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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叔叔─黃源尹
印尼華僑歌唱家的坎坷人生

▓羨華

黃源尹是一位中國卅年代紅遍中國

大陸的男高音聲樂家。

他出生成長在荷屬東印度群島，蘇

門答臘北部的棉蘭市。那是一個寧靜純

樸的小城市，那裡的建築物受荷蘭統治

該地兩百多年的影響，有著濃濃的歐洲

風味，也有飄著暖暖海風的熱帶情調。

上天賜給這裡千萬個群島的資源

非常豐富，除了石油、森林以及幾百年

也取之不盡的海洋生物外，還給了他們

天賦的藝術才能，如繪畫，雕刻，音樂

等。

在這裡成長的黃源尹也分享了這其

中的天資，他全身充滿了活躍的音樂細

胞。

祖父早逝，所以從小就由我父親，

比他年長十幾歲的大哥撫養長大。叔叔

喜愛音樂，做大哥的全力培育他，讓他

長期隨歐籍名師學習鋼琴和聲樂。

高中畢業，大哥送他到上海，考

入上海國立音專。抗戰期間，他隨校轉

到重慶，繼續在大後方完成他音樂的課

程。他的努力加上天賦，在國立音專畢

業時的總平均分數是97.3分。成績之優

良，據說是打破該校歷屆畢業生的記

錄。

抗戰末期，他曾響應先總統蔣公所

提的「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要求

投身軍旅。但因為他是華僑，和許許多

多在大後方熱誠愛國的華僑青年，蒙先

總統蔣公的接見，蔣公對華僑青年投身

軍旅的願望非常讚揚，他鼓勵他們如果

返回僑居地，在海外領導華僑從事愛國

運動，同樣也是對國家盡一份心力和貢

獻。

就這樣，黃源尹帶著他一身所學，

帶著他的愛國歌曲，負起他的使命和委

任，返回僑居地的棉蘭。

棉蘭，這個小城市的中國人是熱

情的，華僑青年是活潑的，黃源尹用他

那感人的歌聲，激化愛國情懷的壯麗歌

曲，集結了一股對抗日軍的潛力，他們

到處巡迴義演，募款捐給祖國作抗日救

▲黃源尹。

國運動的基金。

記得當時我還小，也常跟著叔叔學

了不少愛國抗日的歌曲，如「義勇軍進

行曲」、「出征歌」、「八百壯士」等

等。其中「義勇軍進行曲」後來被中共

當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南

進，叔叔重返重慶，以他的歌聲，在大

後方繼續他那愛國歌曲的演唱生涯。

抗戰勝利，他在上海與小提琴家馬

思聰、馬思宏兄弟及女鋼琴家吳樂懿女

士，組織了上海音樂訪問團，巡迴全國

演出。也曾於民國卅五年來到台灣，在

台北市中山堂公演。

叔叔畢生從事音樂的歷程中，他的

最大願望，是收集全國各地的民謠，以

自己的國家為發揚基礎，然後他要唱給

全世界人士去欣賞。他認為中國民謠，

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民謠要優美，而曲

與詞的吻合，也比任何民族的民謠更為

適切。他覺得不讓中國民謠在世界各國

受到注意與重視，是太過於自我隱藏而

可惜的事。

世界著名的民謠，雖經流傳，有些

被視為民族心聲的不朽之作，但是忽略

中國民謠的參與、比較，那麼所謂不朽

之作的價值觀念應該重新估價。

抗戰勝利之後的那些演唱會，上海

音樂訪問團的巡迴行程，雖遼闊但並未

能滿足他的願望，他曾把那次旅行當作

一次「聲心交易」。途經之處，他一方

面演唱，也在收集許許多多他從未聽過

的民謠。他曾獨自前往邊疆一帶的偏遠

地區，作更深入的探討。他的努力和辛

勞並沒有白費，他確實收集了不少民謠

的資料，像古玩收藏家一樣，發現一個

珍品，他會興奮得徹夜難眠。

叔叔計劃的另一階段，是要跨越

五大洲，把中國民謠的聲浪，佈植在全

世界的人心裡，讓義大利的「我的太

▲民國35年台灣光復節，上海音樂訪問團到台北市中山堂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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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法國的「壞了的指環」、奧國的

