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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上海开放的市场经济和近代思想文化的浸润下，上海的民间活力受到激发，在社会各

领域内自我组织、自主发展，因此催生了大量社团的建立。这些社会团体出于经济的、社会的、政

治的、教育的或是文化的目的，以合法的、公共的、隐秘的或是私人的形式存在。他们代表了其所属

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以复杂的动机和蛛网式的关系构成了当时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

的各关键性要素。目前我国学界对于社团和音乐团体的关注度较高，而很少关注社团的音乐活动。

根据《申报》等史料的记载，近代上海自明清起，社团内便产生了大量的音乐活动，并且在行业内

部起到了重要的职能作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社团音乐活动的职能作用更是达到

了高峰。以1927年为例，笔者在1927年的《申报》中整理出157个商业、同乡会、慈善等团体的音乐科

（部）参与了诸如募集资金、慰劳士兵、同乐会、国货展览会等共计29种社会活动，承担了政治、经

济和文化等多种职能。因此笔者以1927-1937年为限，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团音乐活动的职能

展开研究，以期弄清社团音乐科（部）参与到社会事务中的原因。

一、社团音乐活动的政治职能

1927年3月，北伐军攻打上海，4月，北伐军成功进驻上海并获得革命的胜利，随即南京国民政府

宣告成立。5月，为了庆祝北伐战争的胜利，在北伐军、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上海的社团先后组

织起了各种内容的庆祝大会。

1. 庆祝北伐胜利游艺大会

1927年5月20日起，上海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海军总政治部、第四区党部等政府机关联合了上

海的25个经济、妇女和学生团体举办联欢游艺大会，地点设在九亩地新舞台、俭德储蓄会等地，游

艺会下设总务、游艺、宣传等多部门，各部人员从各团体中抽选，游艺节目包括了大京班表演的京

摘  要：近代上海开埠后，受西人社团音乐活动的影响，上海本地社团的内部相继产生了

大量的音乐活动。在政治上，这些音乐活动安抚了民众因常年经战所造成的心理上的恐慌；在

国货运动中，社团的音乐活动进一步普及了民众的爱国意识，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在社会职

能中，社团的音乐活动弥补了政府所不能及的社会责任；同时，社团的音乐活动又起到了重要的

育人、育德的作用。在1927-1937的十年间，稳定的政府、复杂的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都使得上

海社团组织中的音乐活动透发出重要的职能作用。

关键词：社团；音乐活动；职能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923（2020）02-0075-11

收稿日期：2019-10-03    DOI：10. 13812/ j. cnki. cn11-1379/ j. 2020. 02. 009

作者简介：张  鸾（1983– ），女，讲师，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在站。

○  张  鸾

近代上海社团音乐活动的
职能研究(1927-1937)



－ 76 －

中国音乐（双月刊）2020 年第 2 期

剧《荆轲》、电霞艺术社的京剧客串、古玩业职工会的双簧、西城小学的《葡萄仙子》《七姊妹游花

园》等、群益女子和公益学校表演的《月明之夜》、上海幼儿园表演《自由花》和《秋之神》、惠群

女学表演的《花神之灵》、民福学校表演的《毛毛雨》《我爱你》、辛酉剧社的《月亮上来了》、群贤

女校的《可怜的秋香》等。①

2. 纪念总理诞辰游艺大会

1927年底，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少年宣讲团、学联会、农民协会、总商会等团体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指

导，开展庆祝孙中山的总理诞辰游艺大会，地点分别设在南区的少年宣讲团、北区的中央大会堂和中区

的总商会内。表演的内容包括了四戒会的双簧、爱国女校的歌舞、郑正秋的新剧等。②1928年10月，上海特

别市宣传科组织纪念总理诞辰游艺大会，并下拨专用经费一千元，演出的剧目包括了歌舞、独角戏、苏

滩等。次月，上海邮务工会、总商会等社团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支持下，在江湾举行纪念总理诞辰游艺

