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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際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二日

新唐人電視台即將於二零
零七年十月十六日、十七日在美
國紐約舉辦第一屆「全世界華人
聲樂大賽」，此舉得到華人音樂
界專家的盛讚和期望。新唐人舉
辦國際系列大賽，旨在推廣人類
正統文化藝術精粹，使有各種特
長並有志於弘揚純真、純善、純
美的正統文化的藝術家們共襄盛
舉。此次聲樂大賽旨在促進文化
交流，弘揚純真、純善、純美的
正統聲樂藝術。
台灣藝術大學音樂系主任
蔡永文表示，他非常讚賞這國
際聲樂大賽。透過聲樂，讓正統
的中國藝術之美能傳到世界每個
角落，尤其現在全球興起中文熱
潮，我們的中文藝術歌曲在以後
的世界舞台上一定會變成一個主
流。

人品高尚，音樂才能感動人
蔡永文指出，一般的藝術作
品是從「創作」、「作品」到
「欣賞」三個階段即告成立，但
演唱家得把作曲者的時空背景，
自己對歌詞內涵 詮 釋的層次感，
也就是自己的文學修養，讓作品
再現，是充滿生命的。豐富的文
學修養會讓唱出的歌感動人，而
時下的一些流行歌曲，有的真是
教人越唱越傷心，越唱心靈越蒼
白。
此外，蔡永文還強調，聲樂
家要有高尚的品格， 詮 釋出來的
音樂才能真正感動人。
一個演唱家如果很自私，
一天到晚只想到要算計別人，
你在台上唱的歌怎麼能感動人？
你唱歌時，本來是要歌頌人的光

明代奇才、道士劉伯溫曾輔
佐朱元璋打下天下，建立明朝。
他以神機妙算而著稱於世，向有
「前朝軍師諸葛亮，後朝軍師劉
伯溫」之說。他的「今日燈火
朝上，來日燈火朝下」和「今日
活牛耕地，來日鐵牛耕地」等近
似夢 囈 的預言，如今均已化作現
實。他為後世留下了許多預言，
包括廣為人知的《燒餅歌》。直
到現在為止，只要是已發生的

一個樂觀的人因為常常使
用正向思考的神經系統，所以經
常分泌讓細胞健康的神經化學物
質，因此比較不容易生病；一個
悲觀而憤世嫉俗的人，他的神經
系統不但會讓他老是使用負向思
考的神經而變得愈來愈悲觀，而
且在每天憤憤不平的時候，神經
細胞又不斷地分泌會讓細胞凋亡
的神經化學物質。所以，當人長
期處於悲觀而憤怒的狀態時，可
說是在慢性自殺。
小時候，父母時常提醒我
們：「不管做什麼事，都要心存
善念。因為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等到念研究生時，才發現
這個說法是有科學根據的。很幸
運的，「心存善念」一直是我為
人處世的最高指導原則。
在碩士班，曾選修一門神經
化學的課程。當時令我印象最
深刻的就是：在科學上已經發

高和寡，但通過作為一位聲樂家
的身體力行，江 樺 體會到正統藝
術永無止境，自己有責任將其發
揚光大。她預祝大賽圓滿成功：
「我相信一定會辦的非常好，也
希望不是就是這麼一次，繼續還
有第二次、第三次，我一定會鼓
勵我的學生去參加。」

正統音樂須用心領會
台灣藝術大學音樂系主任蔡永文

明面，但是你的心很壞，說實在
的，人家看了就不會覺的感動。
蔡永文認為，聲樂家對音樂
的 詮 釋中包含的一個重要部份就
是他的人生歷練。一個音樂家要
能關心社會，把內心對人性的關
懷歌唱出來，相信也將帶動整個
社會和諧。
蔡永文期盼並鼓勵，首屆全
球華人聲樂大賽能將許多的華人
聲樂家凝聚在一起，歌唱出對生
命的熱愛，唱出純真、純善、純
美的正統音樂。大家在一起唱的
時候，那個力量才真的大，那就
是使中國藝術歌曲躍升國際舞台
的一個最好機會。

祝聲樂大賽成功
演員──歌唱家──教師，
江 樺 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及香
港演藝學院，並於一九八八年被
香港藝術家聯盟選為最佳歌手。
她表示，很高興新唐人電視台舉
辦首屆全世界華人聲樂大賽，大
賽除了能將正統的歌唱發揚光大
外，也為華人聲樂家提供很好的
交流平台。
雖然目前正統的聲樂似乎曲

