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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乐只应天上有 梁祝合唱醉辛城
作者 许子翔  

5月7日下午，由辛辛那提七座山交响乐
团（Seven Hills Sinfonietta），悦声合
唱团，ICCCI合唱团共同合作的“梁祝＂中西
合唱交响音乐会在帕克塞得基督教堂隆重举
行。由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彭奕凯（Aik 
Khai Pung）教授，印城华夏文化中心合唱团
刘小笛女士带领并担任指挥的合唱团为观众
们带来了11首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中外著
名合唱曲。

刘小笛女士自从2011年开始担任印城
ICCCI 合唱团总指挥,她毕业于首都师范大
学，从小学习声乐，弹钢琴。曾经在北京教
学音乐，并且在北大数学系合唱比赛中担任
过总指挥。彭奕凯教授（Aik Khai Pung）
是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管弦乐团和七座山
交响乐团（Seven Hills Sinfonietta）的音
乐总监。彭先生在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的
任职期间，曾在印第安纳州的伯明翰学院，
慕尼黑的中国学院和北京大学任教，也曾担
任马来西亚管弦乐团，合唱团及歌剧演奏工
作室的主任。他表示，特别欢迎印城ICCCI合
唱团远道而来参加演出，为此次表演增光添
彩。

音乐会以
意境优美，
热情奔放的
歌 曲 《 乘
着歌声的翅
膀》开场，
让观众们对
这场以梁祝
和爱为主题
的演出产生
了无尽的期
盼与遐想。
演出曲目包
括《故乡之
恋》《再回
首》《阿拉
木罕》《半
个月亮爬上来》《卡林卡》《Oh! Susanna》
《伏尔加船夫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清唱
剧》等。歌曲《故乡之恋》优美动听、意境
深远的旋律,倾诉着异国游子对家乡和亲人
无限的眷恋和情思。《再回首》唱出了人们
对时光流逝的感怀，和对未来的期盼，以及

对故友的思念之
情。《卡林卡》
《阿拉木罕》《
半个月亮爬上
来》让观众回味
了苏联和少数民
族音乐那洋溢
着热烈、明快、
活泼的节奏和跳
跃、流畅的美
妙旋律。雄壮激
昂、气势磅礴的
交响乐《卡迪
亚的号角》把演
出推向了一个高
潮。

合唱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清唱剧》是本
次演出的重头戏。在现场指挥，乐队和团员
们的深情投入、绝妙配合下，把这催人泪下
的千古爱情故事向观众层层展开。合唱从四
个声部的和声开始，引出一个繁花似锦，彩
蝶飞舞的美丽画面，将祝英台女拌男装结识
梁山伯的故事情节娓娓道来；随后男高音部

美国华裔应该争取在大学申请表中划归成白人

这个图表来自Ron Unz的标志性论文，展示美国犹太裔、
亚裔、非犹太裔白人、拉丁裔和非洲裔相对于大学学龄群体在
美国著名大学的相对比例。犹太人在哈佛耶鲁等按综合评议的
常春藤盟校中占尽优势，而在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这些凭本事
入学的大学则差强人意。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在现在美国大学
的申请体系里，最惨和最受歧视的是美国白人清教徒或者包括
天主教徒的普通白人的后代。他们的人口最多，但是他们在常
春藤已经被缩减成最不具代表性的族群。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
事实，图表中非犹太白人的范围比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裔清教徒）更加广泛。

在不到一百年前的上世纪初，美国高校的旗舰哈佛大学曾
经追求过按成绩录取，他们协助创立了SAT前身的大学入学考
试，耶鲁和其他常春藤盟校则紧随跟进。令他们相当意外的后
果是犹太人的比例迅速增加，位于犹太人众多的纽约哥伦比亚
大学首先沦陷。哈佛和耶鲁猛醒，这偏离美国领袖为WASP精英
的传统太远了，觉得应该在保留SAT的情况下增加品质和能力
等软指标，也就是所谓的综合评议（holistic review)。综合
评议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限制犹太人，因为综合评议
可以拒绝你没商量。那么效果有多么显著呢？哈佛一个会议导
致犹太人的数量锐减了超过50%。在当时的申请表中，如果你
是犹太姓氏当然被歧视，表里还问你是否改过姓？如果改了，
原来的姓氏是否为犹太人？现在哈佛耶鲁的综合评议政策正好
用于歧视亚裔，而犹太人通过反歧视把自己变成了美国白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人的生存条件得到明显的
改善，借助全世界范围的同情心，加上他们的努力使犹太人在
社会定位上成为美国白人。加上美国白人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的
沉伦，也间接使犹太人代替了他们曾经在常春藤的主导地位，

