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西方人遇上東方古琴 撞出火花

唐世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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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文化中，
在中國文化中
， 琴棋書畫向來被看作文人雅
士修身養性的必由之徑，
士修身養性的必由之徑
，其中以
其中以「
「琴」為首
為首，
，
又以弦樂古琴為主要演奏樂器。
又以弦樂古琴為主要演奏樂器
。古琴根據中國
傳統「
傳統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的自然觀設計
的自然觀設計，
，琴面琴底對照天
地，琴頭琴項
琴頭琴項、
、琴肩琴身比對人形
琴肩琴身比對人形，
，古琴家更以雙
手撥奏人文與品格之美，
手撥奏人文與品格之美
， 展現無分民族的高雅美
感。美國古琴家唐世璋
美國古琴家唐世璋（
（John Thompson）
Thompson）年輕時
深受中華文化吸引，
深受中華文化吸引
， 上世紀七十年代隻身走到香港
與台灣學習中文及絲弦古琴，
與台灣學習中文及絲弦古琴
， 當年他的老師本認為
外國人無法理解中華文化，
外國人無法理解中華文化
， 不願收他為徒
不願收他為徒，
， 但後來
為了向熱衷西方音樂的中國學生證明古琴的價值，
為了向熱衷西方音樂的中國學生證明古琴的價值
，決定將
他收歸師門。
他收歸師門
。成就了今天的他
成就了今天的他。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部分圖片由劉成漢導演提供

■唐世璋演奏古琴
唐世璋演奏古琴。
。

倘若的 人都 真有

前世，唐世璋
大概前世是個
中國人。在台灣
學習了普通話，以
演奏古琴作為終生的職
業與志趣，一年至少有一季的時間居住在香
港，「中國」這個印記伴隨了唐世璋的大半
生。
John Thompson 的第一個中文名叫湯約
翰，但他覺得這個名字不太夠「中國」，一直
到1971年，他正式開始學習中文，當時的語
言老師為他改成「唐世璋」，「璋」取他的名
字「John」的諧音，「唐」則是他本來姓氏的
第一個音節，亦寓意「唐人」。由此一來，才
奠定了他開啟中國文化的第一個篇章。
回憶起第一次來到香港，唐世璋還記憶猶
新：「那是1969年的時候，我還記得我住在
那時位於中環的維多利亞酒店，當時的香港
是個很有趣的城市，結合了英國和中國的特
別印迹。」那時候的香港，既有中式的傳統
也有西方的繁複，符合唐世璋對這個城市的
嚮往。而今，城市由於再造失去了歷史痕
跡，但是中環的蛻變對於唐世璋來說卻依然
是相得益彰的美好。

■ 唐世璋對於
唐世璋對於「
「 復古演奏風
格」有很執着的一面
有很執着的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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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亞洲文化的興趣

唐世璋大學學的是西方早期音樂學，碩士
研究的是人類音樂學。但亞洲的文化一直吸
引着唐世璋，1974 年，他往台灣學中文，跟
從古琴大師孫毓芹學習古琴，也同時學習中
文，不光是聽說，更能夠很好地讀寫中文。
他希望不光是能夠運用中文去溝通，也可以
看懂中文的書籍，這樣一來，才能夠更深層
地理解中國文化。
1976 年，唐世璋向香港著名的古琴家唐健
桓請益。此後他日益專注最早期之古琴譜，
並逐漸以演奏之純粹、流暢和情感充沛而知
名。爾後，唐世璋在因緣際會下因為探訪友
人而踏上長洲，他便喜愛上這片土地，直到

