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合女声》唱与游 
 
［前言］ 
 
２００４年７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百合女声一团连同三位老师共廿七人，来到无锡

参加第七届中国国际合唱节。百合女声在比赛中参加了成年女声组，虽然未能名列

前茅，倒也赢得了两项奖状：优秀表演奖

和中国作品演唱奖。受邀担任随团伴奏的

巫漪丽老师也获得了优秀伴奏奖的个人荣

誉。这次的出游，对大部分的团员来说，

最珍贵的是抱着同样目标一齐磨练培养出

来的情谊，除了互相关照，团员中更有笔

耕勤记，对这一段同心同程的珍惜，加添

了文墨的印证。执笔人为：沈水莲，王秀

莲，吴理英和巫漪丽老师, 谢谢她们！ 
 
［7 月 28 日］ 
 
今天大家起得特别早，因 8 时正我们

便要进军三国城。行军岂可误时，早

上的琐碎非早点打点不可，虽有些匆

促，但我们这群‘不知老之将至’或

‘已至’的老年人游兴勃勃，赶也赶

得兴致高昂。 
 
导游姓翁，很随和，知识又挺丰富，有点像不倒翁的肚腹，也不介意我们称呼他老

翁。一路上，他滔滔不绝，告诉我们“无锡”名称的由来。据说公元前 224 年秦始

皇时代，大将王翦带了 60 万大军过常州，驻扎在无锡城外，埋锅造饭时，发现一

块碑石写着:“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大将于是问当地土著是什么

意思。回答说这地方本产锡，但自周平王后，便采不到锡了，所以有这样的碑石，

因当时兵器（青铜器）需铜与锡合金而铸，无锡便不能制造兵器，不能打仗。 
 
大将听后便说：“此地当命名无锡。”以示天下太平。 
 
沿路两旁种植了五颜六色的花花草草，景色宜人。雪华这时拿出宜瑾的来信，朗读

给大家听。信中充满祝福与勉励，对团的关爱溢于言表。宜瑾前天午餐后步行摔

跤，伤及足踝，经医生诊断踝骨有裂痕，须回新加坡疗伤。我们敬佩她的勇敢，受

伤了仍能微笑面对，当晚还能忍痛上台；我们也为她不能参与往后的演出而有点感

伤。祝愿她早日复原！ 
 
路上两旁看到许多小水池，导游解释 1956 年中国政府定太湖为淡水特种养殖基

地，养殖大闸蟹，鳝鱼，虾，甲鱼，人工养珠等。这里也是特种养殖的研究基地，



所以可看到许多小水池。这里出产的茶叶称太湖碧螺春，是绿茶，名气仅次于龙

井。 
 
无锡南洋国际学校是无锡一间著名的国际学校，收费每年人民币三万元，一些富裕

人家的子弟来这里就读。 
 

谈谈说说间就到了三国城。三国城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为拍摄

电视剧〈三国演义〉特别建造的，位于太湖之滨，占地 35 公

顷，1991 年建造，1993 年向外 放。虽然所用材料与汉代不

一样，但形状模式充分体现了汉代建筑的风格，展现汉朝文

化的特色。据说原本计划要建十城，如水浒城，唐城，欧洲

城等，后因经济价值不高而取消。 
  
进门处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城墙大门，两旁是一对石兽：貔貅，貔貅是吉祥兽，只

进不出。气象还算雄伟，《空城计》片段在这里拍摄。 
 
因时间关系，我们乘坐观光游览车游览，如果步行，须走一至二个小时。 
  
首先参观的是曹营，是一个水寨。因时常征战的缘故,较为简陋，两旁矗立着瞭望

台,前面是一艘大战船，想象古代行军艰苦困难，英雄豪杰想成就一番大事业，非

有超人气魄，胆识,意志，难以致之。 
 
