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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时也为了

顺应国内掀起的妇女教育热潮，清华学校开

始选派专科女生作为庚子赔款公费生赴美国

留学，第一批被选中的10个女留学生是： 陈衡

哲、周淑安、张端珍、韩美英、李凤麟、林荀、汤

蔼林、王瑞娴、杨毓英、唐玉瑞。值得注意的

是，这10人中竟然有一半与音乐有关，其中有

4人—周淑安、汤蔼林、王瑞娴、杨毓英—

进入美国东部的名校攻读音乐课程。遗憾的

是，与学界对早些时期留日的中国音乐留学

生、黄自之后抵欧美留学生和1950年代赴苏

联留学生倍加青睐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①

目前国内外音乐学界对这些早期赴美的专业

乐人群体，除了零星的提及外，②对其在美国

所就读的学校，及其在美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尚

缺基本的了解，更遑论系统及深入的研究。有

鉴于此，本文以1914年庚子赔款公费生赴美

清华学校首批庚款留美女学人中的音乐人

宫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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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福建，出国前均在教会学校就读，赴美后在东部名校接受专业音乐训练，无论是理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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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学所赴大学、音乐学院所编辑出版的年

鉴、通讯录等原始资料—特别是这四人就读

各校每年都出版的《校刊》《年鉴》《大事记》

《学生期刊》《毕业生名录》和《音乐会目录》

为主要依据，佐以同时期留美中国学生会出版

的英文《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和同时期刊行的

《清华周刊》及近期学者的相关研究，以人物

为焦点来讨论清华学校首批庚款留美女乐人

与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关系。其宗旨除了

厘清汤蔼林、王瑞娴、杨毓英、周淑安这四位乐

人的家庭背景、出国前就读学校及在美国的求

学经历外，还力求叙述其归国后在中国音乐教

育上所做的工作及生活情况。

汤蔼林（E-ling Tong, 1894 ～ 1980）

汤蔼林，英文名E-ling Tong，1894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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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江苏省一个基督教世家。父亲是上海

长老会清心堂首任华人牧师汤执中（Tong 
Tsaeh Tsoong, 1847 ～ 1903），母亲名黃珊卿

（1851 ～ 1922），是上海清心女塾（The Mary 
Farnham Girls’ School）早期毕业生。汤蔼林

是家中6个子女中最年幼的，③毕业于美国监

理会于1892年在上海创办的中西女塾（The 
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 1914年汤蔼林

考取清华庚款公费到美国留学。同年8月15
日在上海乘“支那号”船赴美。抵达美国旧

金山后，汤蔼林先是在预科学院布拉德福德

（Bradford Academy）就读，1915年后升入位

于波士顿近郊的女子文理学院卫斯理学院

（Wellesley College）攻读音乐专业（图1）。 ④

在卫斯理学院，她虽然与宋美龄不同届，但成

为好友。 ⑤

汤蔼林在留美中国学生圈中颇为活跃，

担当过各种职务。如1916年暑假，在美国东

部留美学生夏令会上，她当选为当届清华同

学会副会长。 ⑧1917年左右，她担任过“留

美女学生协会”秘书一职。1918年，她和同

期庚款生张端珍还当选为《中国留美学生月

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助（理）

编辑。 ⑨

除了参与中国留美学生会的活动、编辑

刊物外，汤霭林也利用她的音乐专业特长，在

各种公开场合表演。如在1916年5月举办的

春季系列音乐会的第一场上，她就和王瑞娴

表演了独奏。 ⑩在1917年2月号的《中国留美

学生月报》里，有以下当时在哈佛大学读书

的梅光迪（1890 ～ 1945）与在麻省理工学院

就读的缪恩钊（1893 ～ 1959）所合写的一篇

题目为《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报道，借此

我们可以对汤霭林在美国时的课外生活窥见

一斑： 

两个学生社久为期待的联谊会终于在

12月的23日于哈佛校园里的菲利普斯布鲁

克斯屋（Phillips Brooks House）举行了。其

处临时性地被装扮成了咖啡馆（皮博迪屋，

Peabody House）。我们在波士顿市拉德克利

夫学院（Radcliffe）和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的十几位女性朋友们也赏脸地前来出席了。