大会，游艺节目包括爱国女校的《美丽花》、惠群女校的《葡萄仙子》、东南女校的《新蝴蝶》等。③

3. 慰劳北伐将士游艺大会

在各类庆祝北伐胜利的游艺会结束后的第二年，沪上各团体开始筹备发起慰劳北伐将士的游艺

大会，④制定了相关的活动草案和条例，还将游艺会分为总务、宣传和交际三部。宣传部下设游艺、

编纂、艺术等五科。5月，为鼓励和慰劳参与北伐战争的将士，上海总商会、县商会、闸北商会等团体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的督促下发起组织宁沪慰劳北伐将士大会，大会的游艺科于5月

20-23日在大世界举行慰劳北伐将士游艺大会；6月13日，各团体在金陵大戏院举行筹资慰劳北伐将

士游艺大会，其游艺项目除京剧外并有公安局、保安队各种技术展演。6月18日，妇女慰劳会举行慰

劳北伐将士会，演出共计三晚，节目包括了第一晚的《少奶奶的扇子》、第二晚的《第二梦》、第三晚

的昆曲《游园惊梦》。7月2日，安庆学生联合会举行慰劳北伐将士游艺大会。8月，上海妇女慰劳会和

中华妇女会联合举行慰劳将士游艺大会，游艺节目包括沪江大学弦乐表演、国乐研究社丝竹、海军

军乐队的军乐表演、黎明晖的《大葡萄仙子》、王美玉的苏滩、民国女子工艺学校的歌舞剧等。1929

年12月6日，俭德储蓄会举行慰劳前敌将士游艺会，女明星阮玲玉、梁赛珍等人参与游艺演出。

新政权的诞生，无论对于民众还是政府来说，都处于适应期，通过举办游艺会不仅可以缓解

民众因长期战乱而产生的恐慌感，还可以对新政府的安定产生重要的作用。

二、社团音乐活动的经济职能

当社会的政治状态得到稳定，经济问题就成为了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早在20世纪初期，上

海就已经开始了抵制洋货的国货运动，为了普及国人使用国货，振兴实业、强国富民，中华国货维

持会、国货工厂联合会等国货团体先后成立了国货运动大会、国货大会等国货组织，大会中专设游

艺股开展各种宣传手段，如在电台举行国货音乐会、编创国货歌曲等。但相比之下，最好的宣传方

式是举办国货展览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对国货运动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因此由政府

出面相继组织了多次大型的国货展览会。

①《庆祝北伐胜利游艺大会筹备处通告》，载《申报》，1927年6月15日，22版。

②《今日三处游艺会之节目》，载《新闻报》，1927年11月12日，9版。

③《昨日全市庆祝总理诞辰纪念》，载《申报》，1928年11月13日，14版。

④《发起慰劳北伐将士》，载《时报》，1928年4月15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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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鸾: 近代上海社团音乐活动的职能研究（1927-1937）

1. 国货运动大会

1928年，由总商会从1928年的7月7日至13日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国货运动大会，这是新政府成立后举

办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国货运动大会，其中7月7日、10日和13日为游艺大会⑤。7月7日下午7时至12时为

国货运动大会的第一次游艺会，主席报告完毕之后开始表演。节目有胡寿庆的中西文武滑稽戏，陆嘱

梧的时事唱春，张冶儿、易方朔的滑稽剧，湖州旅沪公学的新式歌舞，江笑笑的独脚剧，王筱新的女子

本滩，蒋婉贞的女子苏滩，郑正秋先生新警世新剧《良心》，最后是柳社、钟社、长乐社及各新剧团体

的合演。10日为国货运动大会的第二次游艺会，仍在总商会内举行，下午2时开幕，主席报告开会主旨

后即开始表演游艺。节目如下：一为姚哈哈的四簧《抵制日货五更调》；二为吴品如魔术；三为陆啸梧

的奏唱春调四折；四为庄海泉、庄月娥夫妇的化装苏滩《新荡河船》，中间加入了劝用国货一曲，辞多

警辟；五为华传苹、王传淞昆剧新乐府，马传菁的挑帘裁衣，顾传玠、朱传茗、倪传铖的梳装跪池；六

为天韵集沈伟侬等人的南方歌剧；七为蕙别声和唐玉英的时事戈演；八为陆啸稽的时事唱春；九为影

戏。13日为国货运动会第三次游艺会，于下午2时在总商会内举行，表演者有开心团的滑稽新剧，费西

冷的化装苏滩，赵中山的中西魔术，周筱虹的滑稽双簧，王牙能的独脚戏，王美玉的女子苏滩，陆啸

稽的时事唱春，郑正秋先生新编警世新剧《良心》，最后为柳社、钟社、长乐社及各新剧团体合演。⑥

2. 中华国货展览会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以“策进工商，提倡国货”为宗旨，决定由工商部联袂上海市总商会

