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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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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一部活的中国声乐史”的已故中国近代
音乐先驱赵梅伯先生，是二十世纪 20至 40年代中国
著名的声乐家、合唱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他是第一
个赴欧洲留学声乐、第一个将中国民歌介绍到西方的
人，也是第一个在欧洲乐坛上为中国人夺得歌唱头奖
的人，还是演唱古典、浪漫、近代歌曲和东方民歌的
第一人。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音乐大神，40年代初，在西
安创办了西北音乐学院，地址就在紧挨贡院门东边
的早慈巷，省立西安第一中学 （今西安市四十一
中）校址内。

赵梅伯（1905-1999），生于宁波奉化，早年名章
伦，号梅伯，以后一直以号为名。就学于比利时布鲁
塞尔皇家音乐学院，1936年回国，被聘为上海国立音
乐专科学校声乐系主任。他是中国现代音乐事业的先
驱者，二十世纪罕见的中国音乐教育家，也是少数能
将声乐与指挥合唱技能连为一体的专家。30年代初就
已经成为斐声世界乐坛的男中音歌唱家。

赵梅伯天性聪颖，天赋极高，小时候便能吹笛拉
琴，自幼念私塾，音乐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0岁时就
成为校园歌手。他不但是音乐天才，而且在体育上也
不输他人，上中学时是学校里的足球健将，网球、田
径方面都高人一筹。1921年，赵梅伯从宁波斐迪中学

毕业，考入沪江大学。在沪大“新生之夜”晚会上，
他被推派代表新生独唱，一往事事顺利的他，却在唱
完后不知因过分紧张还是老天爷给他提个醒，他竟在
台上摔了一跤，引得全场哄然大笑，从此“跌跤之赵
梅伯”便闻名全校。

这一跤，预示了他音乐之路的艰难，由于父亲竭
力反对他学音乐，并断绝了他在沪大的学费。为赚取
学费，赵梅伯做过“小贩”，到上海港的外轮上向船
员兜售中国的商品，为音乐老师做助理。实在无奈，
便辍学到杭州蕙兰中学作音乐教员，还在外国人组织
的合唱团中担任独唱演员，又指挥杭州最大的教会合
唱团——杭州乐正社合唱团。就这样，他一边教书一
边学习音乐，同时并修完了沪江大学的学业，于1927
年获得学位。

这一跤，让赵梅伯走过青春，走过艰难，初露头
角。1929年，24岁的赵梅伯应德国高亭唱片公司之
邀录制唱片，演唱中华民国国歌（国民党党歌），并
向全国播放。并与上海音乐界知名人士一起发起成立
上海音乐协会，后来还被推为协会组织部主任兼声乐
科主任。

这一跤，还把他跌进了世界最高音乐学府之一的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这个学校，投考
极难，而赵梅伯竟被录取于正班（非外国人班），成
为当时第一个学声乐的中国人。

这一跤，让他参加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公开考
奖，也历尽坎坷。这种公开考试，极其严格，惨苦无
极。只有满分考取头奖，才能毕业，考分获二奖，需
再练一年后重新考试。他前两次皆与头奖失之交臂。
终于，第三次他抱病参加并获得头奖 （罗雷亚学
位），兼获爱尔乾奖学金。华人在欧洲最高学府中学
音乐而享有此殊荣的，赵梅伯为第一人。

1934年2月，赵梅伯应邀赴美，纽约全国广播电
台 NBC · WEAF为他举行广播音乐会。这是美国人

“第一次听到如此知名的东方人的演唱”。之后，在美
国纽约等数十座城市举办独唱音乐会，在美国掀起了
赵梅伯热。60年代末他再赴美国，还荣膺“美国杰出
教育家”称号。至此，他终获大名，成为享誉中外乐
坛的音乐大神。

1936年，赵梅伯由欧美载誉回国，被萧友梅聘为
上海国立音专声乐教授及主任。抗战期间，上海沦
陷，当时被困上海的赵梅伯，坚守民族气节，绝不卖
身投靠日本侵略者，他拒绝了南京汪伪政府要他就
任南京音乐院院长职务的邀请，随后便携妻女秘密
逃离上海，冒着生命危险，闯过一道道日军封锁
线，千里跋涉，辗转到达西安。在西安他创办了西
北音乐学院，开始了他把音乐之花播种西北大地的
又一个光辉时期。

西北音乐学院是在当时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创
立的，并得到西安当地军政要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当年西北音乐教育极其落后，一千零
八所中等学校，音乐教师约有三分之二没有受过正规
训练。因此，西北音乐学院对于发展西北音乐教育，
更负有重大使命。学院于1943年8月开始招生，学生