接着参观吴营，展现在眼前的是吴王宫，因是皇宫，较为堂皇美观，有两座高耸阙

楼，作用如瞭望台。阙楼代表主人身份，依照道家思想，楼离天越近越好。 
 
进入皇宫，左边是主殿，是刘备招亲的拍摄地。这时团员看到一个穿古装的人走

过，以为今天有人拍戏，导游解释那是清洁工人，原来这里的清洁工人也要穿着古

装。正殿前面横着九道小桥，所有皇宫都要有这样的建筑，原因何在，不得而知。 
 
进入聚贤堂，那是孔明舌战群儒的拍摄地。 
 
吴王宫后宫二楼是刘备与孙尚香的洞房。 
 
后宫右边是甘露寺，甘露寺本在镇江，是孙权的母亲孙老夫人居住的地方，平日就

在寺内，吃斋念佛。诸葛孔明就是走这位丈母娘的路线，大破孙权与周瑜的美人妙

计，完成三国家喻户晓<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片段。孙权，周瑜原想用美人计诱使

刘备过来以讨回荆州，没想到刘备听了孔明的劝告拜见丈母娘，结果假戏真做，悄

悄把夫人带走。妙计被破，致使周瑜气极喷血。 
 
因时间关系，匆匆忙忙走马看花地参观了三国城曹营与吴营，便赶着去看三国城最

精彩的表演节目<三英战吕布>，是真人真马的表演。演员都是三国演义的特约演

员，马上功夫十分了得。在急速奔腾的马上，他们或倒立,或倒挂，挥动刀枪槌



盾，马上作战，英勇威武。想起历代沙场猛将，勇猛作战，为国效劳的英雄事迹，

不由肃然起敬。 
 
接着是坐船游太湖一小圈，导游唱了<太湖美>，爱唱

歌的团员们，也忍不住合唱了<茉莉花>，虽然天气燥

热，导游说走在路上的温度可能有 40 度，大家汗流

浃背，但还是兴致不减，一点疲态都没有，难怪中国

国际合唱节主办当局要把我们编在成年组，而非老年

组了。 
 
导游说珍珠养殖场在蠡园经济 发区，值得一看。谈

笑间我们就已到了聚宝苑珍珠厂，招待我们的是卢小姐，首先就请我们各饮一杯珍

珠茶.珍珠有各种色泽：粉红，紫色，黑色，白色，金色等。金色最为稀少。珍珠

除可作为装饰品外，粉末可制成美容品，有护肤养颜的功效，也可食用，益身养

颜。蚌有野生蚌与人工养蚌，野生蚌通常是一蚌一珍珠，所以价格较高，养蚌则一

蚌 4,5 珠，甚至高达数十珠。讲解完毕便带我们参观珍珠首饰，还有许多美容护肤

产品，同学们于是又进入了另一高潮 - 购物忙了。 
 
过后是午餐时间，无锡酱排骨闻名国内外，但餐餐酱排骨也令人不敢恭维.聪明的

侍应特向大家推荐“佛跳墙，一盅只需人民币十元。哇！价钱不贵，大家都各要了

一盅，拿来之后才知道原来是素的“佛跳墙”。这也有道理，既是“佛跳墙”，那

就应该是“素”的了。清清淡淡的，味道甚是不错。 
 
下午 2 时到 4 时是练习唱歌的时间，我们向<和声音乐艺术学校>租用一间教室与

钢琴，练唱今晚要在<八百伴广场>表演的歌曲：<茉莉花>与<DANNY BOY>。今

晚是露天演唱，由严慕高老师指挥。 
 
练习时于老师给我们提了许多好意见，使歌曲听来更悦耳，唱来更顺畅，也更能表

达歌中情感。良师指点，点点中的，效果立见。除了练唱今晚要表演的歌曲，也练

习要参赛的三首歌：<祖国,慈祥的母亲>，<卡门>中的<香烟女郎>，与<姑娘生来

爱唱歌>。同学们不惜奔波，远道而来，除了观摩学习，吸取经验，也一心要把歌

唱好，才不虚此行，所以练习时大家都打起十分精神，认真对待，不敢掉以轻心。

两位老师对我们的表现还相当满意，于老师还称赞我们早上在如火烈阳的煎熬下游

三国城，现在还能精神十足，表现不错，唱得不错。这番话无疑是一帖‘甘之如

贻’的清凉剂。 
 
 ‘赛场如战场，对参赛各方的虚实不免充满好奇；我们练唱时不时有人门外驻足

聆听，是黑客，白客？是好意，不怀好意？暂且阿 Q 一下，是我们美妙的歌声把

他们吸引过来的吧？! 
 