现在普通非犹太白人在哈佛耶鲁为少数族群，而他们的祖辈却
创立了耶鲁。但是根据Unz的研究结果，这并不是因为犹太学
生格外优秀，犹太裔在美国顶尖竞赛的支配地位已经完全被亚
裔高中生替代，我们目测的本地高中生的表现也是犹太学生学
不过亚裔。Unz的研究发现，每年常春藤大概1万个注册入学的
美国白人和亚裔中，犹太人占了3千，占30%。但是代表学业成
绩（虽然不准确）的NMS (National Merit Semifinalists)的
1万6千位美国杰出高中生中，美国非犹太人白人和亚裔为1万
5千人，而犹太人只有1千，犹太人只占6.25%，所以身为犹太
人的作者Unz使用了崩溃来形容犹太学生的学业下滑。我们怎
么解释这30%对6.25%的巨大差异？犹太学生在耶鲁如此多，可
以考虑的原因包括美国从60年代末开始大量招犹太人所形成的
legacy群体。但是这里面的猫腻深得很，部分原因可以解释为
不少犹太人在常春藤盟校担任校长等领导职位，他们制定或维
持的相应招生政策向犹太人倾斜。在1993年，哈佛、耶鲁和普
林斯顿的校长均为犹太人，近几十年来康乃尔和宾大校长也是
犹太人，哈佛近期的三位校长都是犹太人或犹太人的配偶，他
们自然想到自己后代的利益。

犹太人在美国名牌大学的经历非常值得我们华裔借鉴和学
习，美国白人在最高法院的三次抗争的失败经历告诉我们，平
权法案非常难被废除。我们也不应该像川粉那样盼望，川普任
命的新最高法院法官戈萨奇的加入能在平权判案上有大的突
破，还应该明白美国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存在叛变的可
能。关于平权的二次高院判案（密西根和德州大学), 书写多
数派支持平权意见书的Sandra O＇Connor和肯尼迪大法官，他
们都是共和党里根总统任命的。2028年是Sandra O＇Connor给
平权的终止建议时间，普大讲座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平权法
案如果废除，非洲裔在常春藤大量减少而多出的数额，不是流
向白人，而是绝大部分流向亚裔，普大的数据相当惊人。面对
华裔出头抗争废平权可能带来的不利社会压力，通过努力让亚
裔在申请表中划归成白人不失为一个折中的争取目标。美国白
人直到现在都有相当的群体认为犹太人不是白人，密苏里前不
久的州长候选人因为被对手谣传为犹太人而自杀，但是犹太人
通过反歧视使他们至少在申请表中与白人同类。亚裔明确提议
废平权会得罪非洲裔，代价太大甚至承担不起。现在应该争取
划归白人的行列，而直接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美国白人大多数
族群竞争，达到该目标华裔也会受益匪浅。这是我从去年开始
的主张，虽然我十几年来坚决反对平权的歧视录取政策。

将亚裔在申请表中归于白人选项与我们教育后代以华人传
承为骄傲是两码事，就像我们周围到处都是犹太教堂一样。我
们争取的是在招生时除掉亚裔的选项，所有亚裔可以选择不是
非洲裔和拉丁裔的白人选项，申请表中受照顾的非洲裔和拉丁
裔仍然保留，这表明我们是支持对少数族群在未来一定时间内
的照顾的。如果华裔仅是反平权，非常容易将自己弄成与非洲
裔和拉丁裔少数民族的对立面，美国大众只会解释华裔心胸狭
窄。

美国现在的白人概念相当广泛，与50年前非常不同。我在
一次关于虎妈的书的座谈会上，坐旁边的伊朗人称自己孩子申
请大学时填白人。我认识好几位在小镇长大的中国孩子认为自
己是白人，Maya Lin出了俄亥俄小镇去耶鲁读本科后，才强
烈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因为父母一直把她当普通当地人养，而
当地绝大多数为白人。纽约时报几年前就有文章采访哈佛混血