「牧場上」、俄國的「長相思」、美國

的「夢裡情人」等等，這些流遍於全

球的民族聲浪，追逐在我們的「茉莉

花」、「在那遙遠的地方」之後。

一步緊接一步，黃源尹在計劃未

來，安排著中國民謠的前程。

抗戰勝利的狂歡和希望，停留在

空間有多久？一場二十世紀人類的浩劫

接著在歡笑聲中如浪潮淹來，淹沒了承

平，淹沒了幸福，當然也淹沒了黃源尹

的整個計畫和他一生的願望。

在歌唱中，他擁有濃厚的感情，

在他那輝煌的歲月裡，也有他浪漫的愛

情。在上海那個藝術範疇內，很少有人

不認識黃源尹，而且很少有人不喜歡

他，因為他灑脫，因為他出眾。

他曾與上海紅極一時的話劇名演員

沈敏有著刻骨銘心的愛情。

民國38年，正陶醉在愛情中的黃

源尹偕同沈敏，雙雙奔向自由地區的香

港。

初到香港，黃源尹還舉行了一場很

成功的演唱會。畢竟香港是個殖民地，

無法滿足可以讓他發揮理想的地方。

正當他無所適從，是去是留舉棋不

定的時候，現實生活的衝擊，使他無法

兼顧到他的愛情，於是，他和沈敏的相

愛漸漸有了裂痕。

漂亮的沈敏終於像一般小說中的女

主角一樣，到了香港不久，嫁給一位香

港的商人。

就在這緊要關頭的時候，黃源尹

接到了前新疆省主席張治中的電報，邀

他回大陸完成他對中國民謠的工作和理

想，同時他又收到從法國留學回到上海

的女高音周小燕的來信，邀他返回大

陸，與她共同為中國音樂發揚光大而努

力。周小燕特別強調當時上海的情況很

好，他們共同能為「新中國」做的事很

多。

父親獲悉之後，就在這個時候，從

印尼趕到香港，設法阻止他盲目而愚蠢

的行動。

當父親用力拍著桌子，大聲吼著

不讓他回大陸時，他說：「我是學音樂

的，我又是華僑，回到大陸，我也只是

作音樂，我必須回去，共產黨會明瞭

▲1948年，黃源尹在香港舉辦獨唱音樂會。

的，他們不會拿我怎麼樣。」

父親告訴他：「共產黨沒有音

樂。」他很淒涼地回答：「香港更沒有

音樂。」

張治中、周小燕的不斷來電誘惑，

他終於頹然地闖進了形將封閉的鐵幕。

從此，他被關閉，被改造，被清算，整

整五年，要把他身上所流的家庭成份不

良的血液清洗乾淨，也要清除他滿腦子

資本主義的思想。

這錯誤的一步，使他身心受到迫

害，他的理想幻滅，他抱恨終身，等到

他發覺自己的愚蠢而力求解脫時已經太

遲，一切都已無法挽回。

五年，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五

年的時間不算長，快樂的日子，總覺得

一幌即過。但是，五年，對一位接受洗

腦和勞動改造的人來說，是一段漫長歲

月，好像永遠都走不完的日子。是一連

串痛苦，折磨的日子，黃源尹忘記了他

的民謠，忘記了他的樂章。

這個時候的周小燕已經是中央音

樂學院的院長，為了她自己的前途，她

想幫忙也不敢操之過急、過份熱心。她

一再勸叔叔要忍耐，她說洗腦、勞改都

是必要的過程，熬過這一段一切就會好

轉。

五年過去了，黃源尹走出勞改營。

周小燕確是盡過力，透過「黨」的批

准，在北京解放軍文化工作歌舞團中，

擔任一名音樂指導。第二年，周小燕還

提名他，使他成為中共音樂訪問團的團

員，隨團前往歐洲共產國家訪問。等到

一切籌備就緒，臨上飛機的前一刻，

黃源尹的名字突然被剔除，理由是：

「黨」對他還不夠信任。

他曾經遭遇感情上的傷害，仍能表

現他那份灑脫，既為中國音樂的奮鬥，

他也無懼於物質生活上的短缺，但是

打擊他崇高的心志，使他受創心靈的裂

痕，越來越深，他的希望和理想，像旱

地之龜裂，四處伸展，無法縫結。

1964年12月，他和歌舞團中的余姓

女團員因彼此相惜相愛而結婚，這也是

▲1947年10月黃源尹（第一排中座者）回生出地棉蘭探親，與學藝歌詠隊隊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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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三年無數次申請才獲准的婚姻。