而来自纽约的全美中国学生总社主席宋子

文先生（Mr. T. V. Song），与来自曼荷莲学院

（Mt. Holyoke）的赵小姐（Miss T. D. Chao）为

我们增添了快乐。节目开场以拉德克利夫学

院牛惠珠小姐（Miss Wai Tsu New）的独唱，

卫斯理学院的汤霭林（Miss E-ling Tong）伴

奏。哈佛素有“美国哲学家”之称的孙学悟

先生致欢迎辞，并由同是哈佛人的杨铨（杨杏

佛，Mr. C. Yang）做同声中文翻译。两种语言

在口译时的不协调而产生之幽默令听众捧腹

图1  汤蔼林在卫斯理学院就

学时的照片

图片来源： The Wellesley 
Lengenda 1919

除了在卫斯理学院的专业学习外，汤蔼

林也积极参加学院内的各种社团活动，1918
年10月12日，她和另一名在卫斯理学院的中

国庚款女生林荀分别被学院的两个俱乐部接

纳为正式会员。 ⑥汤蔼林也参加卫斯理学院

演剧社的活动，如1919年5月15日的《卫斯

理院讯》就刊登有她参与创作轻歌剧《远在

波斯》（她是该剧七名作曲者之一）的消息。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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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其他的亮点包括有麻省理工的陈葵先

生（Mr. Ki Chun）之小提琴独奏，以纽英格兰

音乐学院的王瑞娴（Miss Z. Y. Wong）伴奏；

麻省理工学院同学里，娴熟地玩手法变纸牌

的是史先生；男生独唱的是涂羽卿先生（Mr. 
Y. C. Tu），王瑞娴小姐为他伴奏；张贻志先生

（Mr. Y. T. Chang）讲的是中国单口相声；然后

王瑞娴小姐表演钢琴独奏。 11

汤蔼林是1919年春季毕业的，获文学学

士（A.B.）学位。1919年6月号的《中国留美

学生月报》提到她于同年夏天回国。 12回国

后，她以教钢琴为生，一度还在上海基督教女

青年会就职，13同时“尽力社会事业”。 14 
1922年，她在上海与同为清华留美生的

银行家王正序结婚，15 1925年随出任新加坡

华侨银行副总经理的丈夫远赴南洋，之后又

随出任和丰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的王正序移居

香港。1936年7月，王正序奉命在纽约开创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并任经理，汤蔼林也随之

重回美国，直到1939年王正序被调往缅甸。 16

1960年代，她随丈夫又回到香港，后移民美

国。先是在纽约居住，后来搬到华盛顿，1980
年，86岁时去世，安葬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

（Arlington, Arlington County, Virginia）。

王瑞娴（Wong Zoen-Yien, 
1893 ～ 1971）

有关王瑞娴在美国留学的情况，最早可

见《波士顿环球报》1918年11月24日的一

篇题为《杂碎不是中国菜—瑞娴小姐如是

说》的报道（图2）： 

……王小姐是由中国政府派到美国来接

受教育的中国女孩之一。中国政府用来将这

些学生送到美国的钱是美国拒绝接受“庚子

赔款”的利息，而中国人出于对美国的尊重，

用这些钱帮助以美国的方式教育他们的孩子。

王小姐是个小姑娘，有着甜甜小脸，害羞

而且还有些胆怯，但充满了乐趣。她是近年

来唯一一位选择在音乐学院上读书的中国学

生。她在卫斯理学院读了两年，但由于健康

的原因，她面临着一大难题： 放弃音乐还是

继续在卫斯理攻读她的其他课程。她决定选

择音乐。她在钢琴上所取得的进步使她极为

欣慰。但是，她说随着回国时间的临近（她明

年夏天就会回去），她变得越来越想家，也越

来越寂寞。她离家近五年了，在中国有个大

图2　《波士顿环球报》（1918年11月24日）关于王瑞娴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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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等她归来。她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

