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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播撒经典音乐的种子，她“挥棒”数十载

郑小瑛：“挥”洒人生
本报记者 熊杰

日前，2019 国际劳动妇女节特别音乐
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90 岁的郑小瑛
一头银发,穿一件白蓝格衬衫，手执指挥
棒，指挥干脆利落，挥洒自如。

虽然已 90 岁，但郑小瑛依然很“潮”，

也很利索。几十年来，围绕高雅音乐，从指挥
演出、专业教学，到民众普及，再到青少年音
乐素养的提升，都是她工作的范围。她希望

“阳春白雪，和者日众”。她永不停歇，只为
播撒经典音乐的种子而“挥棒”。

郑小瑛习惯在每一首乐曲演出前，都为
观众做一段讲解，介绍作曲家或乐曲的创作
背景，或者介绍独奏、独唱演员。若在高校
演出，她还会讲最基础的歌剧和交响乐知
识,她说，这是在“教 ABC”，因为我们国
家经典音乐的普及率还偏低。

指挥音乐会,为学员上课，90 岁的郑小
瑛依然很忙。在“郑式”指挥法基础研修班
上，经常能看到郑小瑛对学员进行“一对一”
辅导的情形。“手臂不要抬得过高,要为下一
拍做准备。”她经常会走到学员身边，用手握
住对方的手腕，告诉他们动作的要领。她和
蔼可亲,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但要求却很严
格，有的学员连续做了三四次还没能达到要
求，只好红着脸退下。

在交响乐演奏中，指挥是灵魂，职业指
挥家不仅需要脑力，对体力要求也非常高。
一场演出一站就是三个小时，一天排练五六
个小时都是常事。郑小瑛时常满头大汗，但
从没露出倦态。她还经常提醒身边的年青
人：好好锻炼，增强体质，不要加个班就生
病！

有段时间,郑小瑛受邀到全国各地开讲
座,传授指挥法。后来，她发现这种“蜻蜓点
水”式的报告效果并不佳，自己只培养“司令

员级别”的主张已满足不了广大中小学指导
合唱的教师们的需求了。于是，她认真完成
了一个指挥法基础的教学视频，还开了半年
的现场教学课，以“亡羊补牢”之心，来为
一些错误指挥观念提供规范的概念。她认
为,要想掌握指挥手法,最靠谱的办法还是手
把手地教，面对面地讲。

她还编写了教材 《会说话的手》，其中
收录了40多首中外经典合唱曲目,以中国各
个时代的作品为多。“我只能引大家进门，
至于修行，还要看个人的努力了。”郑小瑛
说。

除了忧虑指挥人才的培养，对中小学音
乐教育，郑小瑛也很关注。她说，过去由于
没有强调学习五线谱，导致有的音乐教师连
五线谱的基本知识都没完全掌握。提起这
事，郑小瑛略显激动：“这是失职，会耽误
一代人。”

在热心育人的同时，郑小瑛还会尖锐地
提意见。当她看到有部门在音乐人才培养过
程中重资金与乐器投入，不考虑教师队伍建
设时，她拿起电话，直接打给领导，毫不客气
地指出问题。

“我经常会得罪人。”说起自己倔强的个
性，她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从小就如此。

九十高龄，仍然活跃在指挥台和讲台上1

1929 年 9 月 ， 郑 小 瑛 出 生 于 一 个 海
归家庭，所受的教育水平也因此远远高于那
个时代的普通人家。她 6 岁便开始学习钢
琴，很快成为“小明星”，经常登台弹琴唱
歌。

1947 年，郑小瑛考上北京协和医学
院。按规定，在协和医学院上5年的本科之
前，必须在其认定的几所教会大学里先读三
年生物系医学预科。当时，父母为郑小瑛选
择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生物系就
读，并在音乐系主修钢琴。父母希望女儿成
为一名自主且有教养的新知识女性。但在这
个以“淑女摇篮”闻名的学校里，郑小瑛却
扛着大旗，走进了第一批冲出校门参加学生
运动的队伍之中。

