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有着很深的
上海乡村文化和民间风俗底蕴，历经百

年沧桑，终于沉淀为具有代表性的上海
传统文化。
丝竹 乐是我国 民族器 乐演奏中 运

用比较广泛、形式较为多样的一种传
统音乐。
丝竹乐历史久远。早在《周礼·春
宫》一 书中就有记 载：

“……皆播之以

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
竹”；《晋书·乐志》说“丝竹更相
和”；《三国志·魏志》则谓：“耳倦
丝竹者”。这些文 献记述了用丝( 弦)

和竹制成的乐器，以及用这种乐器组成
上海市宝山县大场乡新华村( 大

石桥和侯家头村……早年渡船桥人要走

队) 渡船桥自然村现在早已经是上海有

出西南是很不方便的，没有桥，只能摆

名的住宅点——大华小区了。然而渡船

渡，前辈们为了克服这一瓶颈，决定以

来上海谋生的各地民众纷纷把家乡的丝

桥的旧迹，还能从遗留的大场浦旧河道

桥代船，于是就有了这座渡船桥( 渡船

竹乐带到上海，他们结社演奏乡音，以

上依稀寻得；循着那河水的流向一路徜

桥原来是座人字形的联体双桥，跨越两

表达思念家乡之情。各地的民众在上海

徉，记忆的闸门便会缓缓打开……

条河，大造农田时将向村两流的一条河

成立 的丝竹演奏 班社以广 东音乐为 最

填了，人字桥也就成了一字单桥) 。

多，如松柏丝竹会、中华音乐会、精

昔日的渡船桥，河清水秀，风光旖

乐队为歌唱伴奏和演奏音乐。
上海是文艺荟萃之地。近代以降，

旎；渡船桥下的河水从大场镇走马塘流

有了渡船桥，后来就有了“渡船桥

武粤乐组等，大新、先施和永安等大

来，所以得名“大场浦”。大场浦从北

义务国 乐社”—— 上海非物质文 化遗

百货公司都设有各自的粤乐组。另外

向南流 淌到村西， 开始分流。一 路向

产“大场江南丝竹”的渊源所在。

还有岭东丝竹会、新潮乐社等团体演

西，弯弯曲曲向浦家角和杨家桥流去；

“大场江南丝竹”，作为上海市

奏潮州音乐。从浙江、江苏、湖南等

另～路向南，流向小梁山和长港村；还

非物质文化遗产，于2009年5月正式命

地也传人不少丝竹乐曲目。受外来丝竹

有一路沿渡船桥村前向东，流淌到金家

名，是 上海民乐界 首次被命名为 市级

乐的影响，20世纪初以来上海本地丝竹

PULTIJI IIt L啪山g 111

gHf l nOHi t l | ：海细节45

乐得到了迅速发展，上海市区和郊县的

场、彭浦、真如一带，因为是义务的国

样样出色，对工尺谱特别有悟性，自己

本地丝竹班社纷纷成立，通过不断的演

乐社，故被大家称为“跑客串”。渡船

记得牢，还能教别人。渡船桥义务围乐

奏，逐渐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代表性

桥义务国乐社在婚礼、喜庆、庙会、舞

社创建后，吸引了一代丝竹乐爱好者。

曲目——江南丝竹八大曲。他们广泛吸

龙灯、武术表演等场合演奏《行街》、

第二代乐手中，有小梁山的管德祥、浦

收外来曲目和流行于全国的器乐曲牌以

《三六》、《小拜门》、《中花六板》

祥生、浦祥林，有小张家宅的张和尚、

及民歌小调，丰富自己的曲目，同时移

等曲目。演奏时着长衫、戴礼帽，乐器

张炳江、阿长等人。另有两个前辈顾忠

植和改编琴曲和琵琶古曲，提升演奏水

上挂“彩头”，还要以社旗开路。那飘

庆、张永祥( 张根兴的父亲) ，专为

平。传衍到20世纪70年代末，江南丝竹

扬的社旗、漂亮的“彩头”、统一的服

国乐社管理乐器和彩头，俗称“挑脚

班社演奏的曲目已非常丰富，表演水平

