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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歌乐情深”音乐会发挥群体的力量	艺评

郭永秀

　　由新加坡音乐家协会主办的
“歌乐情深”音乐会12月中在新
加坡华乐团音乐厅举行。这是音
乐家协会精心策划的年度最盛大
的活动。
　　开场是林衍辉指挥OBOG管
乐团演奏威尔第作曲《La Forza 
Del Destino 命运的力量》。这
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乐团，在业余
乐团中应是佼佼者。乐团只用了
一把低音提琴，假如多一两把，
相信能取得更好的低音共鸣。
　　有“金牌指挥”之称的合唱
指挥桂乃舜指挥的绅士合唱团唱
了两首歌《渔唱》和《城南送
别》。这个年轻的男声合唱团很
有感觉，各声部均衡和谐。第二
首歌改编自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
《送别》：“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由纯男声演
唱，自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
接下来独唱节目有吴杰、唐翎、
周明伦、黄腾卫和黄彩鸾，五位
歌唱家的演唱各有所长，水平虽
有参差，但也达到一定水平。
　　吴杰指挥的秋华女声合唱
团，团员大都是新移民，新手声
音较嫩，但在音准、节奏上都能
达标，是一支具潜力的合唱团。
加了小提琴伴奏，另有一番风
味。《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大家
都熟悉的歌曲，唱来娓娓动听。
　　上半场最后一个节目由“老
牌”的艺术合唱团演唱三首歌。
《天伦歌》大家耳熟能详，《黑
雾》也是脍炙人口；《串串回
忆》则是傅春安早年的创作曲。
艺术合唱团是早期最具实力的合

唱团，经过几十年，有些团员年
事已高，有些或不在或离开，影
响了各声部的平衡，水平不能与
高峰期相比，但仍然宝刀未老，
以歌声表现出他们对歌唱艺术由
衷的热爱。

歌剧《图兰朵》精彩选段
　　普契尼一生写了10部歌剧，
《图兰朵》是最后一部。以西方
人的想象来写中国题材，内容有
许多不符中国国情的情节。但普
契尼写的旋律优美动听，深受爱
乐者的喜爱。其中还包括我们所
熟悉的江苏民歌《茉莉花》的旋
律，带有浓郁的东方韵味。
　　这部歌剧的精彩选段由林亚
历指挥歌弦合唱团演唱，主唱者
阮妙芬（柳儿）、余伊冰（图兰

朵）、王典（王子）、陈德庆
（帖木儿）、吴翰卫（平）、张
裕德（彭）、黎兢文（庞），钢
琴伴奏冯浩凯。演唱的时候，荧
幕上映出中英文歌词，方便那些
对歌剧不熟悉的听众能了解歌曲
的内容。

　　精选版的唱段与真正的歌剧
演出有颇大分别。正式歌剧的演
出，演员又唱又演，很容易以动
作带动感情，更能进入歌剧的世
界，演唱也更为舒畅动情；少了
表演的选段，听众的注意力集中
在唱者身上，歌唱演员必须更加

集中和投入，才能牵动人心。
　　饰演三名主角人物的阮妙
芬、余伊冰和王典都是资深歌剧
演员，演唱技巧及对歌曲的演绎
成熟淡定。三名饰演大臣的演员
吴翰卫、张裕德和黎兢文也非常
卖力。年轻演员陈德庆更显示出
他的实力和潜力。合唱方面也达
到一定水平，但缺乏表演和动
作，演绎上较难深入。青年钢琴
家冯浩凯的伴奏非常精彩到位。
　　最后由音乐家协会会长傅春
安亲自指挥自己的创作《拥抱夕
阳》。全体唱员以激越的歌声为
音乐会划上圆满的句点。音乐会
的成功，显示在新会长的领导
下，大家群策群力，发挥群体的
力量，为推动本地音乐文化而努
力的丰腴成果。

