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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批文艺界青少年学子两条渔船入东海捉带鱼，以弥补学员们体力消耗

大、营养不足。“那个时候，一个月两斤猪肉、三斤巧克力，有时候还

能发两条带鱼，生活保障很不错。”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发

下来的带鱼成了给家人的礼物。除了这个“亮点”外，其他的印象都是

在学习和排练。每天早晨六点起床练习乐器，上午上文化课，下午如不

去老师家上乐器课，就会练到晚上，每天六到八小时的练功。“冬天天冷，

呵气成水，练习完了，身前必定有一滩水。”

青年，改学洞箫古琴

1963 年，郑正华以满分毕业，与俞逊发、汤良兴等八名同学入选上

海民族乐团。1964 年，随乐团下放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被

三五百人挖河泥筑河堤的人海大战所震撼，脑海中马上浮现出曲子旋律，

在河堤上用纸记录下来。依此旋律，1965年，郑振华创作出笛子独奏曲《夺

丰收》，并在第七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专演并录制唱片。同年，

郑正华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笛子是郑正华三项专业乐器中结

缘最早的，至今他每日仍在练习。由他编曲的《丢丢铜》、《高山青》

是中国及国际笛箫比赛的固定曲目。

郑正华常说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专业学习都能跟从大师。1962 年

上半年，时任上海民族乐团第一副团长的孙裕德先生招收郑正华为徒。

“当时号召老艺人按照旧规矩招收徒弟，我们都是按照过去的规矩行拜

师礼，《新民晚报》还来拍照采访，做了报道。”

郑正华：民乐家、作曲家、教育家，擅长笛、箫、古琴，

1946 年生于上海，1963 年进入上海民族乐团，1965 年

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1981 年末来到温哥华，

受 UBC 大学邀请举办演奏会后，以特殊专业人才留居

加拿大，成为 UBC 大学的民族音乐客座教师。1983 年，

用加拿大本地木料制作出的古琴被加拿大博物馆收藏。

1988 年始在台湾从事民乐教学和推广及作曲、编曲、演

奏、指挥。2008年担任台湾亚洲研究院古琴研究所所长。

已出版笛、萧、古琴演奏专辑 12 张。为笛、箫、古琴

在中加两国的普及、传承做出卓越贡献。

郑正华小传

少时，拜师“中国魔笛”

在郑正华的童年记忆中，最鲜明的是观看博物馆与各式各样的

艺术展览，而这对于 1950 年代的上海市民并不寻常。能有如此特

别的际遇，是因为“我们家里孩子多，有六个，妈妈嫌小孩们在家

吵闹，爸爸便常带我们出去。”父亲是花布设计师，参观展会以了

解艺术动态是工作中的重要内容。父亲和两位伯父从事艺术设计是

受家族影响。

慈溪郑氏是宁波名门望族，族中不乏状元，故宅中“进士第”匾额仍在。

郑氏拥有仅次于“天一阁”的藏书楼“二老阁”，亦曾为浙东学术中心。

清末第一位出国考察茶叶种植及生产的官员郑世煌即出于郑氏一族。族

亲多活跃于文化、艺术界。家族风气及幼时起艺术的浸染也对郑正华影

响深远——促使他踏上音乐道路，让他的生活志意与艺术难以分割。

小学四年级时，一位学长义务教低年级同学吹笛子。“一两毛钱买

的竹笛”开启了郑正华的笛子生涯。学长教了基本指法后，郑正华迷上

了笛子。“放学后就拿着笛子练习。家里吹不了，在楼道里吹，邻居嫌吵，

就去虹口公园吹。公园的游客有时候也嫌吵，让我离远一点。”无论怎

样被驱赶，吹笛子的爱好也未断绝。幸而，1958年考入上海学生艺术团，

每周能在青年宫组织学习、排练。在青年宫时，郑正华的笛子演奏初露

头角，代表虹口区参加艺园会演出。

两年后，上海民族乐团成立学馆，招收二十余名学员，郑正华被选

中继续深造笛子。选中郑正华、并作为其笛子老师的伯乐是笛界的一代

宗师、演奏家、作曲家、南方笛派的代表人物陆春龄。陆春龄是上海民

族乐团的筹备成员及笛子独奏演员，曾担任上海江南丝竹学会会长，被

誉为“中国魔笛”。

入学后，14 岁的郑正华竟能分担家用的负担——乐团管吃管住，每

个月18元的补助对困难时期的家庭真是解燃眉之急。陈毅去上海视察时，

顶图：2017 年参加上海音乐学院陆春龄先生从艺 75 周年纪念活动，与陆春龄老

师在上海音乐学院合影

上图：1980 年在張子谦老师家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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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禾中学把古琴作为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求学。这与课外班不同。