她出生于香港【应是广东】，但是在上海

接受的教育。她的父亲是汉阳一家煤铁和钢

铁公司的经理。她在美国老师的辅导下在家

学习过英语，1914年由政府公派与10名同伴

一起来到美国。她学了两年的小提琴，但为

了集中精力学好钢琴，她不得不放弃小提琴

（她似乎很有拉琴的天赋）。她也在选修舞蹈

课程，并期望明年夏天回国后在中国教授舞

蹈和音乐。……17

1922年12月1日的《清华周刊》提到她

“在美首年修业于Wellesley （卫斯理） 大学，翌

岁往Boston Conservatory （波士顿音乐学院，即新

英格兰音乐学院）习音乐。十九年 （1920）卒业

归国。现又回美再研究音乐”。 18 通过查阅《卫

斯理大学年鉴》（The Wellesley Legenda）中的记

录，我们可以确切地得知王瑞娴1914 ～ 1916年

在卫斯理大学就读，19 1916 秋季转到新英格兰

音乐学院专攻音乐。1918年后随理查德 · 斯蒂

文森（Richard Stevens）专攻钢琴。

李岩先生通过王瑞娴后人考证，王瑞娴

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留学的第一学期（1916 

年9月至1917年2月）至第二学期（1917年2 

月至1917年6月）所选的课程有： 钢琴、视唱

练耳、和声、英语、舞台仪表、声乐钢琴伴奏。

1918 年第一与第二学期课程除了继续选钢

琴、和声、声乐钢琴伴奏外，还增选了对位法、

音乐理论。1919年第一和第二学期的课程又

增选了和声与作品分析、室内乐合奏、 舞蹈、

器乐钢琴伴奏等。 20

 王瑞娴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习期

间，其钢琴演奏技法已渐趋成熟，并多次在

学校的音乐会上登台表演。 21从当年的音

乐会节目单我们可以得知，她在1918年和

1919年弹奏的曲目以19世纪作曲家的作

品为主，包括俄国钢琴家、作曲家安东 · 鲁

宾 斯 坦（Anton Rubinstein, 1829 ～ 1894）的

《G大调船歌》（Barcarolle in G major）、瑞士

作曲家约瑟夫 · 拉夫（Joseph Joachim Raff, 
1822 ～ 1882）的 《e小调前奏曲》（Prelude in E 
minor）、匈牙利钢琴家、作曲家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 ～ 1886）的《泉水》（Au bord d’une 
source）、美国作曲家霍雷肖 · 威廉姆 · 帕克

（Horatio William Parker, 1863 ～ 1919）的《A大

调组曲》（Romance from the Suite in A minor）等。

关于王瑞娴在波士顿以及后来的生活情

况，1915 ～ 1918年在哈佛研究院的赵元任在

其《早年生活自传》中曾提到过。他说，“王

瑞娴是我的音乐朋友，她在波士顿音乐学院

主修钢琴，那时我当然不晓得她是我未来太

太在上海中西女塾（McTyeire）的同学。她

嫁给康奈尔我的同学董（J. C. S. Tung ，董任

坚），生了4个孩子，都成为有成就的音乐家。

两个女儿在音乐会上任钢琴手，两个儿子在

宾州交响乐团任指挥。”22

从《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当年的报导来

看，王瑞娴也是美国东部当时中国留学生群体

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如她刚到美国不久，就在

哈佛的一所教堂举办了题为“中国的女子教

育”的讲座。与汤霭林一样，她也利用她的钢

琴专业特长，在各种公开场合表演。在1916年
5月举办的中国留学生春季系列音乐会上，第

一场就是她和汤霭林的独奏音乐会。 23在同年

11月有两百名代表参加的美国东部留美学生

第十二届年会上，“王瑞娴的钢琴表演成了晚

会的一个亮点，值得特评。”24在1916年12月23
日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学生会举办

的联谊会上，王瑞娴更是大显身手，不仅为麻

省理工学院的学生陈葵的小提琴独奏和涂羽

卿的男生独唱弹伴奏，还表演了钢琴独奏。 25

王瑞娴1919 春季从新英格兰音乐学院

师范科钢琴专业毕业，6月24日拿到毕业证

书后（见下图四），即与同时期到美的另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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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庚款女生韩美英、李凤麟、林荀、汤蔼林、杨