练唱完毕回旅店，由于对演出极认真重视，途中车上有些同学还继续练唱，甚至回

到旅店客厅，也未停止，是否刚才练唱的歌曲一直在脑中盘旋不去？于老师加以制



止。在表演完毕后的归途上他才向大家解释，我们每个团员都代表着百合合唱团，

也间接代表新加坡，要时时注意我们的形象，要有体面。唱歌有唱歌的地方，不要

在公共场所随处而唱，即使讲话也要注意。老师这番话，语重心长，着实提醒了我

们。我们一直要建立优雅的社会，一直要有良好的形象，有时一些小节确是不可不

注意。 
 
今晚的表演，大家穿上黑色晚服，配上团长赠

送的丝巾，格外显得婀娜多姿，仪态万千，年

轻何止十岁！然而我们比的是歌唱，正如老师

所说，把歌唱好才是我们的首要。可是反观其

他各团的服装，也都鲜艳夺目，煞是好看，评

分标准是否也包括服装一项，或者服装也可能

影响台风。 
 

今晚的广场演唱，掀 序幕的是波兰女子合唱团。他们用波兰语唱出<小杜鹃>，
非常动听；接着用华语唱<大海啊，故乡！>，虽然看谱，但唱来还顺畅，咬字也

清楚。百合女声是第二个节目，<茉莉花>与<DANNY BOY>悦耳动听，声音优

美，颇能表现歌曲特色，于老师也赞说不错。不过他提醒我们，上台时还没完全做

到‘精神抖擞’，‘英姿飒爽’，上台时表现得意气昂然是很重要的，这会立刻给

人一个好印象。大家对今晚的表现还相当满意。 
 
回到旅店休息，房友水莲扭 电视机，看到电视上正播放 幕晚各合唱团的演唱节

目。这意外的收获，使我们高兴极了，赶快打电话通知其他团员，于老师与严老

师。 
 
看了之后，觉得我们的演唱与其他团相比，还相当不错，虽然还有些地方须改进。

当晚的演唱是在疲累的情况下进行，当天下飞机，当晚便演唱。而我们搭的是夜班

飞机，许多同学整晚都睡不着觉。当晚能挺起精神演唱，而有这样的表现，是可嘉

奖的。接下来表现会怎样呢？不敢想象。努力吧！加油吧！ 
 
［7 月 29 日］ 
 
百合女声艺术团此次赴华参加第七届中国国际合唱节，唱歌第一，游玩其次，因

此，今天的苏州一日游将改成半日游（我们可是认真地来唱歌的）。今天一早，我

们便到和声艺术学院排练，老师的的要求可严格了，昨晚的八百伴广场的演出，无

锡电视台娱乐播道播映的 幕演出，老师都颇不满意，不只是在歌声方面有所要

求，老师十分强调团员们上台时走路的姿态，他还建议“百合”以后聘请专人每周

教导团员练习舞蹈，他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团员们的台风必定有所改进。这

的确是业余合唱团所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团委们是不是应该把老师的话谨记在心，

共商良策。 
 
苏州半日游 



 
苏州，这古代出了 145 名状元，如今成为经济排名全中国第五的城市，又听说“上

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确有其吸引人之处。嘿，爱唱歌的我们更不能不知

道那《小城故事》唱的也就是这苏州城。 
 
从无锡往苏州，车程大约一个半小时，途中，导游告诉我们，苏州与无锡古时候同

属吴国，语言亦属吴方言，只是语调略有不同。都说苏州话最好听，所谓“宁愿听

苏州人吵架，也不愿听宁波人说话”。 
 
今天下午，我们将游三个景点：寒山寺，虎丘和狮子林。 
 
寒山寺 

寒山寺规模小得很，格局与一般寺院大同小异，只因

它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只因张继的《枫桥夜

泊》，香火旺得很。每年 12 月 31 日得的钟声，更是

吸引了无数的游客。 
 
虎丘 
 
虎丘有“吴中第一

山”之称，因其状如

虎而得名。 
  
是苏州最古老的景

点，据说是吴王阖闾

葬身之处，阖闾是夫差的父亲，他酷爱宝剑，传说这里的剑池就是他的坟墓所在

地，有三千把宝剑陪葬着。秦始皇都想挖掘这些宝剑呢，但却一无所获。又这也是

风流才子唐伯虎点秋香之地，苏东坡亦说过：“到苏州不游虎丘，一憾事也。” 
  