事，結果證明他的預言都是很準
確的。
這些預言的準確程度令人驚
異，可是每次都是在他預言的事
件發生以後，人們方領悟到其中
的玄妙真機。在一場地震中被震
出的《陝西太白山劉伯溫碑記》
是劉伯溫的另一個預言，預言內
容還未發生。現摘錄兩段話，讓
我們看一看在這個可怕預言印證
前，能否對人有所啟發？

現，人在正向、積極的思考與負
向、消極思考時所使用的神經系
統居然是相反的，而且是互相拮
抗的。也就是說，當一個人的思
考是樂觀、祥和、感激、快樂…
時，人腦中的正向思考的神經系
統會產生作用，而另一套負向思
考的神經系統則不但不會產生作
用，還被抑制住。相反的，當一
個人心中充滿了仇恨、悲傷、沮
喪、恐懼、妒嫉……時，負向思
考的神經系統會被激發而產生作
用，但是在此同時，正向思考的
神經系統卻被完全抑制住了。而
且在科學上，早已發現神經系統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特徵：神經細
胞在活動時是利用電傳導，並且
喜歡走快捷方式，所以被活化次
數多的神經細胞會比活化次數少

她指出，藝術歌曲的範圍很
廣，內容很豐富，比較有深度，
須用心去領會，流行歌曲雖然容
易上口，但很快被淘汰。比方說
有的流行歌手，很紅很紅很紅，
不過他才幾年就會被新的歌手又
代替了，我就覺的這個藝術的生
命比較短，而正統的呢，藝術生
命可以久一點。

把中國民族歌曲推廣至全球

聽的民族歌曲。」「通過這種世
界級的比賽可以把正統的華人文
化如傳統的中國民族歌曲傳播到
全世界。此外，這項比賽宗旨和
背後所蘊涵的意義亦讓人們意
識到傳統中華文化傳承的重要
性。」
駱女士還表示說，傳統文化
的傳承與意識於這紛亂的世界是
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促進友誼和
諒解，使世界更和平。
她比喻說：「這項比賽是一
個鑰匙，開啟更長更遠的路，讓
年輕一代的華人瞭解真正的傳統
文化，珍惜中國正統的聲樂文
化遺產。」她認為：「當人們一
提到聲樂比賽或藝術歌曲，都會
聯想到西方的作品。但我覺的中
國傳統民族歌曲亦同樣具有非常
高的水平，不應該只局限在中
國，應該展現給全世界。這項聲
樂大賽在紐約舉行可說是一個很
好的主意，因紐約是一個國際都
會，是一個中心點，在這裡可以
更有效的傳達及弘揚中華傳統文
化。」

位，這很好！」黃冰潔說。
黃冰潔表示，純正的演唱要
求歌手音域寬廣，肺活量足夠，
注重音色、音質美。「你會用心
聆聽，靜靜的全神貫注，那宛若
天 籟 之音，極具感染力，感人肺
腑。」
黃冰潔還表示，古典音樂的
聽眾文化素養、鑑賞能力、品味
格調都較高。華人有壯大的聲樂
隊伍，也有日益成熟的聽眾群。
新唐人電視台覆蓋面廣，全世界
都能看到，為參賽者提供了很好
的平台。出類拔萃的人才會得到
的廣泛的肯定、承認，擴大知名
度，是全球性的殊榮。初出道的
選手能開闊眼界，增加上舞台的
機會，豐富經驗，找到差距。
「熱愛藝術的人通過比賽可
以得到提升和成就感。」黃冰潔
說。

馬來西亞藝術學院的音樂系
主任駱麗芳女士非常讚賞新唐人
電視台舉辦的全世界華人聲樂大
賽，並認為這是一項非常好的舉
措，可以讓全世界聽到動聽的中
國民族歌曲。
駱麗芳曾代表馬來西亞到中
國出席一些音樂活動，並有機會
接觸到非常好和獨特的中國民族
歌曲。她說這些民族歌曲都非
常美麗、非常動聽，歌唱技巧很
高，但可惜的是這些好歌幾乎沒
機會在舞台上展現，而且在其它
國家也很少有機會聽到。由於這
次的全世界華人聲樂大賽也包括
民族歌曲，她因此表示：「新唐
人電視台提供了一個非常好、非
常健康的平台，讓更多的人得以
有機會認識和欣賞到這些美麗動

新加坡聲樂協會前會長、資
深音樂人黃冰潔表示，純正的聲
樂演唱宛若天籟之音，感人肺
腑。黃冰潔得知新唐人電視台將
舉行旨在弘揚正統聲樂藝術的首
屆「全世界華人聲樂大賽」後表
示，當前流行音樂盛行，通俗歌
星被追捧，正統的聲樂行業不景
氣，但還有很多優秀的音樂人不
計較得失，一心奉獻藝術。
「新唐人倡導正統的聲樂，
給傳統文化、經典音樂應有的地