多为沦陷区逃亡出来的。凡考试主科能达 80分以上
者，均享受免学食费等优待。他的办学宗旨不只是培
养人才，而且更注重提高西北音乐教育水平，因此，
在设立专修科的同时，还设有师范科。日军占领上海
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被迫改为汪伪国立音乐学
院，不少爱国师生愤然离校，相继流亡到西安，使学
院充实了一批高质量的授课老师，令赵梅伯和学生感
到十分欣慰。

西北音乐学院自 1943年建立到 1946年抗战胜利
后停办，时间虽短，但对西北地区的音乐教育却起
到了无可估量的、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培养了一批
像张树楠这样的音乐人才。在三年时间里，该院曾
在西安多次举办音乐会。学生演唱的歌曲都是欧洲
最高尚的音乐，有法文、英文、意文和中文的歌
曲，有古典的，也有最新派的作品；有神曲，也有
歌剧。有人称赞赵梅伯创建并苦心经营的西北音乐
学院是“西北荒漠土地上的一棵音乐萌芽”，称他是

“一位不愿屈服在敌人统治下的文化英雄”，并把他
誉为“一部活的中国声乐史”。他著有《黄钟史》，
较早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音乐及历史。他的《唱歌
的艺术》是中国声乐专著中既深入浅出又富有较高
实用价值的作品。

1997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庆贺赵梅伯先生从教
70周年活动上，中国文联主席、作曲家周巍峙为赵梅伯
题写了“歌坛耆宿 乐苑益师”的贺词，上海市音协主
席、作曲家桑桐题写了“梅香隽永 柏树常青”的贺词。
而赵梅伯在西安早慈巷创建并苦心经营西北音乐学院
的光辉事迹，对于现今的西安人来讲，可以说知之甚
少，想起来，确实惭愧得让人汗颜。 □朱文杰

赵梅伯

■往事

■钩沉

2019年底，中国在迎接春节的同时也遭受了新型
冠状病毒的突袭，2020年 1月 30日，WHO宣布新冠
状病毒的袭击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事件已经从
地方性事件演变为全球性事件。根据2月20日的数据
统计，全球累计确证 75753例，亚洲、欧洲、北美
洲、非洲和大洋洲等都出现了确证病例。为了更好地
了解历史上如何对抗灾难，很多学者回顾了病毒与人
类社会的历史、文学和艺术文本。历史文本作品很好
地记录和总结了过去对灾难演变、治理机制和复杂人
性；而文学与艺术文本则通过小说、影视呈现了人类
面对灾难来临的恐慌变化。但是，各类文本终归还是
充满了虚拟和想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突出了灾难和人
类面临的恐慌，最后通过英雄出场拯救了世界。今天
读这些文本远不同于在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读它的感
受。如今现实让我们变成了文本中的主角。我们在疫
情之中，阅读着表达灾难的文本。

面对病毒侵袭，人类的情感会经历多次变化：漠
视、如临大敌、恐慌、抗争、希望。2019年 12月中
旬，发生在武汉的零星病例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
意。很快，由于疫情变化太快，中国发布抗疫指令，
全国上下行动起来，将病毒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打响
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毕竟，这是关乎到生命的关
键。保卫人类生命、保护人类自身是生命伦理的首要
原则。在病毒的迅猛来袭和各种消息满天飞的情况
下，个体的恐慌不可避免地发生……我们已经从抢购
口罩、双黄连中看到这种迹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面前，专业一线医疗人员冲在了第一线。无论
如何，人们都希望以及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但是从
根本上来说，这场战争没有一个最后的赢家。人与
自然是矛盾的统一体，此消彼长。对于人类而言，
自然的发怒对于人类而言都是特定意义上的灾难，
但又会留给我们特定的东西。正如《鼠疫》作者加
缪提到的，知识、记忆是则我们灾难留给人们的两
样重要东西。

从知识角度看，我们需要最快地获取到确定的知
识，以便为人类抗争提供必要的知识。我们能够通过
认识病毒而获得新冠病毒感染的病原学、流行病学、
发病机制、疾病防治等科学知识。此外，还有各类与
重大疫情与公共危机的认知、应对以及治理机制相关
的社会科学知识也会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在这场抗争
新冠状病毒的斗争中，科研人员无疑意识到了这一

点，通过数据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根据Nature的一
个统计数据，截至到 2019年 1月 30日至少 54篇关于
新冠状病毒的研究论文发表，这些论文大多数涉及病
毒的病原体及传播机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也出现了
很多不和谐现象，比如论文发表与疫情控制之间的矛
盾。论文数据共享与使用的争议来自有问题的数据
观，有两种固有的数据观需要反思。第一种是数据只
是无意义的、素材。但是，数据本与生命意义相关，
是生命及其意义的外化物。数据使用前需要遵循必要
的伦理原则事实上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第二种是数
据是资源。在这种数据观的引导下，出现上述争议就
变得可以解释了。然而，数据不仅是当下的资源，更
是留存和重构过去的数据记忆，合伦理地使用这些代
表生命个体的数据就变得紧迫起来。

