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
进由日本尺八（Shakuhachi）大师
上野宏秀山（Ueno Koshuzan）授
课的音乐课，感觉像是回到了阔别

已久的空手道道馆。 
　　“Mokuso（闭目默想）”；“Yame
（停止）”；“Hajime（开始）”，大师
一个个强而有力的日语指令，响彻了这间
宽敞的国立教育学院音乐室，让人误以为
在场的60名南洋理工大学及国立教育学院
学生即将摩拳擦掌切磋武艺。
　　只见这些学生毕恭毕敬地向大师鞠了
一躬，然后不慌不忙地拿起了一支支看似
水管的白色塑料乐器，看着眼前写着一连
串怪异符号的乐谱，在他的领导下，吹奏
起一首尺八古曲《鹤之巢笼》（Tsuru no 
Sugomori）。

学会尺八 
代表会吹奏任何管弦乐器
　　学生们吹奏的架势有板有眼，不过音
色良莠不齐，不算圆润。其实，这并不奇
怪，因为尺八被誉为最难吹奏的管乐器之
一，比箫和笛还难学。
　　上野宏秀山就说：“吹奏尺八，你需
要全神贯注，用自己的声音制造基调，并
维持相同的吹奏角度、声量和速度，不然
音调就会消失。当你学会吹奏尺八，就代
表你会吹奏任何管弦乐器。”
　　他所属的日本最大尺八流派都山流
（Tozanryu），就把吹奏尺八的能力分
成 八 个 鉴 定 等 级 ， 最 初 级 的 “ 初 传 ”
（Shoden）级别需要至少两到三年修行时
间才能合格。上野宏秀山则花了40多年达
到目前的“大师范”（Daishihan）级别，

也就是都山流中档次第二高的级别。
　　南大和国立教育学院的学生通过选修
课，学习尺八一个学期，能吹奏一首尺八
古曲实属不错的成绩。
　　一名南大商学院学生房璐（23岁）
就说：“我曾经学过西洋乐长笛和中国竹
笛，但尺八很不一样，比较难学。因为尺
八没有吹嘴，单靠吹奏的角度和力度取得
所要的声音。”
　　另一名南大商学院学生林慧婷（21
岁）则拥有钢琴五级水平，但是碰上难学
的尺八，却完全没有办法。她说：“如果
要成为专业尺八音乐人，应该是一件非常
具挑战性的事。”

轻松独奏一首 
结合爵士乐的尺八曲
　　的确，尺八验证了“慢工出细活”这
句话。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尺八音乐家，可
能要花比其他乐器音乐家更长的时间和精
力来钻研和摸索。
　　音乐课终于轮到上野宏秀山独奏的部
分，是一首结合爵士乐的尺八曲，而他奏
得竟如此轻松。
　　仰头闭目凝神，让那悠悠潺潺的深奥
乐声缓缓划过脑海中的白纸。音符每落一
处，就似毫笔挥出一片黝黑浓绿。黎明时
分的竹林，金黄色的阳光如箭般穿过竹叶
和晨雾，散散地照下。深吸一口气，肺腑
里荡漾着清新的竹绿气息，那是美得让人
屏息的乐曲。
　　难怪，这么多学生要报名上上野宏秀
山的音乐课，也期待明年5月上野宏秀山准
备参加的巡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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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八，被誉为最难吹奏的管乐器之一。
　　1989年，上野宏秀山从日本来新工作，也掀开了他音
乐人生的另一章，成了亚洲（除日本以外）唯一的尺八音
乐家。他曾向日本“人间国宝”大师山本邦山拜师学艺，目