来上课外班、找我学琴的孩子，是自己想学才来拜师。开大课时，一些孩子

没有学琴的想法，不愿意学。刚开始上课，不少孩子不听，干什么的都有，

还有在地上爬着玩儿。我不急，我也不批评他们。我就说，‘大家请安静，

不想听课的同学可以出去玩儿，不要影响老师给其他同学讲课。’我在讲台

上弹琴，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渐渐地就吸引了孩子们来听了。一周教一次课，

一年后，有的孩子考琴可以考到八级。毕业音乐会就是他们演奏古琴。”

这些从小习琴的孩子，长大后，许多也投入到古琴事业中。陈守信

是个中翘楚。11岁时跟着郑正华学琴，习琴不缀，大学专业读了会计系，

毕业后仍转回到琴界。郑正华对陈守信不仅是启蒙老师，还扶上马送几

程，带领去厦门考级（陈守信获第十级 A），推荐他去道禾中学任教、

登台表演、参加比赛，为陈守信奠定了以古琴为事业的基础，拓展了道路。

2017年，陈守信参加上海“国际古琴艺术节”弘琴杯大赛获青年组银奖，

郑正华获得优秀教师指导奖。

即使不在学校任教，郑正华仍与学校、学生保持着联系。如2011年，

他带领弟子及道禾中学的学生们去参加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琴考级的

第一届考试。“我与学生们和学校的联系没有间断过”。领不领薪金不

重要，郑正华珍惜的是可以让他展示、传播古琴的平台和机会。笛子和

洞箫是他的挚爱，而古琴是他内心最深的牵挂。

文革动乱，肝胆护恩师

藉由洞箫及琴箫合奏，郑正华有了古琴之缘。“琴箫合奏中，吹箫

的要懂得琴曲，明白曲意，知道琴师下一步要弹什么、怎么弹，才能让

箫声配合。”1960 年代，郑正华加入了今虞琴社。今虞琴社由查阜西、

彭庆寿、张子谦成立于 1936 年，张子谦任上海分社社长。

张子谦师从广陵派第九代传人孙绍陶，与查阜西、彭庆寿等同被称

作“二十世纪后无来者之古琴大师”。张子谦“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

孙裕德以洞箫和琵琶闻名，1925 年，以孙裕德与其他几位民乐家

为骨干的“宵乐团”既已活跃在上海的音乐舞台，对国乐界影响重大。

1938 年，孙裕德参加“中国文化剧团”赴美国三十多个城市演出，揭露

日本侵华的暴行，并展示中国传统文艺。孙裕德被称为“箫王”，出版

了第一本关于洞箫演奏的专著。他的洞箫吹奏非常独特，箫声浑厚、含蓄、

优雅，擅长与二胡、古琴等其他乐器合奏，凸显中国式复调音乐之深邃

意蕴。孙裕德与张子谦的琴箫合奏数十年是上海民族乐团的保留节目。

郑正华跟随孙裕德学习洞箫及与古琴合奏。箫音如何能穿插在琴声

中相得益彰，是技术难题，也是心态难题。一般的乐器演奏者皆以独奏

为要务，而郑正华是甘为绿叶。“1963年刚进入乐团后，我们去武汉演出。

那时，首场演出的阵容是最强大的，主要演员都要登台。演出后，按惯例，

团里领导和骨干都会与当地文艺界人士座谈，讨论我们表演中的得与失，

哪些好，哪些不好。那次演出后开会，我正和团里的年轻人在外面玩，

团长出来喊我，很兴奋地对我说，‘武汉当地艺术家评论，整场演出《春

江花月夜》中吹箫的年轻人最好，控制自如，大有可为。’刚登上舞台

就受到肯定，我当然很激动，立志要更加努力，同时也恍然大悟，乐器

合奏中一定要有做绿叶的心态。”