音乐家协会会长傅春安指挥全体歌唱演员演唱《拥抱夕阳》。
（作者提供）

　　弘扬儒家思想的南洋孔
教会迎来第105个年头，举办
“珍墨艺韵”黄新本水墨画义
展，筹募该会会务基金。
　　黄新本（56岁）艺名六
木子，是中国广东省中山市
人，毕业自广州美术学院油画
系，擅长水墨画、油画、陶
艺、雕刻，是中山“森林木舍
艺术家工作室”创始人，曾协
助中山学院创建美术设计系，
任客座教授；现任中国陶瓷协
会、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等会
员，多次举行个展，作品曾获
国家级大奖多项。
　　黄新本说过：“我的理
想，我的勇气，我的意志，都
在这片热土上悄悄地生长。”
展览展出35幅水墨画，包括
寻求田野山林自然情趣或带文

人情境的山水画，写意与细腻并用的荷花画。他描绘依水而
生，傍水而行的中山水乡，体现对家乡的热爱。

（黄向京／文）
1月12日至20日／中午12时至晚上7时
近意美术馆（#03-03 Bras Basah Complex S180231）
入场免费／电话：63535988／96378472

黄新本水墨画义展
为南洋孔教会筹款

黄新本山水画是展品之一。
（主办方提供）

　　破例获得“吴顺畴百年
诞纪念奖”的本地青年吉他
演奏家娄楷文即将举办得奖

者音乐会。
　　现年20岁的娄楷文少年成名，他在YouTube频道发表演
奏视频，12岁时就被滚石相中提供奖学金到英国梅纽因音
乐学院深造。此后佳绩不断，2017年2月，娄楷文参与希腊
Volos国际吉他比赛，更赢得首奖。
　　虽然人在国外，但娄楷文一有机会就回返新加坡推广古
典吉他艺术，去年10月与11月他参与了本地几场演出，包括
担任澳大利亚吉他演奏家琼斯（Stephanie Jones）独奏会的
演出嘉宾，与弟弟娄仲文首次携手公演。　　
　　吴顺畴百年诞纪念奖创立于2012年，由本地小提琴家兼
指挥家、1983年文化奖得主吴世勉为纪念其父吴顺畴而设
立，旨在奖励本地年轻弦乐乐手。历届得主皆为提琴手，他
们是易彤、李勇锐、朱舒訸、陈晓淳、吴欣亿与刘芷妤。
　　娄楷文除了获得8000元奖金，还将举办得奖者音乐会。
　　这是该奖项第一次颁予非提琴手，奖项未来的定义或许
可以继续扩张，以弦乐为轴心，放眼中西音乐世界。
　　娄楷文为音乐会精心安排曲目，希望能展现古典吉他的
不同音色，也想通过这场音乐会让观众了解古典吉他的曲目
形式。
　　“我想已经很久没有本地古典吉他乐手，在新加坡举办
独奏会了。到时候我会演绎巴洛克时期如巴哈，到现代派如
罗德里格（Rodrigo）的作品，每支曲子都展现吉他的不同技
术。”
　　娄楷文说，获得吴顺畴百年纪念奖，让他意识到自己可
以在新加坡音乐地景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虽然古典吉他在现代吉他／电子吉他的竞争下，离开了
主流，但娄楷文发现，现在不少中小学课外活动也出现古典
吉他团体，足以为本地培养新人。他透露，过去七年他经常
回国，走入中小学、大专院校，尽可能分享自己的经验与技
艺。对于本地古典吉他的发展，他非常乐观，也备感鼓舞。

　吴顺畴百年纪念奖得奖者音乐会——娄楷文
1月19日（星期六）／晚上7时30分
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室／仅限受邀者入场

陈宇昕／报道

本地青年吉他演奏家娄楷文即将举办独奏会。（档案照）

娄楷文独奏会
展现吉他不同技艺

　　我国画家梁振康（68岁）从
艺46载，最新个展“造理入神，
回得天意——梁振康画展（南洋
风貌之延伸）”已是第36次，展
出这六七年来所作山水、花鸟、
人物、本区域旧景画、现代抽象
画总共80张。
　　梁振康早年跟陈景昭学习书
画，毕业于南洋艺术学院西洋画
系，后又获得英伦诺丁汉丹茵士
艺术设计学位、澳大利亚墨尔本
皇家理工大学纯艺术硕士学位。
他曾在广告公司任设计师，并在
南艺与拉萨尔艺术学院执教纯美
术22年，同时汲取中西美术的养
分，相互碰撞、融合。