学生，那些父亲为白人母亲为亚裔的
混血，他们在申请表中只填白人而获
利。关于美国白人的多样性，我曾在
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圣路易斯在
九十年代接纳了大量波黑战争的各民
族的难民，数目达七万人之多，他们
以波斯尼亚的难民为主体，也有敌对
方的塞尔维亚难民。他们被安排在圣
路易斯的一个治安不佳的区，有人回
忆说，抵达不久的周五还听到过窗外
的枪声，他们以为还在波斯尼亚。经
过努力他们确实帮助圣路易斯稳定了
那个城区，逐步把那地段变成了繁荣
的带南欧特色的区。美国的 熔炉作用在白人里面尤其明显，
因为白人在美国是个非常宽广的谱带。大学录取时，阿富汗，
伊朗和伊拉克的后裔都会被定为白人。白人移民的第二代在
美国可以连 少数民族都不是，法裔美国后代看见法国总统访
美，可能想到那总统的德行就烦, 更不会去欢迎他了。＂

我称普通白人在美国名牌大学的申请中最受歧视是有一定

的道理的，富的白人自然拥有有资源参与竞争，我们不要忘了
他们是给世界带来过牛顿和达尔文的民族。穷白人资源很少，
美国穷白人面临家庭破裂，哈佛耶鲁对他们的分数要求还高，
平权法案自动把他们放入歧视的档案。再加上犹太人占据了白

人的名额，所以说常春藤最歧视的人是我们密苏里乡下的穷白
人。他们最可怜，不过他们也不care，他们人多，拥有网络照
样能找到好工作。华裔受歧视的痛苦程度被高的考试分数和重
教育的传统充淡了，这样造成了越歧视越努力的态势，另一方
面也出现了不少残酷竞争带来的悲剧。

Joseph R. Fuschetto
周律师（中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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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晓波

和低音部的和声声部交替表现了大自然的春光
美景，与年轻人对爱情的美好愿望和憧憬相互
辉映，把“山青青，溪水长＂的歌词唱得栩栩
如生，美轮美奂；在描绘“十八相送＂的故事
时，男女四声部同唱主旋律，来表现梁山伯与
祝英台三年同窗的感情深厚。把两人无论怎么
相送，都难舍难分的情景生动浮现。稍后女高
音与女低音用三度叠置的优美旋律和徐缓的节
奏，成功地烘托出祝英台在爱情中的羞涩，她
用对门前树上喜鹊成双的比喻，向梁山伯暗示
心中无限爱意。当唱到对“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的不满时，男高音和男低音结合的粗犷，
产生了雷鸣闪电，大雨瓢泼的强烈效果，节奏
由慢到快，音量从弱到强，用歌声淋漓尽致地
控诉了封建婚姻…… 

为了这次演出，合唱团和全体成员付出
了大量辛勤的努力。 合唱团团长苏湲女士表
示，合唱团许多团员克服了工作繁忙、路程远
等各种困难，坚持参加排练，增加排练次数，
精益求精。ICCCI合唱团和悦声合唱团还互派
代表，去对方的练习场地现场观摩、学习和指
导。特别感谢悦声合唱团的崔团长和彭指挥，
为ICCCI 合唱团的辛辛那提之旅提供了很多方
便和协助。刘小笛指挥对团员们的辛勤努力也
给出了高度评价，她介绍说团员们在指挥的精
心调教下，不辞辛苦，对每一首歌，每一乐
句，甚至每一音符的收放、强弱、起伏、跌
宕，都反复揣摩，力求完美。合唱团那异口同
声、整齐划一的动人歌声，倾注了演员们无数
辛勤的汗水和付出。

整个下午，观众们都陶醉在合唱艺术特有
的和谐之美和“此乐只有天上有＂的深邃意境
之中。演出结束后，全体观众起立欢呼，掌声
雷鸣，经久不息。许多观众感叹道 ：“我的
灵魂已经被你们的歌声带走了＂ “你们的歌
声带来了中国的思想和灵魂。＂“我们太爱中
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