父母为了不让她参加革命，放狠话，甚
至派人专门盯着她,也没有让她动摇。1948
年，郑小瑛北上投奔中原解放区，进入中原
大学文工团。由于之前打下的音乐基础，她
很快就成为带领大家高唱群众歌曲的指挥。
严冬的开封，天寒地冻。每天清晨，她和小
组里其他男女青年一起用小铁桶里的热水漱
口洗脸，一起坐在小马扎上学习 《社会发展
史》，讨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吃饭时，大家端着茶缸，蹲在地上，围着热
气腾腾的杂菜汤，啃着紫黑色的高粱窝窝头
或者蒸熟的新鲜槐花；洗浴时，就在公共浴

池的大池子里洗澡。生活虽苦，但郑小瑛心
里却是乐滋滋的。她渐渐适应了完全有别于

“淑女摇篮”的新生活方式，成为一名地道
的革命音乐人。

1952 年底，郑小瑛被保送到中央音乐
学院作曲系学习。1954 年，苏联合唱指挥
家杜马舍夫来华帮助培养青年合唱指挥人
才，郑小瑛成了他的学生。1960 年，郑小
瑛又被选派到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
院学习歌剧与交响乐指挥，先后师从著名教
授、俄罗斯功勋艺术家阿诺索夫和他的儿子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在莫斯科，郑小瑛常年泡在音乐厅或歌
剧院。她带着总谱，观摩每一场著名指挥家
的排练和演出。她把指挥对音乐的处理、手
势，甚至舞台调度、舞美灯光，以及即席的
感想和收获，都密密麻麻地记录在节目单
上。星期天，她会泡在俄罗斯的博物馆和画
廊里，在她看来，美术和音乐是相通的，一
幅幅雕塑、一张张油画，就如同一曲曲宏大
的交响乐，充实着她的灵魂。

1961 年 10 月 1 日国庆节，莫斯科老艺
术家乐团为郑小瑛举行了一场庆祝音乐会，
这是她独立执棒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在音
乐会的上半场，她特意全部安排了中国管弦
乐作品。音乐会得到观众的广泛认可，《苏
联妇女》 杂志以 《中国第一位女指挥》 为
题，图文并茂地报道了她指挥的这场音乐
会。

杜马舍夫希望郑小瑛能在指挥方面有更
多的收获，还为她介绍了一位莫斯科国立音
乐剧院的资深指挥——伊·巴因。巴因不仅
为郑小瑛义务授课，还破例于 1962 年 10 月
指导她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成功指挥了意
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使她成为第一个
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人。新华社莫
斯科分社于 1962 年 10 月 3 日发回国内的电
讯称：“我国女指挥郑小瑛，在莫斯科指挥著
名歌剧《托斯卡》，博得观众热烈赞扬。”

1964 年毕业时，导师给她的评语是：
“郑小瑛具有非常清晰的音乐思维天性和富
于激情的严谨⋯⋯”观众的鼓励、导师的赞
赏，让郑小瑛信心满满，更加坚定了献身音
乐事业的决心。

放弃优越，从革命音乐人到留学苏联2

教了 20 多年数学的尹志淑，
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像一名“数学教
师”了。

最近她给教师们培训，不讲数
学公式，不讲数学定理，却滔滔不
绝地讲起了数学史、数学思想、数
学精神、对称美、简洁美等人文范
畴的东西。

“学生学习数学不仅是为了解
题、考试，更是为了发展数学素养。”
尹志淑觉得，要想发展数学素养，必
须进行数学文化的熏陶。

培训教师：以传播数
学文化为己任

尹志淑是湖南省娄底一中附属
实验学校副校长，身上有一堆光
环：湖南省特级教师、湖南省初中

“未来教育家”培养对象、湖南省
师德巡讲专家⋯⋯

但她说最看重的，是自己被列
为湖南省“教师培训师”培养对象。

尹志淑说，有了教师培训师这
个身份，她就可以名正言顺、义不
容辞、不遗余力地宣传她的教学理
念了。

“现在一部分数学教师只注重
知识的传授，而对知识的来龙去脉
不太重视。很多学生知道平面直角
坐标系，但不知道笛卡尔；知道勾
股定理，但被问到勾股定理是谁发
现的时，回答却是勾股发现的。”
尹志淑显得很无奈。