出师带徒，桃李满天下

甘为绿叶的心态令郑正华能完全继承孙裕德的衣钵，专心于琴箫合

奏的发展，也支持他数十年倾囊而授地带学生、帮助年轻人进步。“我

希望学生们都比我强。雏凤清于老凤声才好。那样艺术才会传承，也才

能进步。”从 1982 年，郑正华开始教课带徒。1985 年始在 UBC 担任

客席民族音乐教师三年，1988 年始在国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任客座教授

三年，1990 年始在台湾道禾学校中学部教授古琴三年，2004 年担任台

湾中兴大学通识教育《艺术与人生》课程演讲导师，2012 年担任台湾南

华大学任客座教授。

四十年授课，桃李满天下，其中道禾的中学生和高足陈守信颇具代表。

2018 年在台中为曾任教过的道禾国中古琴学生演讲后合影

否则别想要琴。我那时也年轻，我想我长得又高又大，就算打架，也不

是一下子就被他们打到的。我是死也不会让他们把琴砸了。”勇者无惧。

拼了命要保住老琴，老琴真的被保住了。文革后期，郑正华听说了工作

组要去“抽查”张子谦住所看他是否“封建四旧势力沉渣泛起”，便告

知老师那几天不要抚琴。几天后，工作组突然检查了张子谦，看到他未

抚琴而“过了关”。

文革后，郑正华将四架老琴完璧归赵交给张子谦。“有些人以为我

为老师做了这么多，会拿老师的东西。根本没有。我手里唯一的老师的

物品是一套琴穗，还是我出国前，用自己的一套琴穗和老师换的。我想

带着留个纪念。”

正式拜师后，每周去老师家几次，老师授艺，师徒交流、切磋。回

忆恩师，琴艺之外，郑正华认为老师的高风亮节对他的影响甚重。“老

师是一身正气。跟着老师交往几十年，更让我认识到，我们内心应该通

过修行，像老师这样做人。”有时发了工资，郑正华给张子谦送去两瓶酒、

一条烟作为敬师之礼。出国后，他嘱咐夫人每个月都要照办，到夫人出

国团聚。尊师如此，爱友亦如此。有位阿姐对郑正华帮助不少，投桃报李，

搬家时，郑正华和夫人商量，将父亲早年收集来的满堂红木家具留与阿

姐。

张子谦、孙裕德、陆春龄这些成长于民国时期的老先生们，传艺的

同时，也将“民国范儿”传给了郑正华。“君子如玉”不是说说而已，

是要践行。收琴、收画、收老物件儿，即使年轻时候工资只有十几块时，

他也从不与私家转让者还价。“能买得起就买，买不起就不买。不是没

办法，一般人也不会把家里的收藏拿出来卖。”买古物也绝非为了投资、

增值，“轮到我们买，是让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生活中低调朴实，在

同行眼中却颇多佳平。

台湾著名国乐作曲家、教育家董榕森对郑正华的评价是，“钦佩他

在传统乐艺上的杰出造诣外，他还具有谦逊的乐人风范，处处显得随和

有礼，毫无孤傲之气，以郑先生对音乐的投入，未来演奏生涯必将散发

倾注在古琴事业上，琴、琴友、琴社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从

琴社成立伊始至文革前夕，三十年坚持记录，秉笔直书，“凡关于会琴、

抚琴、习琴、访琴诸端，事无大小，咸笔之于册，以志不忘”，集成《操

缦琐记》，成为珍贵琴史。他终生以琴为业，不思名利，愿望仅是“所

冀吾琴人终不散，琴事终不衰”。

如此清简之志，度乱世而能坚守，却十分不易。日本侵华时期，琴

社活动一度举步维艰，张子谦尽力保护老琴，逃难时仅抱老琴一具，身

无长物。稍有机会，便复苏琴社活动。1938 年琴社恢复活动，力争每月

一次雅集。1941 年举办公演，观者如堵，“购券者甚多，券已罄，无法

应付”。

文革期间，张子谦成为了隔离审查对象，又面临灭顶之灾，好在有

了郑正华相助。虽然正式拜师是 1977 年，但是从进入乐团后，郑正华

就跟随张子谦排练、学琴，二人亦师亦友亦同事。“我那时家庭成分还

算好的，能进入工作组，我老师的成分不行，属于被管制的对象。我就

利用我在工作组，帮助老师过关。”