毓英于1919年夏季回国。 26

1920年《清华周刊》统计数据显示，王

瑞娴回到上海后，曾一度供职上海基督教女

青年会。 27 1922年秋季，她再次回到新英格

兰音乐学院。1922学年第一学期，她所选的

课程是公共学校音乐、对位法、演讲技巧。第

二学期除了继续学对位法、公共学校音乐

外，还选了钢琴、心理学、高中管弦乐队指挥

课。1922年夏，王瑞娴随美国作曲家康沃斯

（Frederick S. Converse, 1871 ～ 1940）学 习

作曲。1923 年第一学期（即1922年秋季至

1923年的2月），除继续学钢琴、高中管弦乐

队指挥、室内乐合奏课外，她还增选了定音

图3　王瑞娴（三排左四）与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学生俱乐部成员合影 
图片来源：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 13 （1917 ～ 1918）

图4　王瑞娴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毕业时的照片及1919届师范科钢琴毕业生名录

图片来源： The Neume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of Music, 1919）；Year-book of the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of Music, 1919 ～ 1920 （Boston,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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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小提琴两种演奏技能课程。 28

1923年2月回国后，王瑞娴历任国立东

南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暨南大学钢琴教授。

1927年11月27日上海国立音乐院成立，王瑞

娴成为初创时期最早聘任的四位钢琴教师之

一。 29但1929年因卷入学潮被校方解聘。 30被
解聘后的王瑞娴在上海成立了“可能是中国

第一个有开业证书的最正规的音乐馆”31，教

导儿童及青少年学习音乐。1934年5月，她

被聘为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

王瑞娴从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期

创作了很多儿童歌曲，其中除少数几首发表

在《文化艺术月刊》上外，其余皆发表在丈夫

董任坚（亦名董时）主持的期刊《儿童教育》

上。暨南大学创办时的校歌，就是由校长郑

洪年作歌、由她“制谱”的。 32王瑞娴创作和

编配的儿童歌曲在1930年代的儿童教育界

享有很高的声誉，有的学校甚至将其所创作

的歌曲列为音乐考试曲目。更有学者极力推

荐她的歌集，称其为中国儿童歌曲的“开山

工作，确乎不愧名家杰作”33。

除了教学和创作外，王瑞娴还发表了一

系列有关儿童音乐教育和音乐理论的文章，

有些还在海外的报刊上连载，如她写的《音

乐的原素》等就在陈嘉庚在马来亚创办的

《南阳商报》上连载过。 34作为当时社会著名

的音乐教育专家之一（王瑞娴早在1928年4
月即与萧友梅、程懋筠、李恩科等参与“大学

院审查教科书会议”会议），王瑞娴还写过些

音乐教科书评论文章，其中尤其以1931年发

表在《图书评论》一卷一期的《萧友梅著的

几部音乐教科书》一文最为犀利。韩国鐄先

生注意到：“她在文中将萧友梅所编的四本新

学制音乐教科书（唱歌、乐理、风琴、钢琴）内

的许多不合适或错误的地方一一挑出，并且

将和声等处理的错误一一在乐谱上圈出示

人；她说在《新学制唱歌教科书》有290多处

错误，在国民党歌短短21小节里有30多处错

误等等。”35王瑞娴自己在1930 ～ 1940年代

也编辑出版过数本音乐教材，如《小学音乐

教材》（王瑞娴等编，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

1935）、《幼稚园唱歌集》（王瑞娴编）、《旧诗

新曲》（王瑞娴制谱，中华书局，1945）等。

作为钢琴教师，王瑞娴也培养了不少

学生。近代多位著名音乐家，如著名小说

家包天笑的女儿包可珍；钢琴演奏家吴

乐 懿（1919 ～ 2006）；理 论 家、作 曲 家 周

大风（1923 ～ 2015）；钢琴教育家李素心

（1923 ～ 2011）等皆受过王瑞娴的教诲。 36音
乐史家、民族音乐学家赵如兰（1922 ～ 2013）
幼时也曾随王瑞娴学过钢琴。 37

1947 年王瑞娴随子女迁居美国。之后

似乎就逐渐淡出学界了。有学者说她曾在新

英格兰音乐学院任职，是“该院历史中，首位

华人女教授”38，但笔者查遍了该校的官方记

录，包括1947年至1970年的《新英格兰音乐

学院年鉴》《通讯录》和其他官方出版物，都

找不到她任职的记录。1971年，王瑞娴在美