饰、悠扬的乐声，煞是好看和动听。渡

担”，他俩庙会和喜庆活动都参加，

更臻完美。

船桥义务国乐社在抗战时期活动被迫停

和顾阿三兄弟叔侄相称。当时，凡学乐

作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止，抗战胜利后才恢复。新中国成立

器，徒弟各随各的师父，逢学曲谱，由

的“大场江南丝竹”，是上海本地丝

后，渡船桥义务围乐社焕发了青春，在

老前辈顾阿妹集中一起教。农民丝竹班

竹乐的代表，而它的源头之一，便是

1956年举行的上海市郊文艺会演中还获

的师徒关系比较随意，徒弟是晚辈的，

上海市宝山县大场乡新华村的渡船桥

得过演奏奖。

称师父为“伯伯”或者“爷叔”，若是

义务国乐社。

渡船桥义务国乐社成立于1925年。

最早创建渡船桥义务国乐社的老
前辈中，最主要的两人是顾阿j 和顾

平辈，则直呼其名了。
目前还健在的第二代乐手中，属管

组织者为顾阿美和顾阿三，社员有浦根

阿妹， 他俩是亲兄 弟，“阿三” 排行

德祥最年长，小梁山人，现年9l 岁，

泉、吴鹤池、吴少池、蔡爱泉、蔡小

老三，

“阿妹”的妹字意思表明爹娘

他14岁就参加乐社，师从顾阿妹，擅

毛、浦阿大等人。活动地点设在大场

想要养 一个姑娘， 这是农村的一 种习

长三弦，通会丝弦，至今还参加乐社

新华村张家宅。从地理位置看，渡船桥

俗，缺什么叫什么。顾阿i 和顾阿妹

活动。

自然村 处于宝山县 新华村( 大队 ) 西南

家住小顾 家宅，世代花农，兄 弟俩自

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渡船桥义务

角，和嘉定县万里村( 大队) 相邻，而

小喜欢民乐，一起拜师求艺。他俩的师

国乐社的领头人叫顾景麟，他是顾阿三

渡船桥义务国乐社的老一代乐手，都来

父叫朱贵，住太平桥，是当时上海滩上

的堂侄，属第三代传承人。当时，农村

自于渡船桥自然村东南和东北方向的自

一名专业乐师。经过勤学苦练，顾阿三

搞互助组、合作社，农民田头工作忙，

然村 一小梁山、 小张家 宅、小顾家 宅

精通琴弦弹拨乐器，顾阿妹则吹拉弹唱

空闲时间少，不少丝竹班散了伙，但是

等，因为这几个自然村当初户稀人少，

渡船桥义务国乐杜自娱自乐的演奏坚持

而渡船桥自然村当时已经有沈姓、郑姓

进行。1955年，宝山县举行江南丝竹演

四十多户人家，宅大人多，四乡八方相

奏选拔决赛演出，渡船桥义务国乐社以

当有名 ，前辈们就 决定用这个大 宅作

全新的 面貌登 台，演奏的 曲目是《 行

为乐队的名称，每逢行街演奏，就亮

街》、《三六》，演出效果极好。演

出“渡船桥义务国乐社”的社旗。行话

罢回到后台，文化馆干部纷纷前来握

叫“冲锋旗”，相当大气，惹人注目。

手祝贺。演出结束后，决定由渡船桥

而另外一个问题是，自然村渡船桥和小

义务国乐社代表宝山县参加市里比赛。

梁山、小张家宅、小顾家宅原来都是宝

笔者在宝山县大场乡新华村小张家宅的

山辖区，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是宝山和

外婆家出生，家族近亲中就有长辈是国

嘉定的分界处，小梁山就划给了嘉定区

乐社的成员，可以说在娘胎里我就开始

管辖，但是渡船桥还在宝山辖区内，而

接受渡船桥江南丝竹的胎教美育，及至

这个班社又是以“渡船桥”命名的，虽

牙牙学语，渡船桥下的大场浦古河道又

然以后 为国乐社 究竟属于 “嘉定” 还

烙满我童年的记忆，怪不得后来我当消

是“宝山”有过争议，但是最后确定

防文化兵，后任电影文化工作站站长

为“宝山”还是顺理成章的。渡船桥