 
狮子林 
 
狮子林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有 650 年的历史，建

于元至正二年（公元 1342 年）。亁隆皇帝从第二

次南巡起，每次下江南必游此园。这狮子林，园中

假山多，怪石多，象形狮子的很多，有蹲着的，有

伏着的，有的雄视四周，有些正在看戏耍着，真的

是“狮子如林”。 
 
当车子走在这有 2500 年历史的苏州市区利，见不到摩天高楼，一切房子都只有两

层楼，一概白墙黑瓦，倒也有它的特色。 
 



［7 月 30 日］ 
 
用完早餐我们到‘大众剧院’走台，因晚上要在那儿参与演出,唱<阿里郎>与<拾采

贝>。 
 
 ‘大众剧场’四个大字是名书法家刘海粟所写，气象不凡。我们到场时，‘江苏

省常州市五星小学合唱团’正在走台，试音，练唱。小学生充满朝气，热心十足。

接着便轮到我们了，依照指示，走台，试音，练唱。过后负责单位告诉我们晚上 7
时之前须到场，因我们的节目是排在第四。 
 
今天走台试唱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于老师一再强调，演唱时须看指挥，有些地方

音响不很好，也许听不清楚钢琴的声音，须看指挥。参与演唱的人很多，当晚也许

无法在这里集体做热身运动 声，同学们须自做准备，演唱前须自己热热身。此

外便是上台时须表现得精神抖擞，要全心全意，全神投入地唱。大家听后，神情有

点紧张，今天的走台试音，我们没做好准备，今晚演唱，一定要记住老师的话。 
 
接着又是快乐时光了，我们到无锡市博物馆参观紫沙茶壶去了。紫沙茶壶以宜兴最

有名，但宜兴路途太远，而这里陈列室的紫沙茶壶正是宜兴产品。 
 
  
传说喝茶源自神农时代，最初是当药用，后来演变成为饮料。这里的紫砂茶具都是

手工制作，原料是矿物，含有矿物质，有保健作用。 
 
一到博物馆，首入眼帘的是一尊巨大紫砂弥勒佛，及一个巨型绿色紫砂提壶，两旁

摆放着两个大镜框，写着‘紫砂陶手甲天下’，里面是紫砂茶具工艺师的照片，有

一代宗师顾景舟的照片，也有国家级大师如蒋蓉，李昌鸿，徐汉棠，施小马等的照

片。 
 
负责人以无锡独有的茶文化为荣，所谓‘水为茶之母，壶为茶之父’，以纯净的太

湖水，用紫砂壶泡茶，品味自是不同。 
 
紫砂壶的原料称朱泥，也称大红袍，有红，黄，绿，紫，黑各种颜色。紫砂壶的制

作，绝不加入颜料。制作过程并不简单，首先须把紫砂石头磨成粉，做成茶具，经

1300 度高温烘烧，再进行雕画。一件艺术品的完成，确实并不容易。买紫砂壶，

首先要听声音，敲打紫砂壶，声音清脆，其他种类茶壶，不能发出这种声音。紫砂

壶硬度高，站在壶上，壶不会破，但如果掉在地上，壶便会破了。茶具未用前须用

热水或热茶水烫洗过，不可用肥皂洗。 
 
负责人向我们展示了几件精品：首先展示的是蒋蓉女士设计的一套茶具，用绿色的

紫砂制作，曾荣获造型设计一等奖。茶壶壶底像一片树叶，寓‘一片清心’之意；

茶壶像一艘船，取意‘一帆风顺’；壶盖是一只知了，提柄呈竹形，寓意‘知足常