前是国立教育学院视觉与表演艺术系的客座教授。17年
来，他教过至少上千名新加坡学生。

报道／沈越　摄影／萧紫薇

《陪读新加坡》新书发布会
　　新加坡三江会馆将于10月30日（星期天）
举办《陪读新加坡》新书发布会。由三江会馆
会长李秉萱推介，作者石清桐届时将谈个人陪
读历程，以及创作此书的缘起与感悟。
　　随着中国出国留学潮的兴起，新加坡也成
为不少中国学生和家长感兴趣的国家。于是
“陪读”一词悄然登陆，“陪读妈妈”也成为
本地一个比较“有话题”的群体，甚至经常见
诸报端。
　　作者石清桐来自成都，土木工程专业。在
孩子成长的关键期，她决定放弃国内工作，于
2003年携子来新加坡求学。陪读生涯激发了她的创作意愿，后来她也转
学应用心理学，成为中国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儿子目前在新加坡一所初
院就读，于2007年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
　　《陪读新加坡》通过作者对亲身经历的描写，展现了陪读之路的艰辛
与不易，人性化地分析了陪读群体所经历的现实矛盾与心路历程。该书
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表会时间是下午3时至5时，地点在41 Wilkie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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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八源自中国隋唐时期，因长一尺八
寸而得名。它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随着佛
学东传，传入了当时文艺鼎盛的日本飞鸟
时代，成为宫廷中的雅乐乐器。不过，由
于吹奏困难加上普及率不高，很快便在古
日本消失了踪影。
　　在日本镰仓幕府时代（1185至1333
年），尺八再次流行，不过那时它已成为
用来冥思的修行工具。四海为家的流浪虚
无僧人人必备一把尺八，边走边吹，通过
“吹禅”达到开悟境界。
　　到了奉行锁国政策的江戸幕府时代
（1603至1867年），尺八也成了一本无往
不利的通行证。当时的幕府限制人民的地
区流动性，只有流浪修行的虚无僧完全不
受限制。有些并不是僧侣的浪人也利用这
点，乔装成虚无僧帮助幕府刺探各个藩国
的军情。
　　这些爱制造麻烦的假僧侣也严重影响
了尺八的声誉，明治维新政府上台后，就
在1871年完全禁止人们吹奏尺八，直到四
年后才解禁。
　　尺八原本没有乐谱，只凭着师傅口
授和徒弟聆听而代代相传。明治遭禁期
间，就有部分乐曲失传。后来，在明治
后期创立都山流的流祖中尾都山（Nakao 
Tozan），利用日文中的片假名，创造出

独树一格的乐
谱 ， 方 便 教
学，也推动了
尺八的复兴。
其他流派也跟
着效仿，不过
每个流派都有
自己独特的乐
谱。目前，都
山流是日本尺
八界最大的流
派，会员约有
3万人。

左边的传统竹制尺八是在日本量身
定做，制作过程耗时三个月，这类
尺八的标价最少要价6000元。右边
的白色塑料尺八则由上野宏秀山亲
手制作，每支60元。在音色方面，
当然还是竹制尺八比较出色。上野
宏秀山透露，如今能制作竹制尺八
的日本工匠只剩十人左右，而且都
已年过花甲，造成竹制尺八“一尺
难求”。

尺八源自中国隋唐时期

　　上野宏秀山——本名上野秀行
（Ueno Hideyuki），1953年出生于
日本北海道。因祖父热爱尺八，他被
迫在14岁时开始学尺八。
　　回忆起初学尺八的情形，上野宏
秀山说：“小时候觉得学尺八一点都
不酷，同学们可以玩电子吉他，而我
就得与这个老古董为伍，所以经常被
同学取笑。”
　　24岁毕业自日本的政治家摇篮庆
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后，
上野宏秀山搬到美国加利福尼亚，从
事交通运输业管理行业。在那样的环
境下，他放下厌倦已久的尺八，专心
拓展自己的事业。
　　但是，在美国的三年里，也让他
获得强烈的自我认同和民族荣誉感。
他说：“美国的经验给了我人生的意
义，我真正感受到自己是日本人的身
份，明白根在什么地方。”
　　回国后，上野宏秀山重新拿起尺
八，踏遍整个日本，向名师巨匠拜师
学艺。“那时，我就好像是对尺八上
了瘾，每天不练习10个小时就浑身不
舒服。但是单靠吹尺八糊不了口，所
以只能一边工作一边练习。”