她说，忽视数学文化的熏陶，
只重视形式化的逻辑演绎能力的培
养，是数学教学的悲哀，就好比一个充满活力的数学美女，只
剩下一副X光照片上的骨架。

“改变教师的教学理念迫在眉睫。”2017年，娄底市首批名
师工作室之一的尹志淑初中数学名师工作室成立后，尹志淑下
决心与工作室成员一起致力于数学文化的传播。

送教下乡，是尹志淑培训教师、传播数学文化最常用的方
式之一。

不久前，双峰县洪山一中的数学教师们就接受了一场“头
脑风暴”。

那天，尹志淑以“数学文化与教学的有效融合”为题，给
在场的教师作了一堂激情洋溢的讲座。

她从黄金思维圈谈起，鼓励教师们改变理念，引导大家强
化目的意识。

合情推理、演绎推理、数形结合思想、类比思想、转化和
化归思想、分类讨论思想⋯⋯讲座中，一个个相对陌生的数学
词语在尹志淑的反复提及、反复论证下，深深印入教师们的脑
海。

至今，尹志淑已在湖南省范围内主讲数学文化方面的讲座
10余场，培训数学教师1000多人。她主讲的每一场讲座，都
赢得了满堂喝彩。

除了送教下乡，尹志淑还通过举办“数学文化大讲堂”，
邀请名家主讲，启迪教师们的思维；组织工作室成员参加“数
学文化课堂案例分享会”，营造数学文化氛围；建立金字塔式
的培训模式，定期推广名师示范课，力争影响和培养更多的教
师。

“没有人文，哪来科学。”尹志淑表示，数学是一门古老的
学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它与文学、艺术都是
相通的。教师只有对数学文化的内涵理解得深刻，才能将数学
这门学科教得更好。

教育学生：在数学教学中融合数学文化

激发尹志淑钻研数学文化的，是学生的一个提问。
“整数和分数为什么是有理数，它们比别的数更有道理

吗？”一次上课时，一个学生突然提出的问题让尹志淑瞠目结
舌、面红耳赤。

“这是数学上的规定，没有为什么。”她只好搪塞过去。
学生们虽然没有再问，但尹志淑却受了很深的刺激。她明

白，这样的回答只能熄灭学生求知的火花，她为此深感自责。
从那以后，以往望着文科知识就头大的尹志淑踏上了钻研

数学文化的道路。
她自我加压，刻苦钻研，从学习数学史入手，不断扩充自

己的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数学文化素养，终于赢得了“梅花
扑鼻香”。

现在在课堂上，尹志淑能旁征博引地解答学生的各种稀奇
古怪的问题，引导学生领悟数学思想方法，让学生不仅能知其
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同时，尹志淑还不断探索将数学史等文化知识融入数学教
学的路径，在问题情境的创设、定理公式的拓展学习中渗透数
学文化，从而让抽象的数字、符号、公式变得形象生动，把一
堂枯燥的数学课上得趣味横生、通俗易懂，让学生在数学文化
的熏陶中不知不觉提升了数学素养。

2014年9月，初一第一学期第一堂课，尹志淑将数学史知
识巧妙融入，穿插讲了数字“0”的来源，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当我讲到罗马教皇把引进‘0’这个符号的罗马学者的双
手夹残废了时，很多学生都义愤填膺。”回忆起当时的教学情
景，尹志淑脸上洋溢着成就感。

她说，讲完这堂课后，很多学生都跑过来告诉她，没想到
数学这么有趣，小学很害怕学数学，现在决定从初中开始要好
好学习数学。

这些年，随着对数学文化研究的越来越深入，尹志淑的数
学课也上得越来越精彩。截至目前，她本人参加市级及以上教
学竞赛获一等奖6次；辅导教师参加市级及以上教学比武获一
等奖5次；辅导学生参加全国数学竞赛，获全国一等奖、省级
奖、市级奖的有几十人次。今年，尹志淑和她的团队还获得了
数学文化省级课题立项。

“用脑袋行走，做思考的实践者；用脚板研究，做实践的思考
者。”尹志淑一直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教育格言。她说，多年以
后，学生们学过的数学公式、定理、解题方法也许都会被忘记，但
是数学文化会在他们脑海中“落户”，让他们受用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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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阳锡叶