《陝西太白山劉伯溫碑記》這樣
寫著：「天有眼，地有眼，人人
都有一雙眼。天也翻，地也翻，
逍遙自在樂無邊。貧者一萬留
一千，富者一萬留二三，貧富若
不回心轉，看看死期在眼前，平
地無有五穀種，謹防四野絕人
煙，若問瘟疫何時現，但看九冬
十月間。」
又說：「遭了此劫不上算，
還有十愁在眼前，一愁天下亂紛

紛，二愁東西餓死人，三愁湖廣
遭大難，四愁各省起狼煙，五愁
人民不安然，六愁九冬十月間，
七愁有飯無人食，八愁有人無衣
穿，九愁屍體無人撿，十愁難過
豬鼠年，若得過了大劫年，才算
世間不老仙。」
這兩段話的大意是，天理昭
彰，人人又都有自己的行為上的
善惡選擇，有一雙分辨善惡的眼
睛，而人類的行為也逃不過天理
的衡量；人類會發生翻天覆地的
變化，只要順應天理就會「逍遙
自在樂無邊」；有一場很可怕的

大瘟疫將發生在豬鼠年之間或之
前；瘟疫發生時，貧富存留的比
例差距極大，這對那些只知賺錢
而不問是非的人，是一個沉重的
警告。
古人云，神目如電。善惡到
頭終有報，個人的任何作為終究
都要接受天理的衡量。中共為禍
中華大地70多年，其罪行罄竹難
書，必遭天譴。與之為伍、發誓
為其奮鬥終身者，豈不危矣？退
出中共黨團隊，乃是上天慈悲於
人，留給人的自救之路。

的更容易被激活。說白了，就是
「愈用愈發達，不用則退化」的
現象。所以，一個愈樂觀的人，
因為看待週遭的事情總是以正面
的態度；時常心存感激，對於不
公或不平的事件，也都不放在心
上 或 是 認 為 上 天 會 幫 助 …… 等
等。可想而知，他正向思考的神
經系統被活化的機率就比較高，
而負面思考的神經系統卻會因為
不常使用而退化了。相反的，如
果一個人都只看事情壞的一面，
對待事物都是以挑剔、批判的態
度面對，或是經常對環境感到懷
疑、恐懼，那麼，他的負向思考
的神經系統就會變得很發達。同
時，時間久了之後，要想激活他
的正向思考的神經系統就相對的
變得比較困難了。

最近的醫學及科學上還發現
到，神經系統與免疫系統是相關
聯的。甚至有科學家在電子顯微
鏡下看到了神經細胞與免疫球細
胞相接觸的現象。所以，不難想
像，當正向思考的神經系統分泌
出能讓細胞生長健康的神經化學
物質時，人體的免疫系統中的免
疫細胞也會變得比較活躍，能再
分化出更多健康的免疫細胞，對
於外來的細菌或病毒當然也就比
較有抵抗力，人也就比較不容易
生病。甚至我們時常聽到的，一
個癌症病人如果比較樂觀，通常
癌症都比較容易痊癒。
當然，一個普通的人，並不
見得總是可以百分之百樂觀或總
是百分之百悲觀。不過，如果能
夠在愈多的時刻保持樂觀、祥
和、喜悅、感恩的心情，避免憤
恨、不滿、妒嫉、不安、懷疑的
情緒，那麼，這個人的正向思考

的神經就會時常被激活，然後久
而久之，身體就愈來愈健康，免
疫系統愈來愈強健，當然也就愈
來愈不容易生病。而且正向思考
的神經系統，也會愈來愈發達，
想法就愈來愈樂觀積極，形成了
一個良性的循環。
最近幾年來，產生許多怪
病，甚至有很多好幾年前就已經
滅除的感染性疾病，都又再度
發現。很可能就是因為現在的人
心，早就不再像以往那麼真誠而
善良了，所以，很多的疾病都因
為自身的細胞不健康，而變得難
以醫治。
編者語：曾看到過這樣樸素
的話語：「好人好自己，壞人壞
自己」。世上沒有損人利己的事
情，損害別人就是損害自己。人
要想真正健康幸福，要用愛、感
恩和祥和的心代替所有怨恨、不
滿和憤怒的病態心理。

純正聲樂感人肺腑

新加坡聲樂協會前會長、資深音樂
人黃冰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