国去世，安葬在宾夕法尼亚州蒙特哥马利县

罗萨林镇的山边墓地里（Hillside Cemetery, 
Roslyn, Montgomery County, Pennysylvania）。

杨毓英（Lucy Yuoh Yung Yang）

1914年四位庚款留美女乐人，杨毓英的

情况我们知道得最少。1915年12月号的《中

国留学生月刊》提到杨毓英1914年秋抵达美

国后，首先进入位于麻省卫斯理镇的预科学校

达娜豪尔学院（Dana Hall）读预科，1915年秋，

与陈衡哲一起进入1861年建校的纽约州的著

名私立女校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学习。 39

1922年12月1日刊行的《清华周刊》提到她是

“江苏人。苏州Laura Haywood （景海女塾） 毕
业生。［民国］ 三至四年 （1914 ～ 1915） 在

美国Danna Hall中学预备，十九年（1919）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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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sar大学领学士学位。”40 瓦萨学院的校

刊《瓦萨学人》（The Vassarion）从1917年起

就在“1919届毕业生”名单中列有她的名字

（Yang, Lucy Yuoh Qung）和出生地松江（Sung 
Kiang）。 41 1919年的《瓦萨学人》上还刊有以

下杨毓英毕业时的两幅照片。 42

在瓦萨学院，毕业于美国教会学校的杨

毓英很容易地融入了校园生活，无论是在学

业上和社交上，她都如鱼得水。 43她自己在

1915年11月写给《中国留学生月刊》的通讯

中提到：“作为瓦萨学院史无前例的、也是为

数不多的两个中国学生，陈衡哲小姐和杨毓

英小姐自然成了学生和教职员工好奇关注的

对象。今年我们面临的任务很艰巨，除了攻

读一年级通常的课程外，我们还学习钢琴。”44

她的同学陈衡哲在1916年底写给《中国留学

生月刊》的通讯中自豪地提到：“杨毓英和我

在瓦萨学院无论在社交上和学习上都有“宾

至如归”之感。在大学期间的最后一年，杨毓

英还加入了瓦萨学院的作曲家俱乐部。 45

除了学习外，杨毓英还与陈衡哲一起，

向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听众介绍中国、订正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理解。如陈衡哲在以上提

到的通讯中就提到：“就我们所取得的成就

而言，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运气目前

还没有抛弃我们。出于谦虚的缘故，我不想

在此提供过多的细节。我们仍然经常到社

会上去，就‘中国’问题与对此感兴趣的美

国公众进行非正式讨论。但更有趣的是，这

里的女孩们对学习中文很着迷，我们作为老

师当然很开心！”46 1917年2月11日，杨毓英

还应邀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沃斯莫尔学院

（Swarthmore College）发表演讲。虽然她们

意识到大学期间学业繁忙，不时地出去演讲

会影响学业。但她们觉得作为国家的一员，

她们有义务为祖国承担这一重任。 47

1919年6月，杨毓英从瓦萨学院毕业，获

文科学士学位（Lib. Arts），同年夏天回国。杨

毓英回到上海后，似乎曾一度在上海基督教

女青年会工作。1922年4月出版的《瓦萨杂

闻》（The Vassar Miscellany News）在一篇报

道瓦萨学院在中国的校友的短讯中提到“露

西 ［杨毓英英文名］ 已结婚，现居广州。 她
在广州一所中国人创办的中学里任教，该校

的校长是史密斯学院的毕业生，教务长是欧

伯林学院的毕业生，两人都是中国人。露西

在这所中学里教英语和音乐。”48 1922年12
月1日的《清华周刊》提到她回国后在松江

传道书院任教。 49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25年出版的《中国

名人录》（Who is Who in China）中“留美归国

学生名录”一表中载有“卢夫人，卢杨毓英，

瓦萨学院1914级学生， 浙江籍，文科学士，广

州观音山执信女校，【通讯地址】广州文德路

聚贤坊曹卢三楼。”50 1934年11月出版的《瓦

萨季刊》（Vassar Quarterly）在“失联校友”一

图5　杨毓英在瓦萨学院

图片来源： The Vassarion Vol. 32 （Poughkeepsie, New York,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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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上列有杨毓英的名字。 51 1938年其姊杨锡

