问候。阿

炳面色黄里泛青，比以前清瘦，不过

精神尚可。寒暄过后，我向阿炳提

出要听他拉一曲，并且指明要听他

以前每晚边走边拉的那支曲子。阿

炳几番辞谢，但经不住我一再央求，

终于拉了。那情景交融、如泣如诉

的旋律又一次深深打动了我。家喻

户晓的这么好的曲子，为什么不取

个动听的名字，而总是说瞎拉拉的

呢？听完后我又问。阿炳笑着说，

你以为我哄你？哪里有名字，又没人

想学它。我立即接话，我们都想学，杨

先生和我的老师储师竹先生都爱你的

曲调，叫我把它写成谱，将来介绍给音

乐院学二胡的学生，让它一直传下

去。你怎么把我的丑出到音乐院去？

阿炳不好意思。这不是出丑，杨先生、

储先生都非常赞誉你。真会是这样？

阿炳半信半疑。我对阿炳说，我已经

凭记忆把曲谱写出了小

样，并请求他再拉几遍，越

慢越好。阿炳听后又从头

到尾拉了两遍，我发现曲

谱小样除了主旋律的乐句

在第二次演奏中少出现一

次外，其余无甚差别。再

加上演奏用的弓法指法，

这首日后名扬中外的暂无

曲名的二胡独奏曲的初稿

便形成了。

回到南京后，我把记录的曲谱

请两位老师审阅。两位老师问我，

阿炳是否还有其他二胡曲，我说不

但有，还有琵琶曲。

我以前就想自己出钱陪阿炳去

上海唱片公司灌唱片，但他不肯

去。我向两位老师提出，曲谱记得

再好，也无法记录他高超的演奏技

巧，最好把音录下来。

杨先生听后说，他最近看到一

份音乐资料，说国外已有携带式钢

丝录音机，如果音乐院有的话，就尽

快去无锡。

但愿录音机能早日到手——我的

潜台词是，就怕阿炳等不到这一天了。

杨先生好像明白我的意思，十

分自信：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没过几天，南京和无锡同时宣

告解放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原国立音乐

院正式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并由

南京迁往天津，马思聪任院长。学

院成立了民族音乐研究所，杨荫浏

先生任所长，杨先生的表妹曹安和

教授和储师竹教授任研究员。约莫

是在 1950 年 6 月，储师竹先生告诉

我，音乐研究所已配发了从外国进

口的一台携带式钢丝录音机。

我立即写信给杨荫浏先生，反

映阿炳身体很差，建议速到无锡录

音。杨先生回信，称暑假就来。

我把这个消息转告阿炳。阿炳

听说要为他录音，只说这是混饭吃的

玩意儿。我反复劝说解释后，阿炳才

勉强同意：免得扫你们的兴，说我阿

炳勿受人抬举，让我试试再决定吧。

1950年8月下旬，杨荫浏、曹安和

两位先生回无锡过暑假。到了之后，

要我马上与阿炳约定录音日期，并要

我找一安静场所录音，以免杂音干扰。

阿炳已经很久没摸乐器，而且这

时他自己家中已没有可用的乐器。我

们帮他从无锡的中兴乐器店借来二

胡，曹安和先生则借给阿炳琵琶。阿

炳练了几天，以便录音时更有把握。

我的岳丈曹培灵当时在无锡佛

教协会主事，因此录音场所就定在公

花园旁边佛教协会所属的三圣阁内。

1950年9月2日晚上，我亲历了世

界名曲《二泉映月》最初的录音过程。

摘自《二泉映月：十六位亲见者忆阿
炳》，作者：黑陶，标题系编者所加

我和阿炳是发小

阿炳三绝：二胡、琵琶、说新闻

《二泉映月》最初的录音过程黎
松
寿

口述

这等享乐之风，最先从南方江

浙一带开始。由于得天独厚的地

理条件，这一带地区的百姓率先富

裕起来，吃食自不消说，服装穿戴

更是大胆，视种种禁令若无物。

初期，官民士庶衣物皆有限

定，违者论罪，后来不光是官民之

衣物混乱，普通民众竟敢于描龙绣

凤；起先，大红、黄色等颜色平民百

姓碰都休想碰，后来，非大红而不

华。女子之首饰，更是非金玉珠翠

而不戴，非绫罗绸缎而不穿。即便

是并不殷实之家，为了赶潮流之

风，抑或是为了充面子，不惜借贷，

亦置办几身能穿得出去的行头。

以致街上穿金戴银，吏庶同服。

毫无疑问，这是进步，体现的

是自由、平等的良好风气，然任何

事都有一杆秤，过头了便是奢靡，

看似丰富多姿，什么也不缺，实际

上物质生活提升了，精神生活则已

倒退。

服饰跟风之潮头一起，带动

了更多攀比、炫富之苗头。如婚

嫁、丧事、乔迁、生辰、升官、中榜

等事，逢事必宴，逢宴必随人情礼