拜隐居山林大师为师
　　上野宏秀山深知单靠自己的力量
无法进步，特地从东京搬到富士山附

近，拜隐居于山林间的大师八木宏山
（Yagi Kozan）为师。
　 　 在 考 取 第 五 级 “ 准 师 范 ”
（Junshihan）资格，获准使用都山流
“山”字辈艺名后，他为感谢师傅七
年教育之恩，为自己取了“上野宏秀
山”这个艺名。
　　为了让水平更上一层楼，他还厚
着脸皮，屡次三番地恳求日本尺八界
最负盛名、被日本政府封为“人间
国宝”的大师山本邦山（Yamamoto 
Hozan）指导他。
　　“师傅很忙没空教我，但是看到
我敲了这么多次门的恒心，也就勉为
其难收我为徒。”

多次敲门　求“人间国宝”大师传艺

最有名的尺八制作师傅西田
露秋在三年前去世，留下他
盖章的竹制尺八也随之水涨
船高。上野宏秀山当年以
6000元买下露秋的绝世之
作，现在要价已上万。

上 野 宏 秀 山
花了40多年
达 到 目 前 的
“ 大 师 范 ”
级 别 。 （ 受
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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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上野宏秀山的交通运输公司
派遣他来新加坡，也掀开了他音乐人生的
另一章，成了亚洲（除日本以外）唯一的
尺八音乐家。 
　　育有五个孩子，却没有一人传承他的
衣钵，上野宏秀山并不难过。来新后的第
五年，他开始在国立教育学院授课，每星
期教两堂课共四个小时，每学期录取约60
名学生，目前是视觉与表演艺术系的客座
教授。此外，上野宏秀山也招收为数不多
的私人学生，如本地华乐笛子演奏家陈庆
伦等。屈指一算，17年来，上野宏秀山至
少教过上千名新加坡学生。
　　对于本地学生的学习态度，上野宏秀
山说：“学生都相当热衷于学习尺八，不
到一个月，就学会吹出一些音符。不过，
一些心急的学生就想抄捷径，想在半年内
学完一整首30分钟的尺八曲，却不知道尺
八是欲速则不达的乐器。”
　　授课起来一本正经，他的言行举止之
间，却流露出爱护学生的热忱。
　　一支在日本量身定做的专业竹制尺
八，标价最少6000元。为了让每个学生都

拥有一支尺八随时练习，上野宏秀山利用
水管亲自制造出白色塑料尺八，每支售60
元。

尺八直径不可均匀
　　因为尺八吹管内的直径不可均匀，才
能达到苍凉辽阔、空灵恬静的音色，所以
上野宏秀山每做一支塑料尺八，就要花上
四个小时，一个学期的60支塑料尺八，就
要花上240个小时。
　　有一年，上野宏秀山
还带着六名学生前往日本
香川县，参观传统的竹制
尺八制作过程，让学生们
兴奋不已。
　　谈到未来对新加坡学
生的期望，他说：“要培
养下一代的尺八音乐者非
常困难。新加坡已是先进
国家，希望学生在用功考
试的同时，能打开眼睛，
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传
统音乐。”

上野宏秀山独奏，奏得如此轻松，让人仿佛置身于黎明时分的竹林。

（左图）南大商学院学生林慧婷（左一）和房璐（左二）都有音乐底子，不过两人都说尺
八难学，还不能掌握吹奏技巧。
（右图）在南大修读机械工程的印族学生拉维（Ravi Ramesh Dodani，25岁）也来学尺
八，非常享受吹奏尺八的时光，“因为它可以让我放缓心情，舒解压力。”

头戴竹藤编制“虚无帽”，身着袈裟的尺八
表演者。（取自互联网）

为学生打造白色塑料尺八

17年来教过
　上千本地学生

尺八大师上野宏秀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