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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归侨歌唱家叶佩英
□张明萌

祖国是叶佩英一生的母题，也贯穿了她全部的艺

术历程，她用生命诠释了“海外赤子”四个字。

时代金曲

2019 年，叶佩英在天安门

广场与近 3 万名各地群众同

声高歌《我爱你，中国》，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诞

献礼。

《我爱你，中国》是 1979

年电影《海外赤子》的插曲，

由郑秋枫作曲、瞿琮作词、叶

佩英演唱。电影上映后，因歌

声动人、饱含深情而迅速走

红，成为时代金曲，传唱至

今。每次演出，叶佩英都会唱

这首歌。四十年来，她唱这首

歌超过 3000 次。

1935 年，叶佩英出生于马

来西亚吉隆坡，祖籍广东惠

州。1951 年，她告别父母从马

来西亚回国，在广州中大附中

和北京师大附中完成中学学

业。1955 年，叶佩英考入中央

音乐学院声乐系。1961 年，叶

佩英毕业后留校任教，她摸索

出一套中西结合的唱法，为美

声唱法民族化的

探索做出了重要

贡献。

以情动人是叶

佩英演唱的特点之

一，她的《蓝天里有

一颗会唱歌的心》

《祖国颂》等多首代

表曲目都与自身经

历、内心情感紧密

勾连，《我爱你，中

国》是其中之最。

《我爱你，中

国》并非为叶佩英

量身打造，但这首歌的歌词、旋

律与叶佩英的身份、经历极其

贴合。她作为马来西亚华侨，一

心希望报效祖国。她的数次人

生抉择也都与祖国密切相关：

毅然只身回国、放弃地质大学

转而报考音乐学院、演唱《我爱

你，中国》……这首歌是她的代

表作品，更是她一生的指引与

写照。

2019 年献礼演出中，唱到

“我爱你，中国”时，叶佩英深深

鞠了一躬。每次唱到这句，她都

会深鞠一躬，以此表达对祖国

的深情与热爱。

这是观众最后一次看到她

鞠躬。2022 年 4 月 7 日，叶佩

英去世。

海外赤子
自唐代起，惠州就有居民

陆续移居海外，清末更有许多

华侨深度参与到东南亚的开荒

垦殖中。吉隆坡有“客家人开

埠”的说法。20 世纪 20 年代，

叶佩英的祖父迫于生计，漂洋

过海到马来西亚做买卖。十年

后，叶佩英的父亲叶育基料理

好自己母亲的后事，只身漂泊

到南洋谋生，后定居吉隆坡，在

当地的广东惠州公馆做书记

员。

叶育基着重对子女的民族

教育，家中说中文、看华文报，

告诉子女他们不是这儿的人，

而是“唐山人”（当时马来西亚

把中国叫“唐山”）。叶佩英上小

学时，东北沦陷，学校有募捐活

动，她每天会把三分钱的午饭

钱捐出一分。

叶佩英从小就爱唱歌，她

有一副好嗓子。受家庭的影响，

叶佩英学会了《朱大嫂送鸡蛋》

《凤阳花鼓》《松花江上》《毕业

歌》等爱国救亡歌曲，还在街头

唱《卖花词》为祖国抗战募捐。

1941 年，日本入侵南洋，叶

育基举家搬迁至小乡镇避难，

开荒种地。叶佩英因此辍学，与

12 岁的哥哥一起摆香烟摊谋

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

来西亚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

叶佩英作为华人，生存压力很

大。初二那年，她被一名英国兵

尾随，她往父亲供职的惠州会

馆楼上跑，摔倒在楼梯上，回头

看到英国兵在那里狂笑。幸好

会馆的叔叔阿姨出来看到了

她。“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

‘狰狞的笑’。”叶佩英回忆。

1950 年，15 岁的叶佩英在

船上畅想着新中国。航行几天

后，从船舷可以看到陆地，她远

远望见了五星红旗，兴奋得每

天都把会唱的中国歌唱一遍。

1951 年 2月，叶佩英进入

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初二，暑

假之后，她考进了北京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读初三。