珍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宝庆路口

创办上海锡珍女中，卢杨毓英被列为校董之

一。 52但之后就查不到她的行踪了。

周淑安（Siok-An Chiu, 1894 ～ 1974）

首批清华留美的四位女乐人，周淑安的

情况我们知道得最多。除了周淑安本人留有

手稿《中国现代音乐活动回忆录》《总结我的

声乐教学经验与研究》及《我的声乐学习与

教学经验》外，她在上海音专时的同事廖辅叔

和她的独生子胡伯亮也分别于20世纪八九十

年代撰有纪念文章，53 1984年首版的《中国

音乐词典》和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

书 · 音乐、舞蹈卷》均有她的词条，2002年还

有专门研究其音乐生涯及成就的硕士论文问

世。 54事实上，早在1930年代中期，周淑安作

为专业声乐教育家已有一定的声望，如上海

《密勒氏评论报》1931年在上海出版发行的

《中国名人录》（Who is who in China）中就有

她和他丈夫胡宣明的照片和词条（见图6）。 55

1936年版的《中国名人录》也登载了以

下关于她生平、海内外教育经历及回国后生

活、工作现状的英文词条： 

胡周淑安夫人，声乐专家，1894年出生

在福建厦门；1911年毕业于厦门女子师范

学校；之后在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当了一年教

员；1912 ～ 1914年到上海中西女塾读书； 美
国布拉德福德学院毕业；1915年入麻省剑桥

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1915 ～ 1919年波士顿

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修声乐、钢琴。1917年、

1918年、1919年暑期去康奈尔大学音乐师范

学院学习合唱指挥；1919 ～ 1920年在纽约

社会工作学校学习社会工作，在纽约音乐学

院学习音乐。1920年夏，到法国斯特拉斯堡

随一位法国教授学习声乐；1921年在广东省

立女子师范学校任音乐教师；1922 ～ 1924
年在上海从事各种社会活动；1925年在上海

中西女塾任声乐教师。1926 ～ 1927年出任

厦门大学中国音乐研究员兼厦门女子师范学

校教师。与家人再次赴美，在巴尔的摩皮博

迪音乐学院随声乐系主任米涅蒂（Professor 
Minetti）教授进修声乐。1928年至1930年1
月在中西女塾任声乐老师，1928年带领中西

女塾低年级合唱队在上海舒伯特音乐节舒伯

特歌曲国际大赛获得一等奖。l929年上海国

立音专任声乐组主任至今。教育部音乐教育

委员会委员，中国联合教会圣歌编写音乐委

员会成员，《儿童教育月刊》撰稿编辑；《儿童

歌曲集》作曲者。地址： 国立音专，上海辣裴

德路1325号。 56

如以上词条所述，周淑安1914年秋到

美国旧金山后，先是与中西女塾的同窗汤蔼

林一起入布拉德福德学院读预科。一年后

入哈佛大学女校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读本

科。 57廖辅叔先生提到，周淑安在拉德克利夫

女子学院是“以音乐和语言为主科” 58。1919
图6  《中国名人录》（1931年版）中胡宣

明和胡周淑安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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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拉德克利夫学院年鉴》（Radcliffe College 
1919 Year Book）上刊载的周淑安当年毕业照