另外，灾难也提出了很多与记忆有关的问题。首
先从记忆类型角度看，两种记忆形式会被强化。首先
是灾难记忆。灾难中，个体与国家都面对不同形式的
冲击。对于个体而言，自身遭受到的痛苦以及感受到
周围情况导致的心理创伤会演变为创伤记忆；对于国
家来说，当灾难过去，整个事件以灾难记忆的形式演
变为集体记忆的一个部分，与其他灾难记忆融合在一
起内化为国家社会记忆的一部分。其次从记忆数据化
角度看，记忆以数字、数据的方式永远存在于虚拟空
间。通过自媒体、网络我们看到各类数据信息飞速流
动，超过10万+的帖子层出不穷。各种数据文本都是
某种民间情绪的数字表达。这些文本滞留在网上，被
存储在云端，可能今后难以找寻，却可以在理论上永
远存在。这让不同的主体会陷入到希望遗忘与被永远
记住的矛盾中。再者从记忆效果看，记忆强化会成为
不可忽视的方面。根据一般记忆理论，伴有强烈情感
的事件会记得更牢。灾难无疑是最典型的一个形式，
灾难产生的各类情绪会强化记忆本身。灾难引发了明
显的个体恐慌，其结果是让灾难记忆变得更加牢固，
甚至某些伤害细节会严重影响个体的健康心理和社会
稳定。这种伴随恐慌情绪的记忆行为需要成为日后抚
平的关键。最后，从记忆伦理角度看，需要我们思考
什么会被记住和遗忘。灾难过后，我们该记住什么？
不能遗忘什么？将什么样的事件、将什么样的人物作
为未来记忆的对象呈现出来，这将成为记忆伦理需要
思考的问题。那些逝去的个体生命、那些奋战的身影
应该被记住。那些不应该被遗忘的，则应该以反思对
象的形式成为理性批判的对象。

不过，上述通过灾难获得的两样东西可能在哲学
家的理性面前显得有些脆弱。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演

讲录》指出，人类从历史和经验中学到的东西，就是
人类从来不会学到什么。但是，换个角度看或许我们
会得到更多的东西。对他的观念深入分析就会发现，
人们学到的绝非过去事物的复制性知识，而是有助于
我们理解自身生命的知识和记忆。就知识内容而言，
我们获得的知识需要加以区分。那种针对病毒进行的
研究而得的经验知识，应该使得我们有效地对抗疾
病，而并非成为某种炫耀的产物，从美好愿望的角度
出发，我们不希望这种知识再次被启用；那种基于
病毒防范和治理而得的实践知识形成的制度建设、
直报系统在面对新危机时可以做到迁移性应用。就
知识生产而言，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面对，知识生
产过程中的数据伦理争议使得知识伦理可能会成为
新的问题。另外就记忆而言，我们会遭遇必然的遗
忘。集体记忆的消退是必然的却常常被忽略。当我
们遭遇到重大事件冲击的时候，这种记忆伤痕会随
着时间流逝和其他外界因素影响而逐渐消失。克里
斯汀·卡恩迪亚 （Cristian Candia） 已经从交流记忆
和文化记忆两个角度揭示了集体记忆衰退的机制
（《集体记忆和注意力的普遍衰退》，2018）。从记
住什么的角度而言，是这样的。任何一个经验性的
记忆内容总会被新的记忆内容干扰、取代，旧的事
件也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远去。但是，这又构成
了我们自身我们面对过去的不同方式，忠实、改
变、对抗、逃避和直面成为众多可选择的、面对过去
的方式。

除了上述知识和记忆，我们还可以重新反思快速
生活的问题和生命自身的意义。此次病毒疫情让我们
能够反思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从目前数据看，特大城
市成为疫情增长最快的地方。应该说，这也是现代城
市快速发展的一个风险后果。在人员、信息、技术高
度集中且飞速流动的城市，病毒也是如此快速地传
播。此外，我们通过灾难获得了重新反思生命自身意
义的契机。当下由于疫情而产生的隔离是一种我们从
未经历过的生活状态。这种人为的隔离根本上是为了
对抗疫情，让疫情传染风险降至最小。刚开始很多人
对隔离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一定意义上，隔
离能够让我们原有生活节奏加上休止符，获得一个时
间和空间来认识生命构成，重新认识到与家人、他者
相处的意义。正如《鼠疫》里面描写的，从前在母亲
身边生活的儿子很少注视过她，如今他们在勾起他们
回想联翩的母亲脸上的皱纹里却注入了他们全部的关
切和悔恨。借助这一中断，我们获得的是重新领悟生
命意义的可能性。 □杨庆峰