結婚的那天，北京報紙的記者曾前

去採訪他，要叔叔對中共樂壇發表一點

感想。

有了過去政治警覺性的經驗，叔叔

暗地算計著，今天是結婚的好日子，務

必要小心回答，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所

以他再三技巧地避開所問，不肯表示意

見。

共產黨的幹部當然不會輕易的放過

他，幾個記者七嘴八舌逼著他一定要坦

白批評，批評中共對音樂提倡的得失。

他們說：「你一定要說，要批評，現在

『黨』的政策就是接受大家的批評，這

樣才能獲得改進，如果不說，證明你對

『黨』仍不忠、不實。」

在海外華僑社會中長大的青年，頭

腦是單純的，學音樂的藝術家，思想更

加純真。

於是，黃源尹說了話，他說：「作

為一個聲樂家，最大的盼望就是演唱，

演唱才是藝術的表達。演唱才能追求進

步，演唱才能引起共鳴。音樂家為今天

的演唱，為明天留下記載。但是，今

天，我們既缺乏表達的機會，也不曾為

明天灌製唱片，留下一點餘音，或者任

何傳播方法，廣為流傳。這是遺憾的

事。」

儘管政治警覺約束著他，但抑制了

很久的心裡的話，還是衝動地吐了一點

出來，這使他再一次地又走入了陷阱。

北京的報紙，第二天把黃源尹的意見發

表了，清清楚楚的白紙黑字，他被綑綁

了，跑不掉，也推不掉。

黃源尹的公開意見，「不幸」被新

加坡一家反共報紙全文刊出，並以「黃

源尹的榜樣」為題，指出中共政權控制

下，大陸上藝術家內心的苦悶，埋沒了

他的才華，特別對一個華僑音樂家等

等。

1961年夏天，黃源尹的職位不但降

了好幾級，同時和他的妻子一同被下放

到青海作勞動服務。從此過著貧困和寒

冷的日子。他們雖然還是在文化歌舞團

工作，但薪水被降到不足以糊口。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又被鬥了，進

入中壯年的黃源尹，經過勞改、下放，

蒼老的陰影已包圍著他的周身，精神上

的虐待、體能上的負荷，他病倒了。最

後，當他最疼愛的學生鬥臭他的時候，

他的心更痛了，痛到無法支撐。1972年
因心臟病逝世。

黃源尹的歌聲有多好，讓我們聽

聽早期在台灣著名的音樂教授汪精輝曾

經評論過的一段話：「黃源尹的歌聲很

美，尤其是那首『思鄉曲』，真令人畢

生難忘，至今仍回味無窮。人類對音樂

的造詣，所能控制的音量、音色的里

程，黃源尹已跨入了化境。」

「當他唱著『在這個靜靜的深夜

裡，記起了我的故鄉』，我神會其中，

他的技巧、轉腔以及假音的運用，我

只能說，他是我國當代最傑出的音樂

家。」

像流星一樣的劃過長空，閃亮而

有力，叔叔在近代音樂史上，特別是民

謠峰壘間的嘹亮迴響，就是這麼一閃而

過。星星已殞落、已灰燼，但餘音蕩

漾。（作者為印尼華僑，曾任台灣新生

報社長）

黃呂美蘭主持雪梨分會三週年慶

華僑協會總會澳洲雪梨分會7月8日
晚慶祝成立三周年，而由該會所創、目

前全球唯一的所屬組織，華僑協會總會

澳洲雪梨分會青年團，也同時間慶祝成

立一周年。

在華埠皇冠酒樓舉行的晚宴上，

華協會雪梨分會會長黃呂美蘭向二百多

位嘉賓表示，三年來在獲得社區先進支

持下，會務得以平順發展，令她感到安

慰。她指出，該會所創辦的青年團，是

目前全球華僑協會總會各地分會中唯一

的一個，這群熱誠的年輕人所提供的服

務，在各項活動中表現都非常出色，值

得為他們驕傲。她呼籲各社團盡量給予

青年團機會，提供優質服務，相信青年

團成員也十分樂意服務社區。

黃呂美蘭表示，下次的大型活動是

10月20日「全球華僑節」，屆時希望大

家全力支持。明年4月20日，將舉辦華僑

協會總會全球分會第四屆聯誼大會，屆

時也希望大家共襄盛舉。

當晚出席嘉賓包括：駐雪梨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林碩彥代處長、雪梨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鄭介松、中國國民黨

中央評議委員司徒惠初及澳洲總支部當

值常委陳盛福，曾澤平、郭廷亮、葉青

玉、林瑞銘、朱淑芳等多位僑務委員、

諮詢委員及顧問等，他們中大多是華僑

協會總會澳洲雪梨分會的名譽顧問。

林碩彥、鄭介松、華僑協會總會

澳洲雪梨分會名譽顧問吳進昌等在致辭

時，讚揚華僑協會總會澳洲雪梨分會及

青年團的貢獻，並讚揚青年團活躍專

業，並祝他們在舉辦華僑節活動中獲更

大成功。多位嘉賓當即捐款給華協會雪

梨分會及青年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