筹办全国性国货展览会，由张定璠、赵晋卿、虞洽卿等60人组成筹备委员会。⑦10月2日，中华国货展

览会对外征集两种提倡国货之歌曲以供会场游艺坛及全国各学校团体演唱之用。要求：（1）文言

体，须庄重典雅，音调发越，气度从容。（2）白话体，须浅显通俗，词意警切，诙谐动人。⑧10月8日，

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筹备会召集游艺委员会议，报告接洽参加游艺会的学校和团体，计有女青

年会、中西女塾、两江女体、东南女体等学校担任各种游艺，此外还有俭德储蓄会、湖社、晨钟游艺

社、乐府新声社、蝴蝶音乐社、乐林丝竹社、玫瑰歌舞社、混世魔王社、搪磁珐琅业俱乐部等团体参

加表演，更有明星和新人两家影片公司担任全日影片放映。⑨

11月1日，第一场游艺会召开，会场入门后，抬头即见舞台中央为国父遗像，左书“裕国”，右书“利民”，

内即游艺场，可容千余人。舞台呈半圆形，幕为黑色，两旁的围栏为金色。⑩前四日游艺节目为：一日晚程艳

秋的《花园赠金》、中华公配的《水淹三军》、雅歌集的《四郞探母》；二日为雅歌集的《洪洋洞》、律和票

房的《捉放曹》、正谊社的《宇宙峰》和《全本黄鹤楼》；三日为澄衷中学、暨南大学和南京国术馆的表演；

四日为巿立尚文小学歌舞：《花园里》《献花舞》《割稻游戏》《金铃舞》《因为你》《请你们回合他》《紫兰

舞》《蝶恋花》《可爱的中华》《小觉悟》《三蝴蝶》《金星飞舞》。夜场是中国女子体育专门学校的表演，节

目包括有中华国货展览会歌、校歌、国技、俄国土风舞、优秀舞《红灯翠影》、形意舞《奋斗》、歌舞《雪中的

小鸟》、歌舞《人面桃花》、歌舞《大地等候着旭日东升》、童子军表演、粤曲、形意舞《放汝去》、新剧等。⑪

⑤《上海特别市国货运动大会筹备会通告》，载《申报》，1928年7月6日，2版。

⑥《上海特别市国货运动大会游艺秩序》，载《申报》，1928年7月7日，1版。

⑦《党的诞生地—国货路与中华国货展览会》，上海黄浦：（https://www.sohu.com/a/132861275_391448），2017年4月9日。

⑧《中华国货展览会悬赏征求国货歌》，载《申报》，1928年10月2日，5版。

⑨《中华国货展览会游艺消息》，载《申报》，1928年10月9日，16版。

⑩《会场布置》，载《申报》，1928年11月1日，12版。

⑪《中户国货展览会今日开幕》，载《申报》，1928年11月1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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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闸北国货展览会

1929年元旦，受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顺利召开的影响，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召集各工厂代表举