旁则清晰地标明她“主修德文”（concentrated 
in German）（见图7）。

图7　周淑安毕业照

图片来源： Radcliffe College 1919 Year Book

图8　周淑安与“都市会”个别会员合照

图片来源： Radcliffe College 1916 Year Book

由于拉德克利夫学院只设置音乐理论

课程，没有音乐技能课，所以周淑安同时也到

位于波士顿后湾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习声

乐、钢琴和试唱练耳等课。 59拉德克利夫学院

虽然没有设立音乐实践课程，但是校内有众

多师生组织的音乐团体，如“音乐社”60、“都

市会”“合唱团”。周淑安不仅是这些社团演

出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从1916年起，她还担

任了都市会的副会长（见图8）。 61

除了参加拉德克利夫学院校内社团的

音乐活动外，周淑安还积极参加外校组织的

音乐活动。如1917年至1919年，她连续三

年参加了康乃尔大学主办的夏令音乐师范

学校，学习音乐教授法及合唱指挥法培训

班。1918 ～ 1919年，她还与学校的社团一

起代表拉德克利夫学院参加社会活动，如每

年暑假第一周在纽约州银湾（Silver Bay）举

办的为期一周的大学生夏令营。《拉德克利

夫新闻》（The Radcliffe News） 就刊载过她去

银湾参赛的消息。 62《拉德克利夫学院年鉴》

（1920）还刊有她与其他团员1919年参赛的

合影（见图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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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随丈夫赴广州任职。在此期间，周淑安在广

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作音乐教员，同时也作参

加一些社会团体活动。在这期间“孙中山先生

提倡军乐和祖国进行曲”所以产生很多这类乐

谱作品。“有一次总统府大厅开评判曲谱会，我

也被请为评判员之一，并帮助做和声” 66。
1922年，周淑安回到上海中西女塾担任声

乐教师。此间她“常用中国民歌编成合唱曲给

学生唱，学生们与中外教员们都很欢迎。开起

音乐会来听众也非常欣赏”。为了更好地理解

中国音乐风格，她特地请了一位著名的洋琴先

生“教她弹唱中国曲子，特别是广东曲子” 67。
1925年12月，胡宣明再次赴美国进修。周

先生带着孩子回到厦门，在母校厦门女子高等

师范学校任声乐课教师。同时任厦门大学音乐

研究员。她那时的工作是“学习中国乐器，收

集材料，组织大学生合唱团，并在固定的时期开

演奏会，提倡中西音乐”68。与此同时，她还随

当地的一位古琴师学弹古琴，并将所学的古琴

曲用五线谱记谱。空闲时，她还“用厦门的民

歌谣，如‘呵呵昆’（安眠歌）、‘竹仔枝、梅仔子’

等作曲，并编写‘佛曲’‘箫’‘老渔翁’‘苏武牧

羊’等民歌配合男女声大合唱、小合唱之用”。 69

1927年夏，已33周岁的周淑安携子再次

赴美，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皮博迪音乐学

院（The Peabody Institute, Baltimore, Maryland）
随声乐系主任皮特罗 · 米涅蒂（Pietro Minetti, 
1858 ～ 1933）教授（见图10）进修了一年的

声乐。米涅蒂的教学对她后来的声乐教学影

响很大，特别是“美声唱法”，用她自己后来

的话说“从这位教授我得到意国出名的‘Bel 
Canto’方法，就是‘美声的唱法’……我从他

所学的在我后来的教学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再次留美期间，她不仅演出活动频繁（“开过多

次独唱会，节目有中西歌曲”），还借机回到波

士顿“探望母校并作访问的演出”。 70

图9  周淑安与“1919年拉德克利夫学院银

湾代表团”团员合影 
图片来源： Radcliffe College 1920 Year Book

与同时期抵美的其他几位庚款女学生一

样，周淑安也积极参加中国留美学生会的各

类活动。她是1919年留美中国学生联会的

评议员，1920年还当选为东部留美学生会副

会长。 64在波士顿期间，周淑安和同在哈佛的

赵元任等中国留学生开始常有来往，并成了

赵元任暗恋的对象。赵元任在《生活自传》

中就回忆到：“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文名）

散步，合弹钢琴二人合奏曲，（如拉哥，Largo，
从德伏拉克的新世界交响曲改作之曲），离开

她的时候，给她写长信。我虽然常和女孩约

会并和女朋友玩乐，可是我从未对任何一位

认真发生兴趣，也许安娜除外，不过她已和我

的1910年清华同班同学胡宣明订婚，我不敢

再深一步进行。”65

1920年春，周淑安结束了在波士顿的

学习生活，起身回国。经过欧洲时她“在

法国Strasbourg住了两个月，并趁机和一位

Strasbourg音乐学院的教授学唱法文歌，得到

益处不少”。同年10月回到上海，10月30日
她与胡宣明（1887 ～ 1965）结婚。19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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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最早把‘美声唱法’带回中国”“中国现