高中毕业时，叶佩英想报

考中国矿业大学，立志成为一

名地质工作者。“当时我有一股

子情绪，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

志愿。”她说，“教师、科学家都

被人尊重，而且我从小到现在

唱歌都没有难着我，我觉得不

用学。”合唱团的老师聂中明找

她谈话，希望她不要浪费自己

的天分。告诉她：“你的嗓子是

国家的财富，不是你一个人

的。”她因此被打动，转而报考

中央音乐学院，轻松过关。

进入大学后，她接连受到

打击。乐理课、视唱练耳课等专

业课程让她不太适应。同时，她

作为一名祖籍广东的华侨，咬

字发音不算标准。一张口老师

就批评她吐字不清。她到资料

室听歌唱家的吐字发音，上正

音课，苦练戏曲、梆子、京剧等

专业课程，走路都在看别人说

话的口型。勤加练习后，她渐渐

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演唱方

式，最大程度发挥自身优势，为

美声唱法民族化的探索做出了

重要贡献。“（我练出一套）中西

合璧的演唱本领，用洋唱法唱

好中国歌，唱的时候，融入京剧

等民族的方式进行融合，这是

民族吗？是洋的吗？是中国的只

能说！”叶佩英说。

女中音歌唱家李克曾在

1979 年与叶佩英同台演出。当

时，中国邀请世界著名指挥家

小泽征尔来中央乐团演出《贝

多芬第九交响曲》。领唱从全国

的歌唱家中选出，每次排练都

坐满了观摩学习的人。李克回

忆，作品的高音很高，叶佩英在

大家休息的时候，一个人一遍

遍反复练习。“她非常认真，很

有华侨的情怀，我们还聊到回

国的感受，她觉得回国感觉很

温暖，给了她很多机会。而能有

机会演唱‘贝九’，她非常满足，

说一定要把它唱好。”

演出圆满完成，小泽征尔

很兴奋：“真想不到中国竟有如

此高水准的演唱者！”

《我爱你，中国》

1979 年，广州珠江电影制

片厂（以下简称“珠影”）的 8个

工作人员敲开了郑秋枫的家

门，告诉他，珠影准备拍摄中国

第一部歌颂华侨的影片，希望

他担任作曲。

同一时间，珠影联系上瞿

琮，希望他为影片写一首主题

歌歌词。瞿琮一直想写一首爱

祖国的歌曲，他听过美国的《美

丽的美利坚》、秘鲁的《我爱秘

鲁》等许多国外歌颂祖国的作

品，将歌曲名定为《我爱你，中

国》。

郑秋枫和瞿琮商量，想找

一个中国最好的女高音。在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部长张

以清的推荐下，他们找到了叶

佩英。郑秋枫给叶佩英寄去了

一封信和电影《海外赤子》的剧

本。

电影中，华侨黄思华拥有一副

好歌喉。解放军某文工团招收演员

的考场上，文工团的音乐家们很赏

识她，但她因华侨女儿的身份而被

阻于艺术殿堂之外。经过重重阻

挡，她终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唱出

了华侨儿女的心声。

叶佩英看后深受感动，自己就

是华侨，黄思华的心态与她如出一

辙。她在回信中写道：“信收到了，

我带着眼泪，没有吃饭，全看了一

遍。我在准备考托福，现在我不考

了，我就唱这首歌。”

拿到《我爱你，中国》的词曲后，

叶佩英既惊喜又有压力。歌曲一唱

三叹，有九个排比句，层层递进，对

祖国的青松红梅、春苗秋果、森林

山川、田园庄稼等作了细腻刻画，

饱含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满腔热爱

和真挚情感。“看到第一句‘百灵

鸟，从蓝天飞过’，那个‘飞’在我脑

海中就出现装饰音了。”她回忆。

但要把这种感动传递给观众

不如直接感受文字那么容易。根据

她的经验，演唱时，排比的大量使

用很容易因为重复而使听众感觉

枯燥。“9 个‘我爱你’打头的排比

句，怎么让人家听得不烦？这就考

验文化基础了。”叶佩英在接受采

访时说。一天，她在收音机里听到

了儿童教育家孙敬修给孩子们讲

故事的节目，发现孙给孩子们讲故

事时，重复的内容每次都讲得不一

样。她受到启发，在咬字、断句和情

感上下功夫，每一个“我爱你”都灌

注以不同的感情。第一个“我爱你”