行联席会议讨论在闸北慈善团举行闸北国货展览会。1928年12月24日，筹备委员会因游艺可助人清兴

且对国货展览会的召开有事半功倍之效遂开始征求游艺。⑫1929年1月2日，游艺会在闸北慈善团门前

召开，当晚节目为乐林音乐会的丝竹；俭德储蓄会的幻术、丝竹、歌舞；月社的新剧；李逸生和李劳生

的双簧。三日为共和女学的舞蹈、陈文龙和温考白的双簧、晨钟社的新剧。四日为共和女学的舞蹈、

新国民社的新剧、陈文龙和温考白双簧。五日为沪江大学附中的新剧《她的手段》《父亲和义务》、友

声旅行团的丝竹、左景山的魔术、姚宗仁小提琴表演、蝴蝶音乐歌舞社的歌舞。六日为中华武术会的

国术、顾斌华女士的秋心词、杨女士京剧表演和公余社的京剧表演等。在游艺演出中，民众均表示既

能购买到廉价的国货又有复观赏心悦目的游艺观看，故参观者每日达四五万人。⑬

4. 为内部筹集资金举办的音乐活动

除了国货运动，每当社团遇有经济问题也会以举办游艺会的方式筹集资金，解决经济困难。1927年

3月21日，中国救济妇孺会因会务扩充所有收入经常不敷，开支日增，因此借南京路工部局议事厅举行音

乐游艺大会，希望通过分发入场劵的方式请求各界帮助，所得劵资作为常年经费使用。游艺秩序记录于

下：（1）该会大班西乐（2）金小兰、金小香大鼓（3）王子平君演技（4）中国武卫会演技（5）精武体育会演

技（6）青年年会会员演技（7）王崑山口技（8）武飞团各种技术（9）万国商团义勇队队员演技（10）王玉林

化装双簧（11）沈易书三弦拉戏（12）该会女生跳舞。入场券每张售洋二元。⑭1935年1月19日，河北旅沪同

乡会为筹募附设医院经费，借大世界隔壁共舞台演戏一天。艺员除共舞台原班外并请名票赵天生客串

《珠帘寨》，戏劵概分一元和二元二种，共印制三千张，现场售罄。⑮1935年7月7日，中华慈幼协会亦因经

费支绌，须筹款补助，适值梅兰芳过沪赴俄，乃由会长孔祥熙、张人杰、褚民谊、杜月笙等人商请演唱义

务戏。第一日夜戏有梅兰芳和赵培鑫的《汾河湾》，第二日夜戏有褚民谊的《叹皇灵》、梅兰芳的《全本

龙凤呈祥》，第三日夜戏有褚民谊的《刺僚》、梅兰芳的《苏三起解》，第四日夜戏有褚民谊的《草桥关》

及梅兰芳和金少山的《霸王别姬》⑯。1931年3月13日，俭德储蓄会为筹集体育基金举行游艺会，节目有清

音、粤曲、滑稽舞、沪上各舞场的著名舞星的时装表演以及俭德储蓄会京剧团的京剧表演。⑰

据统计，在1937年之前，上海共举办了250余次的国货展览会。展览会中除了展示和推销国货产

品外，最大的特色就是跟随国货运动一起开展起来的游艺活动。通过游艺演出，国货思想在民众

中进一步普及，民众的爱国热情进一步高涨。

三、社团音乐活动的社会职能

1. 禁烟运动中的社团音乐活动

在外患尚未平息之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各种内忧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租界的设立，西方列

强贩卖鸦片猖狂，使得上海在顷刻之间成为一个烟毒泛滥的魔窟。1909年，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

⑫《闸北国货展览会征求游艺》，载《申报》，1928年12月24日，14版。

⑬《闸北国货展览会三日记》，载《申报》，1929年1月4日，14版。

⑭《救济会游艺大会之节目》，载《申报》，1927年3月23日，18版。

⑮《河北同乡会演剧》，载《申报》，1935年1月17日，14版。

⑯《中华慈幼协会》，载《申报》，1935年7月7日，14版。

⑰《明日俭德会之游艺大会》，载《申报》，1931年3月13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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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与烟毒的抗争史。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了更好地管理鸦片市场，获得高额的鸦片税，上

海设立了严格的禁烟机构和禁烟法规，但是由于军阀混战等原因，这些举措都没有得到有效地贯

彻和落实，为了解决和缓解上海的烟毒问题，社团组织再一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4年8月，由上

海总商会、中华医学会、青年会等教育、卫生和宗教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国民禁毒会。⑱除了口