“过关”往事不计其数。“刚开始给老师定成分时，他们说他是地

主工商，我说不是，最多是工商地主。我懂得这里面的区别，讲了很多，

最后他们接受了我的说法。否则如果是地主工商，就是对立面了，那要

吃很大的苦头。”张子谦被派去扫地时，说“毛泽东堪比朱元璋”，被

其他隔离审查对象告发。又是郑正华在工作组讨论中据理力争，避免了

老师被划定为“现行反革命”。张子谦被放出“牛棚”时，受到某干部

敲诈，收缴了他的工资。郑正华听说后，骑上自行车就去文化局举报，

要求发还老师的工资。

最激烈的一次行动是保护老琴。为了防止受“破四旧”冲击，郑正

华将老师收藏的四架老琴藏于乐团保险柜，自己拿着钥匙。北京的红卫

兵抄家抄到了上海，一路追到乐团，要求乐团交出老琴，要破四旧。“我

和乐团的同事肯定是不同意，不会让他们抄走的。我说，你们是红卫兵，

我是红艺兵。这个是乐团乐器，不是四旧。除非你们拿到中央的批示，

图 1：2017 年在台湾太鲁阁

公园抚琴曲《高山流水》

图 2：2017 年在台中参加学

生篆刻、香道具展开幕式演

奏前，为孩子介说古琴的音

色与弹奏方法

图 3：2018 年在家后院用加

拿大卑诗省阳光海岸的漂流

木斫琴“天风海涛”

图 4：1986 年受邀在温哥华

举办的世博会上每天演出中

国音乐三场，持续三个月，

共计百场。郑太太弹古筝，

女儿钢琴和报幕，郑正华先

生演奏笛、箫、琴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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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光辉，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应有瑰丽远景。”古筝家、台湾乐器协

会理事长魏德栋赞誉郑正华，“大凡一个艺术家言语发自心声，辞令寄

于学问，情韵寓乎内涵，意态形诸肢体，正华先生适切而丰富的拥有这

些特质，洵属难得。”可是无论怎样行事，回忆起老师们，郑正华仍然

认为“比起老师做人的品性、品格，我还远远不够。”

在张子谦身边的日子里，郑正华还学习到如何鉴琴、修琴、斫琴。“来

找老师看琴的人太多了，真是过眼无数。那时候人们对琴也不在意，又

是动乱刚结束，常常听说那个仓库有把老琴，我就去看。”修琴也是家

常便饭。唐琴、宋琴，大修的时候也要拆开琴身。“拆的时候，我把各

个部位的尺寸都测量、记录下来，怎么修也跟着琢磨、动手，次数多了，

逐渐就掌握了要旨。”所谓没有白走的路。郑正华“意外”地到了加拿

大后，这些“周边功夫”帮他度过了初期难关。

出国岁月，不忘初心

1980 年代，国门初开时，许多人都想出来开开眼界、透透气，郑正

华也想能有机会进行中西方音乐交流。恰巧，一位亲戚来加拿大留学，

郑正华便申请了探亲签证。等签证批下来，亲戚已经学成回港。思前想后，

他还是选择了“来”。加拿大自由的氛围吸引着他，他希望做想做的事情，

过想过的生活，不受政治时局左右，让自己的人生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于是，1981年 12月，35岁的郑正华带着全家凑的200美金落地温哥华。