学成毕业的郑小瑛回到祖国，在中
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可惜后来“文
化大革命”开始,她的音乐之路被迫中
止。

1978 年，迎着改革的春风，郑小瑛
与老同志一起，从废墟上重建起中央歌
剧院，并担任首席指挥。此时的郑小瑛
已年近半百，可是她身上有用不完的
劲。她努力排演歌剧、做好人才培养，
还带着乐队做普及、进校园，希望补回
失去的十年。

可是好景不长，流行音乐迅速占领
市场。流行歌手唱一首歌可以挣几万
元，而歌剧 《茶花女》 的主演们，却只
能得到几元补贴。于是一些主演也去

“走穴”改唱流行歌曲，乐手们也去“钻
棚”给流行歌手伴奏，首都集体表演的
舞台一片萧条。

郑小瑛无力改变这种现象，但是她
想，音乐家总还可以做些什么。1989
年，她和大提琴家司徒志文等女音乐家
们组建了“爱乐女”室内乐团。乐团由
志愿者组成，坚持不计报酬进校园演
出，目的是向年青一代介绍中外经典音
乐。乐团先后有 200 多位女艺术家加
盟，从 1990 年起,她们利用业余时间演
出了 300 多场，先后进入 60 多所大中学
校演出，直接听众达20余万人次。

1997年的一天，郑小瑛接到厦门方
面的电话，邀请她南下创建一个职业乐
团，并提出了“公助民办”办团思路。
她感到这是突破大锅饭体制，实践按艺
术规律建设乐团的大好机会。厦门方面
承诺乐团由她全权负责，这无疑给郑小
瑛 吃 下 了 定 心 丸 。 可 是 不 幸 的 是 ，
1997 年底，郑小瑛被诊断为直肠癌，
在积极治疗后，她的决心更加坚定：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重新站在指挥台
上！”

1998 年，大病初愈的郑小瑛来到鼓

浪屿，厦门爱乐乐团在“一穷二白”中
成立了。建团之初，乐团排练一度挤在
一个卡拉 OK 歌舞厅里，只有五六十平
方米。然而，最难的还是钱，没有经
费，乐团曾经连工资都发不出。但这些
并没有让倔强的郑小瑛退缩，她找领导
要支持，找企业拉赞助，让乐团在艰难
中生存下来，并逐步发展。至今，该乐
团共演出 1200 场，足迹遍及十多个国
家、80 多个城市，乐团也成为厦门的一
张名片。

郑小瑛对指挥人才的挑选把关非常
严格，外人甚至认为是苛刻。她说，指
挥是集体音乐表演的舵手，必须具有超
群的音乐才能、极度勤奋好学的精神，
除节奏感要强之外，还要对音高、音色
和音乐形象非常敏感，并具备领导集体
表演的心理素质。

郑小瑛提出“准、省、美”的指挥
法。她要求学生做到“准确”把握总
谱，“节省”体力，以便在掌控音乐的力
度时手势可以收发自如，有“优美”的
表现力。她反对不学习音乐理论基础，
不从作品内容出发，不具备良好的听
觉，而一味追求以外部形态去取悦观众
的肤浅时尚。

改革开放之初，指挥系每年只录取
两名学生，有一年甚至只录取了一人。
她说，对于培养“司令员级别”的顶尖
级人才，要严上加严，宁缺勿滥。改革
开放后，经郑小瑛培养的杰出指挥人才
有十多名，很多是现在活跃在国内外指
挥台上的领军人物，其中包括国家大剧
院的两任音乐总监陈佐湟和吕嘉。吕嘉
还是澳门乐团的总监，并曾任世界闻名
的意大利维诺那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她
的学生里，还有曾任中央歌剧院院长、
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俞峰，中国合
唱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
创系主任吴灵芬等知名艺术家。

敢闯敢试，为经典音乐的普及而奋斗3

郑小瑛深知少儿音乐教育的重要
性。她说，今天受到健康音乐启蒙的孩
子，就可能是未来高素质的公民。

早在1957年，她就担任了中央音乐
学院附中红领巾乐队的指挥。1978 年，
郑小瑛把黄安伦根椐童话 《卖火柴的小
女孩》 谱写的舞剧音乐配上朗诵词搬上
舞台，还亲自担任朗诵，希望能为孩子
们的音乐启蒙尽一份力量。