受各派影响	
形成自我风格
　　梁振康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

说，其水墨画受到中国海派（讲
究笔墨、力度、流线条）、浙派
（比较写意、重视墨韵）、岭南
派（用色鲜明），以及各南洋宗
师（如陈景昭、陈文希、施香
沱）的影响，在在地孕育的南洋
风貌下，融合形成自己的风格。
　　担任新加坡美术总会会长11
年的梁振康认为，所谓的南洋风
格在几十年时间内是否成形，或

是否形成一个画派，言之过早，
比较恰当的说法是“南洋风貌的
延续”，通过创作传达在地热带
雨林润湿气候生活的感觉。渺小
不起眼的野菊花，与日常所见的
鹭鸶、凤凰木等，也都入了画。

重视与中国画家交流
　　自2006年起，梁振康在中
国通州博物馆、北京荣宝斋、徐
悲鸿纪念馆、内蒙古美术馆等办
个展。他指出与中国画家交流的
重要性，“他们也想看看我们这
里的色彩、风貌，与他们是不同
的。”
　　梁振康以取材中国墨河（漠
河）、美国大峡谷等春夏秋冬风
景画为例，强调创作重视写生和
创意，尤其有异传统的创色法，
以泼、甩墨等使色彩层次鲜明，

又用墨彩特点，画里题上名诗句
或自作诗，抒发内在性灵世界。
　　信佛的梁振康在画画里追求
一种“清平的世界，一人一物一
世界”。《白鹦鹉》用特写镜头
锁定澳洲阿德雷德森林里三只栖
息树头的白鹦鹉神态，孔雀青翠
绿色泼在易散水的日本卡纸上，
洒点胶彩黄，画面生动。花月鸟
宿下的《孔雀图》画在银色泥金
纸上。《老挝朗巴拉邦大瀑布》
用当地出产的芭蕉叶纸张来画，
凹凸不平的纸质更突显瀑布的粗
旷感与生命力。
　　梁振康说：“这种棉纸的吸
力很大，在15分钟内即席写生完
成。画家对当场景致在构图上做
切断，感受到气候的变化对于周
遭植物景致的影响，随机应变地
画。”
　　展览展出的最大幅（8尺乘4
尺）作品乃水墨混合媒介，以泼
墨、胶彩、拼贴（菩提叶）、椰
丝调成的色泽等来描绘菩提树下
坐化的佛陀，带版画效果。梁振
康说：“创作方法是无止境的，
多画、多听，自然有意想不到的
效果。”
　　梁振康的一些现代抽象画，
以红色主调批判恐怖主义的猖
獗、血迹斑斑、弱肉强食的世
界。他用上台湾人工大棉纸，更
能吸颜色与墨韵。
　　其作曾获大华银行全国绘画
比赛中国画组冠军、韩国亚细亚
艺术展优异大奖等等。

即日至1月13日
上午11时至晚上7时
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
一及二展厅
1 Old Parliament Lane
入场免费

梁振康画展

融汇中西		延续南洋风貌

梁振康的红色调现代抽象画用上台湾人工大棉纸，批判弱肉
强食的世界。（受访者提供）

本地画家梁振康展出的作品包括一组描绘春夏秋冬，取材中国与美国风景的彩墨画。

黄向京／报道

ngspg@sph.com.sg

龙国雄／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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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康《白鹦鹉》捕捉澳洲森林白鹦鹉神
态，结合泼墨、甩墨、指墨等技法。（受
访者提供）

　　创作方法是无止

境的，多画、多听，

自然有意想不到的效

果。

——梁振康

本地画家梁振康的个展“造理入神，回得天意”今天开始举行，展出他这六七年来所作

山水、花鸟、人物、本区域旧景画、现代抽象画，总共80张。

Headline 梁振康画展 融汇中西 延续南洋风貌
Publication LIANHE ZAO BAO
Date 2019-01-08
Section NOW
Page Number 08
Article Size 943.85 cm2
Journalist ngspg@sph.com.sg (黄向京／报道)
AVE $ 7136

jxliaw
Highl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