头、标语、演讲等宣传方式之外，通过游艺会进行宣传也是禁毒运动中最有效也是最常用的形式之

一。1927年12月10日，为提倡拒毒教育并唤起学生参加拒毒运动之兴趣，中华国民拒毒会举办游艺

会，内容包括尚文小学的《落花流水》《月明之夜》、王庆勋的口琴独奏、尚文小学的歌舞剧《三色

猫》、张元和李芝的古装舞、陆兆骏的《毛毛雨》、王和芬王丽映女士合唱《可怜的秋香》以及程午

嘉君大套琵琶等。⑲1929年10月6日，拒毒周学生宣传日，拒毒会在商整会内会同各游艺团体开拒毒

游艺大会，游艺节目有邮务工会之丝竹团的奏乐、王瑞玉女士的独唱《拒毒绝鸦片打倒吗啡》、翁

德琴女士唱的《为的是什么》、中国四戒会的拒毒音乐剧、民福学校的拒毒歌舞剧以及其他音乐歌

舞节目等。⑳1930年1月，拒毒会为在全国宣传拒毒举行第五次年会，18日晚在市政厅召开五周年纪

念游艺会，游艺会入场券分寄永安、新新、先施、南京路冠生园、谋得利公司等处代售，两夜游艺包

括有昆曲《游园惊梦》、共鸣歌舞社的《艺术之神》、日太回神狄野子和赤木和子的提琴钢琴合奏、

草刈融子 的日本舞《御所车》、盲童大合奏、李家梁的鼓乐《雨后》、美国海军大队的大合奏、王

庆勋的口琴独奏、大同乐社的古乐《春江花月夜》等。㉑

2. 水灾助赈中的社团音乐活动

与此同时，社团在社会慈善方面也承担起了重要的作用。1927年后，中国面临了历史上最为

严重的自然灾害，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忙于应对政治和经济问题，即使成立了救灾部门，但

根本无法应对这些灾情，加上政府长期处于战乱和政治斗争之中，财政拮据，没有能力准备足

够的救灾金应对灾情，直到洪水来袭之时，灾区也就收到政府下拨的救灾准备金100万。在应对

自然灾害带来的危机中，近代上海的社团组织起到了重要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作用。首先，

各社团在积极捐款的同时，为了拓宽救灾渠道，以及缓解民众因经年募捐而产生的厌烦情绪，

采用了“娱乐助赈”的方式：1931年9月12日下午六点半，精武体育会在北四川路横浜桥中央大会

堂举行助赈演出，节目有京剧《贵妃醉酒》《击鼓骂曹》《汾河湾》，粤剧《夜送京娘》等。㉒1935

年7月27日，市民联合会组织各团体救济水灾委员会并发起水灾游艺助赈大会。㉓1935年12月21

日，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为救济灾民过冬，组织了救灾音乐大会，邀请了上海的中、英、美、俄

等国的音乐家参加演出，节目有英美两国驻军军乐队联合奏乐、美国礼拜堂诗歌班、俄国名媛骆

芙素女士及我国名歌专家陈植的歌曲独唱。演出集中外名音乐家于一堂，为沪上之盛举，演出不

售门票，只收捐款，且悉充赈灾之用。㉔同年9月22日，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为救济难民举

行播音募捐，邀请了梅兰芳、正谊社、梵王渡俱乐部等表演京剧，并有海上影星歌唱、话剧及音

⑱《拒毒会开会纪》，载《申报》，1924年8月6日，13版。

⑲《拒毒会将开盛大游艺会》，载《申报》，1927年12月10日，15版。

⑳《拒毒周之国际日》，载《申报》，1929年10月6日，13版。

㉑《中华国民拒毒会五周年纪念游艺大会》，载《申报》，1930年1月18日，22版。

㉒《精武体育会演剧助赈》，载《申报》，1931年9月12日，23版。

㉓《救济水灾》，载《申报》，1935年7月27日，13版。

㉔《明晨举行，救灾音乐大会假座大光明电影院》，载《申报》，1935年12月21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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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表演。㉕1937年6月11日，沪市大中学生联合会举行赈灾游艺会，节目包含歌曲《前奏曲》《打长

江》《码头工人》《农村交响曲》《前线进行曲》《南洋情歌》《民族解放进行曲》《救亡进行曲》

《救国军歌》等，还有钢琴、提琴、手风琴和吉他独奏等。㉖1937年7月28日晚，浦东同乡会举行全

市赈灾音乐歌唱大会，节目有独唱、合唱、四部唱、军乐前奏、梵华林大合奏、口琴四重奏、手风

琴演奏、钢琴独奏等四十余种，音乐会不售门票，捐款满三角以上即赠入场券一张，捐款所入悉

数汇往灾区赈济。1937年9月22日，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为救济难民举行音乐会播音募捐，