乐’；四个心形杯子取意‘心心相印’，两个杯口对合便成‘寿桃’一个。这套茶



具心思巧妙，且用绿色紫砂，使人一看便觉心清气和，用以品茗，必能怡情养性，

忘怀尘俗烦恼。 
 
接下来展示的是黑色的提梁壶，名为<东坡提梁>，传说为宋朝苏东坡所设计。 
 
跟着是展示黄金砂制成的黄色茶壶，黄色代表富贵。茶壶的形状是龙头凤尾，名为

‘龙凤呈祥’。中间的花纹是用不同颜色的砂泥混合制成，永不退色。从壶中倒出

的水呈弧形，指压壶盖立刻收水不滴，水不留口。制作功夫到家，壶盖与壶口俨如

密封，把茶壶倾斜 90 度，壶盖也不会掉出来。这是 2000 年工艺师所作，是一件艺

术品。另一件是高级工艺师所制作，功夫更是神奇，茶壶 180 度倒转，壶盖也不会

掉下；盖上有小气孔，指压气孔，可控制茶水的倒出与否。这是磁化保健产品，用

以泡茶饮用，有软化血管等的医疗功用，主要是原料中含有磁粉的缘故。 
 
看了展示，听了讲解，同学们兴趣大增，接着又是自由参观，自由选购的欢乐时光

了。 
 
跟着是参观惠山泥人厂，在车上，导游小翁送给团

员每人一对小泥人(男女阿福)。谢谢小翁招呼周

到。泥人是无锡的民间艺术，手工捏造，经过风干

(不可晒太阳)，再上彩上色。我们幸会厂内工艺美

术师，也是塑像大师章尧南先生，他在 2004 年曾

为中国朱镕基总理塑像。 
 
匆匆用了午餐，未到预约时间：一时，便已抵达〈和声音乐艺术学校〉。于老师捉

紧时间，指导我们做热身运动，是对唱歌有益的运动，接着便练练声音。热身运动

果然帮助良多，做过之后，全身轻松，唱歌也较精神有劲，效果良好。 
 
老师也一再提醒大家唱歌前要活动颚骨，使颚骨松 ，发声部位宽大，声音才能传

送出来。歌曲的处理，〈阿里郎〉第一部分是慢节奏而声音大，第二部分是节奏快

而声音小，第三部分则中速恢复大声。〈拾彩贝〉 始时要听音乐，想象黄昏海滩

美景，唱时要能表现海浪的汹涌起伏，回忆童年往事要能表现优美情思。总而言

之，是要大家体会歌曲的内容情感，用心去唱，恰到好处地把它表达出来。另一点

要特别注意的是上下台与歌唱时的精神面貌，切忌无精打采，要昂首上前，精神十

足。 
 
下午的排练，表现还不错。 
 
五时四十五分，大家便乘车前往美丽都酒店用晚餐。今晚的菜式都很清淡，大概是

因为要演唱而特做的安排吧。七时抵达大众剧场，我们被安排上二楼观赏演出，但

只看了一个节目便须下楼准备，因为很快便要轮到我们表演了。这时有几位同学又

冲向厕所了，也许是心情紧张或心理作用吧！ 
 



我们要出场了，老师的话在脑中盘旋。在十分强烈灯光的照射下，振作精神，脸露

笑容，一心要把歌唱好。 
 
［8 月 1 日］ 
 
    8 月 1 日我们大家欢欣地参加了隆重的国际合唱节闭幕仪式，登上了回程的

旅行车。导游给我们安排了参观周庄－中国的水乡的日程。我们的团员中有些已经

去过那儿，但是也有不少没有去过的，何况这地方又是我们从无锡回上海必经之

路，真是良机不可失。 
 

沿途中导游不倒翁给我们讲起周庄被发现的故

事原来非同一般，我也略述如下：不知是多少

年前，中国旅美画家陈逸飞曾回国探亲访旧，