金，收受礼金一事在少部分富人

的带动下，越随越高，以致明明不

过中等人家，随份子亦不敢寒酸，

结果几场宴席下来，一年之收入，

十去八九，端的是人前笑着装大

方，人后含泪咽咸菜，个中甘苦唯

自知耳。

此谓之地域效应，或由富人带

头掀起的攀比之风。

其次，乃名人效应。

何为名人效应？明之名士，标

新立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穿

不只是时尚而已，更可堪以放浪形

骸来形容。

前面在下曾说到，明初士庶的

头巾，不过四方巾或四方平定巾而

已。万历年间，有名士陈继儒，字

仲醇，号眉公，松江府（上海）人士，

工诗善文，与沈周、文徵明、董其昌

合称“吴派四大家”，其所著的《小

窗幽记》，与洪应明的《菜根谭》、王

永彬的《围炉夜话》并称“处世三大

奇书”。

眉公恃才傲物，放荡不羁，是

个极为潇洒之辈，当时的百姓，虽

也不一味地只戴四方平定巾了，有

晋巾、唐巾、宋巾、东坡巾等，眉公

则统统弃之不用，只取两根绢带束

于顶，行走起来既简单，又飘逸风

雅，更显读书人之气质。众人见

状，纷纷效仿，人谓之“眉公巾”。

后来其所食之糕点、所坐之椅子，

甚至所用之夜壶，无不灌以“眉公”

标签，被大相效仿。

头巾乃士子庶民必戴之物，风

气开放以后，各种款式层出不穷，

后又嫌款式不够新颖，则在巾环上

面嵌以玉器，或在两侧配以玉环，

以增别致之效果。

明之一代，最为流行之色为

红，上至官吏，下至平民，无不着以

红袍。后来似乎觉得大伙儿都着

红装，大同小异，无甚新意，则又改

良，在衣服上绣以花朵。更有甚

者，身披彩绘，绘着大大的荷菊图

案，招摇过市！

男子之衣服，穿红戴绿，描荷

绣菊，以艳为荣。列位看官，可敢

想象，大街之上，所行之男人飘红

带绿、争相斗艳之景象乎？

又有位唤作张献翼者，字幼

于，乃嘉靖年的国子监生，有才学，

著有《文起堂集》《执绮集》等传世，

为人放荡不羁，言行随性而为，上

面提及的身披彩绘，在衣服上绣大

大的荷菊图案招摇过市的，便是此

君。其唯恐言行不够诡异，出门时

要带数种颜色的假须，走一段路换

种颜色，前一里其胡须还是黑色，下

一里已为绿色，时人称“五色须”。

明人以美须为荣，张居正时常

以拥有一部美须而洋洋自得，然比

起张献翼随时切换胡须颜色，张居

正实不及矣。

然张献翼之举虽诡异，尚不足

新奇也，还有更加奇怪的。时人有

一首诗如是说道：昨日到城郭，归来

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何解也？此诗之由来，有一个

故事。

话说无锡有一位名士，唤作邹

公履，字德基，工于书画，性孤峭，

藐视礼法。其于应天府游妓院时，

头戴大红纱巾，内衣外穿，脚踩双

高跟屐，走路时，由于鞋跟高，屁股

左右摆动，实在妖娆之极。手里拿

把蒲扇，脸上被乐妓印了数个唇

红，嘴角含笑，洋洋自得。从妓院

出来时，已有七八分醉了，走起路

来，越发一摇一晃，满面春风。其

后面又跟了几位同伙，跟他一样，

都内衣外穿，扎红色头巾，这才有

“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之说。

见到这等怪异情景，也怪不得

有人去了趟城里，归来泪满襟。

此乃名士之举，然但凡一股大

潮流的形成，若无官方的推波助

澜，难成气候。再来说说官方人物

的时尚之风。 (连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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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
任何一个朝代，能在历史上屹立数百年，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若是有一王

朝，生活贫困，食物匮乏，且无福利，尚能存在几百年，那才叫咄咄怪事。因此，好
的方面，自不消说，而今人看史，则需要在古人的一言一行、一茶一饭之中，看到
今天的自己以及所生活的时代，以史为鉴，这才是今天写史者以及读史者真正该
去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