节目有梅兰芳与正谊社、梵王渡俱乐部等表演的平剧以及海上影星的歌唱、话剧和音乐。㉗

3. 航空救国运动中的社团音乐活动

在忙于解决这些政府所不能及的社会职能问题的同时，上海的社团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再次

团结一致，体现出强烈的国家意识。1931年起，由于日军对中国东北、上海等地区进行“无差别轰

炸”，而当时中国军队的飞机数目不足以应战，因此在1932年由航空署发起成立了中国航空协会，随

后各团体除捐款外纷纷开展各种形式的游艺活动筹集购机资金上缴航空协会。如1935年5月11日，

精武体育会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收入全部上缴航空救国会，以赞助航空救国。㉘1935

年5月14日，中国航空协会为广募救国金，邀请国立音专在新亚大酒店礼堂举行音乐会，节目包括

费加罗婚礼前奏、未完交响乐首章、余甫磋夫先生指挥、钢琴独奏、回奏曲、长笛独奏协奏曲首章

等。㉙1936年8月2日，中国航空协会在函，请全市娱乐场所定期一天将收入移充购机捐款，其中女星

梁赛珍、梁赛珠、梁赛珊、梁赛瑚四女士参与歌唱表演。㉚

4. 慈善团体中的音乐活动

1927年，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慈善管理上的缺失，此时的上海出现了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

这些慈善团体依靠民间资助以及游艺演出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支援，从而承担了政府的社会慈善事

业，其中举行游艺会、音乐会是慈善社团最大的资金来源。1936年12月15日，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发

起国际慈善音乐大会，由国立音乐学院的专家担任演出，此外还有德女音乐家Maria Bosea参加独

唱。㉛1934年10月31日，中华妇女节制会举行秋季慈善游艺大会，节目有霄霏乐社的君之国乐、沪江

大学英语戏剧社的戏剧等节目。㉜1927年10月28日，中华贫民慈善会为筹集慈善资金举行慈善游艺

会，节目包括歌舞剧《七姊妹游花园》等。㉝1929年12月2日，为了宣传慈善事业，提倡育幼，中华慈幼

协济会特举行慈幼运动大会。大会的游艺节目有黄氏女校的歌舞《关幼歌》、务勤女校的歌舞《三

蝴蝶》等。㉞1929年11月25日，药善社为筹集慈善资金举行开幕活动，节目计有钱铭盘的《击鼓骂

曹》、王季周的《空城计》、田时刚的《黄金台》、王叔英的《普天同庆》等。㉟

㉕《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播音募捐广告》，载《申报》，1937年9月22日，5版。

㉖《沪市大中学生联合赈灾游艺会禁演经过》，载《申报》，1937年6月11日，19版。

㉗《慈联会救济难民播音募捐》，载《申报》，1937年9月22日，6版。

㉘《精武体育会赞助航空救国拟举行游艺会》，载《新闻报》，1935年5月11日，12版。

㉙《航空救国征募国立音专表演音乐会节目》，载《申报》，1935年5月14日，13版。

㉚《各界捐资购机踊跃》，载《申报》，1936年8月2日，14版。

㉛《德女音乐家参加国际乐会》，载《申报》，1936年12月15日，13版。

㉜《妇女慈善游艺会再讯》，载《申报》，1934年10月31日，11版。

㉝《团体消息》，载《申报》，1928年12月24日，14版。

㉞《慈幼运动大会开幕纪》，载《申报》，1929年12月8日，4版。

㉟《药善社开幕奏艺》，载《申报》，1929年11月25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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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团音乐活动的文化职能

除了参与到政治、经济事件中，社团组织也在文化教育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早在南京国民

政府之前，社团就已经组织有各种教学性质的音乐团体。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社团的音乐活