代第一位专业声乐教育家，第一位合唱女指挥

家，第一位女作曲家”之美誉。关于周淑安在

国立音专长达近十年（1929 ～ 1938）的教书、

育人、创作、著述及演出等活动，抗战时在重

庆、抗战后重回上海、1959年后在沈阳音乐学

院（1959 ～ 1969）生活工作情况、“文革”中

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并被下放到

农村，直至1974年1月5日，不满八十岁的周

淑安在上海溘然而逝等，廖辅叔先生、她所教

过的学生喻宜萱和她的后人胡伯亮已分别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撰有回忆文章。 74她1930
年代创作编配的歌曲和编辑的各类歌曲集、她

对中国基督教音乐的贡献，75以及她有关声乐

教育的论著等也都有专门的研究，此不赘述。

结　语

据不完全统计，1854 ～ 1953年的一百

年间共有175人赴美学习音乐。其中男性52
人，女性117人，性别不明者6人。 76在提到其

中以黄自1924年留美以前的16位留美音乐

人时，韩国鐄先生注意到，“这16人中有13位

是女性，其学习的专长以钢琴为最多，声乐次

之。16人中有半数生于江浙一带，这和当时

江浙的对外接触有关。以本国的毕业学校

而论，有五位毕业于上海的中西女塾（另外

一位尚不十分清楚），五位和北京的清华学校

有关，可见得这两所学校当时的地位。至于

留美的学校则以新英格兰音乐院的人数最

多（六位）、奥柏林音乐院（或学院）次之（三

位）、密歇根大学又次之（二位）。”77韩国鐄先

生的观察也适宜于以上讨论的四位庚款女乐

人。汤蔼玲、杨毓英在江浙出生，王瑞娴和周

淑安亦出生在最早对外开放的广东和福建。

这四者出国前皆在美国监理会在华所办的教

会学校就读，其中汤、王、周三位毕业于同一

所学校—上海的中西女塾。与早些时期留

图10  周淑安在皮博迪音乐

学院的声乐老师米涅

蒂（Pietro Minetti）
图片来源： The Baltimore Sun 

（May 2, 1933）

1928年夏天，周淑安全家回到上海。周

淑安再次被母校中西女塾聘为声乐主任。同

年，上海举办了舒伯特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

会并举行国际舒伯特作品比赛，她训练的中

西女塾低年级合唱队代表中国队参赛，并获

得了第一等奖，为国人争得了荣耀。 71这当然

不是她第一次带队获奖，早在美国第一次留

学时，她就曾率领由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临

时组成的代表队参加歌唱比赛。“中国人一

向出名不会唱歌”，但由她指挥的合唱居然赢

得第二名，歌词不过是她临时编的而已。“美

国人很稀奇中国代表团在五十多个大学代表

团当中能取得这样高的地位” 72 。
1929年，周淑安接受了萧友梅的聘请，去

上海国立音专教合唱。因为“音乐院的学生有

好些曾在中西女塾和慕尔堂听过我指挥音乐

会，和我个人开的独唱会”。 73同年3月周淑安

被聘为音专声乐组主任，教主科声乐、合唱，还

教视唱练耳，一直到她1936年9月主动让贤，辞

去声乐组主任一职，全心倾注于教学工作。

周淑安被认为是我国现代音乐事业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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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中国音乐留学生不同，这四位庚款女生皆

进入美国东部的名校接受专业音乐训练，无论

是理论造诣还是音乐技艺远超学堂乐歌作者。

她们学成归国后，虽然不像沈心工、曾志忞、李

叔同等第一批留日音乐留学生那样在乐坛上

引领风骚，但她们其中的两人也为中国现代音

乐事业—特别是钢琴、声乐教育和儿童音乐

教育—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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