甫一落地，就引发一些轰动。作为知名专业人士，1982 年，郑正华便应

邀在 UBC 大学开办独奏音乐会，被誉为“世界驰名音乐家”。然而风

光背后，是不为外人所知的艰辛。

来之前，郑正华看到报上刊载了温哥华民族乐团的新闻，遂写信联

系。乐团成员皆为兼职，老板在西温开一家中餐厅，他们期待专业人士

的指导。这样的机遇下，郑正华下飞机后，被接到老板家的地下室居住。

“尽管是地下室，只有一张简陋的行军床给我住，但我已经很感恩了。

来了之后才明白，我在没有批准移民前，没有工签，不能正式出去上班，

200 块钱根本花不了几天。幸好有这个地方住，才避免流落街头。”经

济匮乏，“吃的青菜是菜场不要的菜皮和做挂面切下来的下脚料，菜皮

是五毛钱一包，面是一块钱一大包”。“第一年没有被子盖，盖的是带

来的一床薄毯和我父亲的一件大衣。”后来还是唐人街上的商铺送给他

一床被子。

生活的困顿倒是其次，不能正式从事音乐工作是一个无奈的困扰。

郑正华没有闲着，连续三年，他在民族乐团做义工，编曲、指挥、指导

排练，倾尽全力做好乐团。渐渐有人找他拜师学琴。每次去唐人街授课，

从西温要徒步两个小时过去。由于市面上罕有古琴，郑正华开始亲手为

学生斫琴。

加拿大的红松木质松软、纹理笔直，是上好的琴木。正规的木料当

然买不起，郑正华去海边捡漂流木。与洛夫以“漂木”寄托人生哲思类

似，温哥华海边的漂流木让郑正华也有许多感叹——隔着太平洋是上海

的家，而他自己“漂移”到了陌生的新大陆。能否留下生存，还是继续

游走？能否开始新天地，还是从此流离失所？能否让艺术精进，还是要

挣扎于三餐？壮年的郑正华不想气馁。如同曾经拼了命也要保住老琴，

彼时的他要努力扎根于此，并坚持在专业的道路上前行。

图 5：一代“琴人”郑正华抚琴

图 6：2018 年在加拿大卑诗省阳

光海岸抚琴时所摄。郑正华先生

所抱之琴是他加国良材所斫的古

琴“龙吟”。另一床斫的琴被加

拿大国家博物院永久收藏

图 7：“龙吟”琴背后所刻斫琴

事记

图 8：1979 年与張子谦老师参加

“上海之春”时演出琴箫合奏《梅

花三弄》

图 5

图 6

图 8

图 7

古琴艺术节唐宋元明百琴展”提供古琴参展、参加专家研讨会。2005 年

在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举办古琴古画展览。2006 年应邀美国印第安那国

家博物馆展览宋代、元代古琴，在开幕式演奏古琴、笛箫。2018 年在温

哥华三号路公社举办“古琴古今”文化普及讲座，并以元代古琴演奏。

2008 年担任台湾亚洲研究院古琴研究所所长后，郑正华加大了台湾

大陆两岸及中加两国的古琴交流力度，每年去台湾、上海数月，做讲座、

办雅集、指导学生、进行教学交流。对于洞箫、特别是琴箫合奏中如何

“避免大齐奏、运用民族曲式的方法实现立体感”的技术经验，他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辈。“琴，古代是读书人的必修。严格地说，古代

琴为八音之首，也被视作道器，儒释道都离不开。现在又被联合国评为

非物质遗产，属于全人类的文化瑰宝。我们应当对琴怀着敬畏的态度。”

对于自己能为古琴传承努力，郑正华感到“感恩”，“这是上天给的机会，

让我能宣扬琴学”。

2019 年 11 月，郑正华应邀回上海参加上海市政府纪念张子谦先生

诞辰 120 周年活动，独奏了琴箫《梅花三弄》。郑正华在研讨会上做了

题为“和子谦先生亦师亦友二十年”的发言。并在上海音乐学院做了《琴

箫艺术》讲座，众多专业老师和学生参加后流连忘返。

年过七旬，仍老当益壮。“人生所追求的并非单指物质上的享受，

更是精神上善待自己，给自己灵魂以富养。”郑正华对未来的规划是选

用加拿大良材斫琴、修好老琴、培养新人、让曾经与士人相伴不离左右

的琴声回归文化。

“客来鸣素琴，惆怅对遗音。一曲起于古，几人听到今。”