是没有棱角的、婉转的爱，第二个

就成了明亮一些的爱。唱到“秧

苗”，不使劲儿，轻轻柔柔像秧苗随

风摆动。下一句“秋日金黄的硕

果”，“我就想着怎么唱都唱不出九

百六十万平方米的金黄色，（这么

往大了唱）不会过。”

在广州录《我爱你，中国》时，叶

佩英边唱边哭。“就像歌词里头讲

的，我们爱国家的一草一木，爱国

家的山水，像青松的气质，像红梅

的品格……我们爱的是这些东西，

不是空的。华侨是国内的同胞，我

觉得（这首歌）是在给我们正名。”

《海外赤子》上映后，《我爱

你，中国》传遍大江南北。多年过

去，盛名远在电影之上。演唱时经

常出现的场景是：叶佩英在台上

边唱边流泪，听众在台下边听边

流泪。她认为，这首歌不仅凝结了

海外赤子的情怀，也是中华民族

的情怀。

张以清推荐叶佩英时，认为她

是当时“全北京最好的女高音”。彼

时，叶佩英成名已久。

1963 年，叶佩英在中南海为毛

主席、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演出，

领唱《祖国颂》。1965 年，人民大会

堂举办《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廿

年》演出活动，叶佩英担任《黄河大

合唱》中《黄河怨》的独唱。周总理

听了之后，对她表示赞赏。演出后，

有次她去新华书店买书，营业员认

出她是《黄河怨》的表演者，顾客们

都围过来夸她唱得好。

叶佩英出名不久，“文革”开始

了。她是归国华侨，演唱风格结合

了西洋美声与民族唱法，和中央音

乐学院的同事们一起被驱赶到河

北省农村劳动改造。她想方设法练

声，其间基本功一直没落下。

1975 年 10 月，在周总理力主

下，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在民族文

化宫举行，叶佩英被点名参演。她

演唱了《飞天歌》和《铁蹄下的歌

女》，赢得满堂彩。1979 年，全国科

学大会召开，她演唱了《蓝天里有

一颗会唱歌的星》。此后，她的演出

慢慢增多。

80 岁的一场演出令叶佩英久

久难以忘怀。演唱《我爱你，中国》

时，她感觉心比从前更热，像要跳

出来。“我感觉到骄傲，我是含着

泪爱的。80 岁了，我还有力气、还

有心劲儿为国家效力。”叶佩英回

忆。

厦门情缘

叶佩英还曾是厦门市侨联的

特聘艺术顾问。

2010 年 11 月 23 日在厦门市

侨联举办的“侨联迎华诞 60 周年，

活力聚侨心”的演出活动中，叶佩

英来到厦门，和集美大学音乐系教

授詹式华、侨友艺术团一起激情高

唱“我爱你中国”。

得知叶佩英去世的消息，业界

人士纷纷表达悼念之情。指挥家郑

小瑛发文称：“她首唱了《我爱你，

中国》享誉海内外，让世人铭记！我

亲爱的‘大精神’老朋友慢慢走好

啊！人们会永远在《我爱你，中国》

的歌声里怀念你！”

祖国是叶佩英一生的母题，

也贯穿了她全部的艺术历程，她

用生命诠释了“海外赤子”四个

字。她总对学生们说：“不论你到

何方，都要有一颗赤子般的爱国

之心，不要忘了我们是炎黄子

孙。”

（选载自《南方人物周刊》报道、厦

门市侨联消息）

叶佩英在厦门演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