2012 年，太太從美國公司退休後，他們決定
定居在那兒。「這裡很安靜。」他說。他與
太太一年有兩三個月的時間住在長洲的一棟
小屋裡，依海而居，附近都是土生土長的長
洲居民，他們不時在屋頂的天台對着落日彈
上幾曲，很是愜意。
對亞洲文化的興趣並不是從天而降，大學
期間，唐世璋前往越南參與越南戰爭，成為
軍隊中的一員。雖然不上前線，但唐世璋在
這裡意識到，自己對這個國家的了解實在太
缺失了。
「我喜歡學習的過程，當我認為我從一個
很好的大學中已經得到了很棒的知識時，我
應該要為越南的人做一些事情，但我發現自
己對亞洲根本一竅不通，這就說明，知識有
很多盲區。」年輕的唐世璋面對自己知識的
欠缺感到「embarrassed」，由此，他開始了
對亞洲文化的深入了解。
「其一是因為亞洲文化很有趣，其二是因
為亞洲很重要，尤其是中國，中國在世界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其三則是如果你想
要了解你自己，你要去用別人的眼光來審視
自己，如果能去了解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
那麼我就可以用一個全然不同的方式、角度
去看自己，這是了解自己的一種很好的方
法。」他說。

深入理解古琴文化
雖然是演奏傳統文化，但唐世璋卻認為傳
統並不是指一成不變，而是一直在變化的。
「其實沒人知道在古代，古琴是如何被演奏
的，那時候也沒有現代的科技可以記錄。」
他認為，所謂的傳統其實都是在人的演奏、
流傳下逐漸形成的，所以，即便自己還是在
用最傳統的樂器制式去彈奏，其中的內容還
是需要透過個人去發展和經營。
事實上，一個西方人越過文化界限，再去
學習一種就連中國人本身也不常見的樂器，
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除了演奏之外，唐世

璋還做了大量關於古琴文化的文學資料搜集
並集結成文，他的古琴研究網站是目前世界
上最豐富的「古琴資料館」。他說：「當我
去學習一種音樂的時候，我一定要知道它來
源於哪裡，它的歷史是什麼，如果我不知
道，那麼就無法真正去展示它。」
「我嘗試去做一個盡可能理性的人，但我
的感情太豐富了。」唐世璋笑言：「在別人
看來我大概是個很理性的人，不過，演奏這
件事必須要有充沛的情感才能做到。」

獨特的
「復古演奏風格」
唐世璋對於「復古演奏風格」有很執着的
一面，他說：「大部分亞洲國家，目前來
講，好像仍然在追求越是『現代』的，就應
該是越『西方』的，但我的目標是去將傳統
的、亞洲的本來的美展現出來。」他在關於
古琴文化的論文中記錄道：「中世紀西方音
樂最容易通過其樂器而辨認。幾乎所有都與
現代樂器不同。但是，直到中國文革，琴已
基本有至少1,500年未改變了。
「文革中，人們研製和採用了鋼絲弦來代
替傳統絲弦。有着微妙聲音的絲弦體現了琴
作為修身而非表演之物的傳統。而鋼絲弦則
為試圖將琴改成為大型觀衆的表演性樂器的
一種方式。鋼絲弦更光滑，其音更尖銳，更
難斷，且更容易保持調音。但是，它們產生
的聲音缺乏絲弦的濃厚音色。
「現在在中國幾乎所有琴者都使用鋼絲
弦。這在緩慢地改變彈奏風格。例如光滑的
弦更易彈某些顫音且允許滑音時施加更多壓
力；其共鳴度促使人將音符延長而其更大張
力允許更快速的彈奏；最後，弦強度意味着
更強烈的起音。另一方面，更薄的聲音掩藏
了用不同彈法和琴弦彈奏同一音所產生的微
妙音色，因此這不再被琴者着重。」
「我很幸運，能夠將我最喜歡的事情作為
我的職業。」他輕撫着身旁的琴，發出一聲
有力而柔和的音調。

■唐世璋一年有兩三個月的時間住在長洲小屋
裡，很是愜意。
胡茜 攝

紀錄長片傳播古琴之美
香港導演劉成漢感嘆於一個西方人在古琴
上的造詣與成就，陶醉於絲弦古琴演奏，以
十年時間拍攝出紀錄長片《希聲：一個美國
琴人的境界》，日前在太古城戲院公映。
劉成漢導演認為，數十年來唐世璋對中華
傳統音樂和文化貢獻龐大，但很多華人卻並
不知悉，他認為實在非常可惜，希望將其拍
攝成電影令更多人能夠欣賞古琴之美。