郑小瑛说：“开始我也担心孩子们听
不懂交响乐，后来我发现娃娃们对优美
的音乐旋律，有一种天生的喜爱和感悟
力，只要曲目适合，按孩子的思路去引
导，就能带领他们走进音乐的天地。”

1988 年暑假期间，德国柏林阿恩特
中学的一位音乐教师来华访问，她向北京
市接待同志提出，希望次年她的学生乐队
来华旅游时，能与北京普通中学的学生乐
团进行联欢，而不是音乐学院附中的乐
队。那时我国还没有一所普通中学里有
管弦乐队，在中国人不能落后于外国人的
思路主导下，有关方面从北京 25 所中小
学少年乐手中选拔，组成管弦乐团，并邀
请专家教授前来辅导。5 个月过去了，孩
子们竟拿下了难度相当大的瑶族舞曲和
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等曲目。

音乐会最终由郑小瑛来指挥。到了
正式演奏那天，上半场先由阿恩特中学
65 人的学生乐队演奏，他们一律穿着白
色裙裤，但样式各异，并没有统一制作
的演出服，乐器编制也比较自由。而
100 来人的金帆乐团上场时，成员全部
身着统一订购的黑色小礼服，马上就赢
得了全场喝彩。然而郑小瑛却保持一贯
的冷静，演出结束后当场发话：“我们应
当看到自己的不足。阿恩特中学的乐队
已有 50 年的历史，而我们的乐队才 5 个
月；他们的指挥只是本校的音乐老师，
而我却是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他们

这 60 多个人来自一所只有 600 人的学
校，而我们这 100 来人却来自 25 所中小
学校。这说明我国的中小学生乐队才刚
刚起步。我期待不远的将来，我们的中小
学里也能出现完全由本校学生组成的乐
队。”——如郑小瑛所愿，几年之后，北京
就有十来所中小学拥有了本校的乐队。

对中学生乐队，郑小瑛也有自己的
见解。她说，现在很多学校在建立乐
团，可是也过于强调“高大上”，强调招
音乐特长生，而且一上来就要按正规乐
队的建制来做管弦乐团，这样不太好。
她认为，学校要结合实际情况，不要轻
易沽名钓誉地叫交响乐团，因为它还没
能演奏一首交响曲呢！郑小瑛建议，可
以先组织一些小规模的乐团，因为学弦
乐没有三五年是无法参加合奏的，也可
以先办一些管乐团，人数可多可少。她
强调，管乐器相对弦乐器来讲，会更容
易上路。而这一切，都要取决于有没有
一位热情的、能胜任乐队组织和指挥训
练的音乐教师。

郑小瑛说，在中小学，提高学生集
体音乐素养，除了成立乐队，另一个重
要途径是开好音乐欣赏课，搞好合唱
课。合唱有不同声部的美妙和声，有指
挥率领大家进行愉快合作，也更加方便
提高孩子们的音乐修养。

采访中，郑小瑛说，我国已是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音乐领域也迎来空前的
繁荣。民众对歌剧、交响乐等高雅音乐
的欣赏水平，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经
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而青少年的合
唱水平、交响乐的普及与演奏能力，则
折射国家的音乐教育水平。她认为，在
这方面，我们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
达国家还有差距。“我希望看到国民音乐
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郑小瑛笑着说。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关注育人，为孩子们打开“音乐之门”4

“魔力”教师

2000 年
11 月，郑小
瑛与厦门爱
乐乐团首次
在土楼里演
出，土楼的
回廊好似大
歌剧院的包
厢。

19881988 年年 77 月月，，郑小瑛郑小瑛 （（前排前排
中中）） 在芬兰萨沃林纳歌剧节指挥在芬兰萨沃林纳歌剧节指挥
中央歌剧院演出中央歌剧院演出《《卡门卡门》。》。

1951年，郑小瑛在大瑶山里演出时
担任大鼓手。

征集启事 他们在讲台上挥洒自如，他们在授课时独
辟蹊径，他们一走到黑板前，周身就散发出迷人的光芒。
您都认识哪些“魔力”教师？欢迎提供报道线索。邮件请
发送至magic_teacher@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