( 副团中校) ，期间 写了几本书都以家

义务国乐社活动区域较广，足迹遍及大

乡为背景，转业后又成了专职的公安文

集了须天宝的作品，称他为乐师。
自新华国乐社( 新华民乐队) 恢复重
建后， 曾多次参加 上海市的重要 演出
并获奖——
1987年4月，参加民乐集成丝竹 乐
队演 出，获优 秀演出奖 ；

1987年5月，参加首届海内外江南
丝竹创作演出比赛，获优秀演出奖；
1991年1 1月，参加第二届海内外江

南丝竹业余组选拔赛．获人选奖；
1992年9月，参加第二届海内外江
南丝竹比赛，获创作奖……
田间春风拂面来，丝竹声声传九
州。创 建于1925年 的渡船桥义务 国乐
学编辑，还担着个“作家”名头。直到

新华民乐队有30人，重返乐坛后人

社，焕发了青春，自19 80年6月7日重

今天我才蓦然想明白，原来这都是有着

人喜气洋洋，集中排练劲头十足，主要

建改名为“新华 国乐社( 新华民 乐

历史渊源 的呀! 一笑。

排练江南丝竹八大曲，演出后受到农民

队) ，，后，累计参加庙会、喜庆聚会、

的欢 迎。

群众娱乐活动，以及对外民族文化交流

1958年后，由于种种原因，渡船桥
义务国乐社的活动开始减少，

“文化大

革命”期间则完全停止了活动。
1978年国家拨乱反正。世居小张家
宅、师从同村张和尚的乐社第三代传承
人，新 华村( 大 队) 大队长 张根兴开 始

但是，农村民乐队伍要保持活力，

演出等，已达五十余场，笔者故乡的老

必须要有专业老师指导，要不断创作新

少几代乐手正精神焕发地沿着渡船桥的

作品。新华民乐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大场浦古河道走出去，走向上海，走向

因为他们中有一个叫须天宝的乐师。

全国，走向世界……

须天 宝早年拜 名师学 艺，师父 张

思考恢复渡船桥义务圄乐社活动，但是

仲翔，是旧上海知音国

似乎时机还不成熟。一年后的1979年，

乐社号称“上海两只琵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恢复播放江南丝竹传

琶”中的第一 只琵琶。须

统曲目，新华村的几个老乐手听了广播

天宝后来考进良友沪剧团

异常兴奋，马上拿出收藏了15年之久的

当专业演奏员，解放后剧

乐器吹 拉起来。 不久，蔡 家浜的须 天

团解散，他进工厂当工

宝、管弄的管耿发、太平桥的王庆祥一

人，50岁病退 同家后，他

起来到张根兴家里，商量恢复渡船桥义

就一心投入了 新华民乐队

务国乐社。

的活动。须天宝不仅长于

这个时候，长年担任新华村( 大

演奏，还擅长 创作，他根

队) 大队长的张根兴已退了下来，改

据农村新形势，创作出的

任村总会计( 后又担任“老龄委”支

民乐新曲目有：《田野春

部书记) ，他觉得恢复渡船桥义务国乐

风》( 1981年) 、《歌舞

社的时机已经成熟 ，马上向村( 大队)

升平》( 1983年) 、《普

主要领导作了汇报，领导一口答应并支

天同庆》( 1 985年) 等，

持恢复重建渡船桥义务国乐社。1980年

这些作品都表 现出了改革

6月7日，渡船桥义务国乐社正式恢复重

开放后农民的喜悦心情。

建并开始排练，社名改为“新华国乐

须天宝2002年2月故世。

社”。大家习惯称“新华民乐队”，由

1993年出版的《中国民族

张根兴出任 社( 队) 长。

民间乐曲集成》一书，收

(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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