来到周庄。当时，当地的小桥、流水、人家以

及古楼的风情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觉

得有责任把它介绍给世界。于是在他回美国之

后就根据他所游览的地方在他脑海中的印象挥

大笔让它们再现，题名《故乡的情怀》，到一

些著名城市去 展览会。有很多参观者不相信

有这么完美的建筑格局。有的人出高价要购买这些画，他都婉拒，说这是非卖品。

后来有有一位好象是石油大王的人物实在非常欣赏，不知他化了多少功夫经过多少

次的情商才得到此幅名画。在中国当时的领导人伟大的邓小平接见他时，他献上这

幅名画。邓看了立时被画中的小桥流水人家所吸引，说这么好的景一定要介绍，决

定 发周庄。 
 
 周庄是由两座桥世德桥和永安桥联袂而成，也就是俗称

的外婆桥。我在年少时老听到一些老人家讲，摇摇摇，

摇到外婆桥，大概就是指这座桥吧。 
 
周庄的主人是沈万三，他是富可敌国的人物，据说曾资

助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曾捐赠南京城的半座城墙。

他为什么这么富？因为他是靠船运起家的，后来竟然经

商到欧洲，因此他也算是搞国际贸易的祖师爷之一了。

由于他狂妄自大，遭到皇帝的忌，惹上了杀身之祸。 
 
周庄是现存的最完美的建筑格局，有桥、七进厅堂及河

道，河道除起交通的作用外还可暗运粮食细软之物，必

要时还可逃命。据说第一进松逸堂(两旁挂有对联－古石

苍松见真性，行人流水皆天机)是媒婆说媒的地方，那媒婆能说会道，小姐很想知

道内情就躲在阁楼上，从小天窗偷看偷听。 
 



在周庄泛舟也是一件乐事，可惜炎日当头，总要受一点罪，也算是过了一次瘾。周

庄现在很商业化，小百货比比皆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尤其是折扇团扇更是这时佳

品，花色很多，真够上说是五花八门美不胜收。另外到处可以看到周庄的万三蹄，

我感到似乎多了一些。 
 
游完周庄，我们就往上海前进。时间还算早，在宋庆龄纪念馆快要下班前，我们瞻

仰了这位伟人的墓，肃穆庄严令人起敬，旁边有个小墓，葬的不是宋家人，而是几

十年来和宋庆龄朝夕相伴的李女士，是宋庆龄为她立的墓，感谢她对革命工作的支

持。从她的墓志铭可以体会到宋庆龄在世界的巨大影响。 
 
墓园旁有个风水馆，意外地听到风水馆工作人员作的简单介绍。上到二楼，看到麒

麟、貔貅等雕像，获益不浅。原来麒麟是鹿角龙头羊蹄狮子尾。貔貅俗名云狮，大

嘴大肚大屁股雌雄同体，不能排泄。有些事也很奇妙，据说三国时刘备的墓至今完

好，在文革期间没有被砸是因为墓前有貔貅的雕像。 
 

参观完宋庆龄纪念馆，两位老师和我们告别；我们则续程前往上海吃晚餐，过后直

赴机场。还值得一提的是，回星的班机起飞后４５分钟因故障折返，幸而有惊无

险，前后也只延误了三个钟头，我们终于在 8 月 2 日早晨回到了新加坡，结束了这

段难忘的唱与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