苦尽甘来。两年后，移民申请通过，郑正华所斫古琴也被加拿大博

物馆永久收藏。1985 年，太太带女儿来团聚。次年，一家人受邀世界博

览会演奏一个月，太太古筝、女儿钢琴、他吹笛箫及抚琴，整整演奏了

100 场。

老当益壮，乐做古琴大使

移民后，事业的发展空间显著提升，表现之一是自由度大，无论开

音乐会或录制专辑，不需要“报批单位”。继初来时UBC的独奏音乐会，

这些年郑正华还参加了数十场演出，如 1984 年以“世界著名音乐家”

的身份受邀“温哥华民俗节”的笛子独奏，1987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

“箫笛大师郑正华音乐会”，1988 年在台北传统艺术季举办“郑正华的

吹奏艺术”、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举办“郑正华与实验国乐团”演出、在

全省举办“郑正华音乐会”巡回演出，1990 年在台湾高雄举办“郑正华

管乐独奏会”，2002 年在温哥华举办独奏音乐会，2005 年在美国印第

安纳州波利斯市美中文化协会举办“郑正华中国音乐会”、在印第安纳

国家博物馆以宋代古琴演奏，2011 年在台湾彰化举办“郑正华音乐会”

专场演出等等。

董榕森对郑正华的演奏评价为：“郑先生的琴箫合奏中以其纯熟清

亮的箫声做即兴式的润饰，衬托表现得天衣无缝，舒畅自然，深受感动。

郑正华的笛子，无论快速双吐音的精确清晰或慢板运气控制的圆润浑厚，

俱见功力不凡。”时任台湾文建会副主席的洪庆峰感谢郑正华对台湾地

区音乐艺术的推动，“郑正华教授身兼琴箫笛绝学与一身，深耕台湾，

改变创作台湾民谣数十首，运用个人的国际声望、用音符让全世界听见

台湾的美丽。

12张专辑各有名堂。1989年与唱片公司签约录制郑正华笛箫艺术《自

在飞梦》；1992 年在被收入《中国现代音乐家传略》后，录制笛箫演奏

两张专辑；1994 年参加台湾第二届音乐艺术节演出后录制两张专辑，由

上海民族乐团协奏；1999 年录制两张专辑，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指挥

家陈燮阳担任指挥；2000 年，由上海民族乐团伴奏录制洞箫独奏专辑，

由古琴演奏家吴文光抚琴录制琴箫合奏《梅花三弄》专辑；2009 年录

制箫笛教学示范专辑，编曲吹奏《丢丢铜》、《雨夜花》等台湾民谣；

2019 年，郑正华创先例，一人承担编曲、吹箫、抚琴，借助电脑合成完

成了琴箫合奏专辑。

教学、演奏同时，郑正华非常注意总结、传播经验，希望做好铺路

石。2000 年，将四十年专业演奏及创作、改编乐曲集结出版《正华笛

箫》；2008年出版《今虞正声琴谱》；2016年出版《正华笛箫在台湾》；

2013年发表《古琴教学的探讨》专文；2017年发表《琴箫的演奏探讨》等。

事业空间更大的拓展、更大的自由是对他能古琴不遗余力的推广。“古

人不可见，古人琴可弹。弹为古曲声，如与古人言。”张子谦“琴人不散、

琴事不衰”的心愿被郑正华作为奋斗的方向。1993 年之后，郑正华的工

作、生活重点几乎全部放在了古琴上。只要有邀约、有机会，郑正华就

去推广古琴文化。送自己收藏的老琴参展、登台演奏、讲述琴史，他都

不遗余力。1988 年初到台湾之时，他即促动、参与策划了名为“大雅清

音”的古琴古乐展，并提供了自藏的宋、元、明代古琴参展，在全省巡

回演讲及示范演出，极大地推进了古琴在台湾的复苏。2000 年为“台北

王立博士，弃商从文的自由写作者，关注认识成

长、海外华社发展、公民教育。已经出版多部著作，

发表文章近千篇，举办分享讲座百余场，主持微信

公号“辛上邪”及喜马拉雅分享节目“在加拿大，

有所思”。

作者简介

2018 年在温哥华三号路公社做《古琴古今》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