动从教学和自娱逐步走向社会化的育人和智育。20世纪30年代，受口琴风潮的影响，精武体育会认

为“音乐是涵养德性要具”㊱，“体育为中坚，既而又虑其涉于粗暴也，则为之沦浚其脑海，陶淑其

性情，调和其血气，保衡其筋骸，而中西文学摄影音乐并设焉。授之以有用技术，佐之以有益游戏吾

群众于职乐公余之暇，得有正当游乐之处所，其为善，孰大于是”。㊲因此“以提倡高尚艺术、普及民

众音乐”㊳为宗旨组织起了自己的口琴队伍。每星期授课三次，每次一小时半，三个月为一期。专授

口琴之各种最新奏法，乐谱符号之认识，中西最新流行名曲，及一切口琴艺术之要诀。口琴各人自

备，使用《标准口琴吹奏法》为课本，由精武体育会聘请名师负责教授使三个月完全学完。㊴

同年，由于上海的游艺场、戏院、书场等娱乐场所演出淫词艳曲的混乱局面，青年会认为近

代上海各种“导人奢靡及种种不规则之事过多，而影戏、音乐呈各幻相发微妙音，此皆助吾人之智

育”。㊵再鉴于上海没有一支以纯艺术为前提的口琴队，因而成立了大华口琴队。1933年，受大华口琴

会音乐活动的影响以及鉴于青年会德育部有开办宗教诗歌班的经验，为“助人德育”㊶，全面培养

青年，改良社会，青年会德育部开办了为期四个月的德育诗歌研究班，专为陶养性情、鼓励品格、训

练师资以及研究诗歌基本知识。同时为解决娱乐场所的问题，少年宣讲团和宁波同乡会等组织联

合致函各游艺场要求改良，并成立了通俗游艺部，下设有歌舞游艺股和音乐股，希望以高尚游艺，

辅助宣讲服务社会，并辑改良风俗、箴世格言的歌曲启发民智，教育社会。

1925年，为庆祝俭德公学的创立，俭德储蓄会曾请黎锦晖编创了儿童歌剧《三蝴蝶》。至1926

年7月，俭德储蓄会新会所落成，在9月11日至18日接连八天举行的纪念游艺大会中，由俭德公学的

女学生表演的《三蝴蝶》深受观众喜爱，演出结束后各女学和小学竞相仿效表演，几乎风靡一时。

鉴于此，俭德储蓄会认为“艺术与社会团体及个人生活关系甚重，而在儿童时代施与审美的教育尤

为重要，实有提倡之必要”㊷，便与黎锦晖商确成立俭德储蓄会儿童歌舞团，由黎锦晖亲自教授，储

蓄会派会员严工上、严箇凡等人协助配合儿童歌舞团的日常工作。1927年7月，俭德储蓄会儿童歌舞

团正式成立，杨九环任主任，副主任沈经一，顾问蔡仁抱，指导黎锦晖，歌剧教员彭佳农，舞蹈教员

魏荣波。简章如下：

一、宗旨  本组的宗旨希望在兴学业的无妨碍的时间内教儿童以高尚的歌曲和舞蹈，以期发展他们的

天真，增进他们的美育

二、资格  各界男女儿童无论是否学过歌舞均可加入

三、年龄  六岁以上，十六岁以下

四、学期  即日起，至各学校本学期终了时为止

㊱《十六年来之精武历史》，载《精武》，1925年，第48期，第30页。

㊲《本会启事》，载《精武》，1923年特刊，第5页。

㊳《口琴班招收学员章程》，载《精武丛报》，1936年，2卷第6期，第4页。

㊴《口琴队简章》，载《精武》，3卷第7期，第16页。

㊵魏光澂：《口琴音乐对于社会的贡献》，载《上海青年汇大华口琴队一周年纪念特刊》，第4–5页。

㊶九思：《德育部消息》，载《上海青年》，1924年，23卷第25期，第3–4页。

㊷《会务纪要》，载《俭德储蓄会月刊》，1927年，第21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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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入组费  报名时一次交足，会员子女每人二元，非会员三元，学费不收