■唐世璋在電影放映會現場表演古琴。

周小兵：用文藝的形式為祖國發聲
十幾年前，為了照顧病重的姐姐，
剛退休的攝影師周小兵第一次來到香
港，他發現這裡的人幾乎每天工作十
二個小時，坐車排隊井然有序，香港
人的勤勞敬業、謙和有禮讓周小兵甚
為感動。
周小兵喜歡這個城市，香港也用相
同的資源回饋着老人家：「對於我們
老年人來說，香港給我們提供老年公
寓，也在周圍興建了很多文藝機構，
但是我覺得都沒有被好好利用起
來。」對於香港最近的示威暴亂，周
小兵感到十分痛心。他覺得人與人之
間的信仰不需要一樣，「但是感恩一
定要有！」他說。

文藝深化年輕人家國情懷
周小兵如今是香港東江縱隊老戰士
之家藝術團的一員，曾就讀於北京電
影學院攝影系的他不時為團體去拍
攝、記錄下這些老戰士的老年藝術生
活，但他回憶起日前參加深圳同鄉會

活動，歌唱祖國的時候沒人指揮，而
很多人都在揮舞着手指，精神抖擻，
鬥志昂揚，「我們要在這方面加油，
很多問題是我們沒有努力去解決。」
他提出，香港有眾多的同鄉會及愛國
愛港團體，又有多少人真正站出來發
聲？「我們不能被反對派牽着鼻子
走，他們最希望把事情搞大，而我們
期盼的是社會安定。」
生於新中國初期的周小兵對於那個
時代有很深的感悟，他認為新中國的
建立有很大部分是源自文藝，他回憶
道：「那時候毛澤東主席曾說過，文
藝是重要的武器，愛國的模式可以有
很多，不需要去對壘和衝突，反而藝
術這種愚公移山式的震撼更打動人
心。」
「我們年輕的時候有很多愛國歌
曲，當我們合唱這些歌的時候，愛國
的情懷會自然地湧現出來，這是紙上
談兵做不到的。」周小兵認為，大合
唱等藝術形式可以有效深化年輕人的

家國情懷，他十分希望以這種正面的
形式去倡導社會步向正面的發展。
他冀望未來有人可以應用最新的電
影技術，將原香港東江縱隊老兵的口
述歷史記錄、保存下來，發揮正能
量。

現今老師失去奉獻精神
這場超過百日的暴亂，在周小兵看
來，本質上是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
退休前本來也同樣是任職教師的他用
「教不嚴，師之惰」來表達。他認為
當年輕人的思維未夠成熟，而很多學
校領導的教育政策還停留在殖民時
代，未將愛國教育真正落實，也未使
得年輕人意識到祖國的強大，「現在
開始改變還來得及。」談起現時的年
輕人，他的心情是複雜的，年輕人承
載着社會的希望，對電腦和科技的運
用得心應手，卻缺乏自制力。
他表示，新一代像上了科技的當，
就像夏娃受到的誘惑，電子遊戲和手

機對年輕人來說都是具有破壞力的發
明，內裡的訊息夾雜着八卦和虛假新
聞，網上的信息轉瞬即逝，很多都沒
有責任感，「手機應該是一件幫助我
們的工具，而不是玩具，玩物喪
志。」他嘆惋道。
另一方面，他形容現在的年輕人是
「糖水裡泡大的」，從小被父母捧在
手心百般呵護，反而失去了感恩之
心。「我們的信仰也許不同，但是感
恩之心一定要有，要感恩祖國給予我
們安穩富足的生活。」經歷過困難時
期的周小兵憶苦思甜，憶起過往家庭
經濟困難也無阻自己對音樂的熱愛，
小時候偷偷省下早餐錢買了第一支笛
子，自然格外珍惜，後就讀音樂學院
附屬中學時在少年宮學習二胡，再因
幫助老師搬運樂器而獲得學習揚琴的
機會，更加感激老師和政府的無私培
養，「而現在部分老師失去了奉獻精
神，萬事向錢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周小兵認為，合唱等藝術形式可以有效深化年輕人的家國情
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