“但愿来生我们终日在一起，每
天每天从早晨口角到夜深，恨不得
大家走开。”翻译家朱生豪在致爱人
宋清如的信中写道。

你也许以为写信者是热情的性
格——事实上，他幼年失怙，家境贫
寒，兄弟三人由早孀的姑母照顾。
在世人眼中，他性格清孤。若无知
己，他宁愿八百里雾野，独自蹀躞。
但他遇上了爱人宋清如。朱生豪
说：“我爱你就像爱一首诗一样。”

结婚后，夫妻二人回到嘉兴，日
子窘困，可依然美满。朱生豪“闭户
家居，摈绝外务”，一门心思在家翻
译莎士比亚。1943年春节，清如回
常熟娘家过年，住了近一个月。雨
天，朱生豪等清如返家，后园有一株
杏梅，花瓣被雨打湿，他每捡拾一
瓣，就在纸上写一段思念的话。待
清如回来，花瓣已集了一大堆，其中
一段是：

昨夜一夜我都在听着雨声中度
过，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夜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
同，或者一同在雨夜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可是这
雨好像永远下不住似的，夜好像永远也过不完似的，一
滴一滴掉在我的灵魂上……

这样的乱世雨夜，这份系念使得再冰凉的雨水也只
衬出皮肤底下的温热。

“事实上你已成为我唯一的亲人了。”“接到你的信，
真快活，风和日暖，令人愿意永远活下去。世上一切算得
什么，只要有你。我是，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孩童般
的喜悦、亲昵，一片赤诚。他称清如的信为“续命汤”，说
世间的苦不算什么，因为他的灵魂不曾有一天离开过她
——爱，即是灵魂的求索和依傍，在那儿，在伸手可及处，
有个与自己心灵相契的人，除了他（她），我们无别的想
望，如追光灯罩着一人，周围人物皆隐退。一切都是晦暝
布景，只有他（她）是可视的。

“今后不再说诳话欺骗自己了，愿意炼成一个坚强的
钢铁样的信心，永远倾向着你，当我疲倦了一切无谓的游
戏之后。我不愿说那是恋爱，那自然是比恋爱更纯粹的
信念。我愿意懂得‘永恒’两字的意义，把悲壮的意义放
入平凡的生活里，而做一个虔诚的人。因我是厌了易变
的世事，也厌了易变的自己的心情。”朱生豪信中的这段
话描述了超越“男女之欢”的一种爱：借对方承载自己对
人世的信与望。

笺短情长，在那个没有电脑手机的时代，有什么比书
信更助于一段爱的送达呢？“乡下人”沈从文亦是以书信
获取张兆和的芳心——“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
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
龄的人。”仅此一句，流芳百世。

婚后，在《湘行书简》中，沈从文夫妻仍是如胶似漆，
卿卿我我，写信以“三三”“二哥”等相称，让人称羡。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
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
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
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
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尽管后来婚姻生活起
过一些涟漪，但两人始终相敬如宾，共同走完了漫长的
岁月。

还有瞿秋白，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之一，学贯
中西的文化人，在铁骨铮铮背后，对妻子杨之华亦是一腔
柔情。1929年他在苏联治病休养期间，写给妻子的信用
情至深。

亲爱爱：
……稍稍休息几天之后，这种有力的爱，这整个的爱

的生命，立刻又开始灌溉他自己，开始萌着新春的花朵。
我俩的心弦之上，现在又继续的奏着神妙的仙曲。……

6年后，他慷慨就义，时年36岁。
每一封信笺中，都跃动着一个真切的灵魂，记录着一

段见字如晤的亲密交流。
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里

记录有这样一幕：
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从鼓

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
地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
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
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如果没有当年的那一封信，就没有这感人至深的一
幕，文学史上也不会留下这段动人的佳话。

一代人有一代人表情达意的方式，从结绳记事到电
子通信，科技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老父亲老母亲们都
学会用微信了。从“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到“车，马，邮件都慢”，一切通讯的周折成为过去时，就连

“写”这个动作都被语音和视频替代了。
虽然多了高效便捷，但是我们疏离了笔墨纸笺。定

期清理的短信、微信与频繁更换的手机，使那些存在过的
互通款曲、惦念与分享，那藏在琐碎家事中的时光，如风
中之叶，零散缥缈。于是，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那些“两
地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笔财富。

一纸笺书，有时只为写下那一个名字。横竖撇捺，
点提钩弯，那是你的名字。台湾诗人纪弦写过一诗：“用
了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轻轻地唤你的名字每夜每夜/写
你的名字，画你的名字/而梦见的是你发光的名字……”

信，是纸上的山河与故乡，安放着苍茫世间人们相互
慰藉的灵魂。 □陈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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