六、授课时间  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时至七时

七、授课地点  本会二层半儿童部内

八、教授  敦请音乐舞蹈专家担任教授

九、指导  特请黎锦晖先生为本组指导

十、表演  每学期终了时举行歌舞表演大会一次，成绩优美之学生由本组分别赠给奖状及奖品

十一、利益  凡加入本组诸生得享受本会儿童会员所享之利益，如浴室、图书馆等各项利益。㊸

同年暑期，俭德储蓄会儿童歌舞组“鉴于儿童在暑期休假中无事，为发展儿童的个性及增进兴

趣起见”㊹组建了暑期班，每星期一至五下午四时半至七时开课，会员收费二元，非会员三元。至开

课时，共报名五十余人，均为俭德储蓄会会员的子女，其中六岁左右的学员约十多人。暑假期间，在

歌剧教员彭家农和舞蹈教员魏荣波的教导下，共排练了黎锦晖的作品《月明之夜》《毛毛雨》《我

爱你》《三蝴蝶》《落花流水》《恭贺新禧》《上天飞》以及各种舞蹈作品，因此从9月起，排演成熟

的儿童歌舞组一直公演不断。在11月8日举行的俭德储蓄会第六届募劝庆功大会的演出中，儿童组

的表演更是受到了潘公展、郭泰祺、许静仁以及到会西宾的赞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至11月26

日，儿童歌舞组举行了本年度的最后一次公演，消息一经发布，每场的预定票数就达到了四百张，

公演所得的票款也都用于扩充儿童部的各项费用。12月10日，儿童歌舞组再次受邀参加国民政府交

通部特别党部成立庆祝大会的演出。1928年3月，鉴于儿童歌舞组在1927年所获得的成绩“颇为佳

良”，儿童歌舞组拟“大事扩充”，至3月5日开课时再次招收到本会会员子女18人㊺。

五、对社团音乐活动的分析

1. 社团责任的延续

早在明清时期，由于航运技术的发展，上海成为了国内的贸易大港和商贸先行区，也因此催生出

上海最早的社团组织—商团和会馆的诞生。由于身处异乡，各大会馆在馆内建有戏台，这是为了在

敬神、规约、团拜等社团重要的场合举行演戏活动，缓解在长期经营中产生的疲惫感，和睦乡情，增

加同乡之间的情谊，或是举行一些收费的演剧活动以帮助家乡民众应对自然灾害。1843年上海开埠

后，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更多类型的社团组织相继出现在上海，社团里的音乐活动也随即丰富起

来。首先，会馆逐渐被同乡会团体取代。同时为了重视同乡子弟在异乡的教育，同乡会组织开设了科

学补习所等教育机构，其中就设有专门的音乐课，四个月卒业。同时，为加强同乡之间的联系，增进情

谊，同乡会仍组织有会馆时期的团拜和规约的演戏活动，仍然会邀请本乡的戏班来同乡会中演出。

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上海的社团组织开始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受在沪西方人在自己

的组织内部建立音乐团体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上海社团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的音乐团体。如1912年，

为了配合兵操表演，上海精武体育会在当时军乐风潮的影响下组织起了军乐队。至1917年更是扩充

了精武体育会的会务范围，将原来只有技击一科增加为兵操、文学、游艺三部，其中游艺部除了弹

子、木马、铁球等体育项目外还包括了音乐，并细分为京乐、粤乐、沪乐和西乐四个不同的种类班型，

㊸《新俭德》，1927年，1卷第3期，第48–49页。

㊹《各团体消息》，载《申报》，1927年7月12日，17版。

㊺《儿童歌舞组一班》，载《新俭德》，1卷第3期，第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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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粤乐班还发展成为上海地区粤乐的重要音乐团体。在会馆逐渐被同乡会组织取代的同时，上海

的经济类社团开始打破了地缘性聚集的限制，发展成为新型的经济团体。1915年，为激发国人养成

正确的储蓄观念和崇尚俭德的社会习俗，沪宁铁路职员李经纬、曹康侯、徐芹香等人成立了上海俭

德储蓄会。五年后，为了抵制沪上低俗娱乐，恢复先正典型，廓清世俗流弊，俭德储蓄会先后成立了

京剧组、昆曲组、粤剧组等多个音乐团体。在同时期，为唤起国众维护国民权利，传播文化思潮，开

展文化启蒙，上海的文化团体成为最为活跃的团体。1901年4月，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以

联络情感、陶冶性情、发扬国风、服务社会为宗旨成立了京剧社，并聘请久记社名角前往教授。1922

年，为助吾人智育，澄衷同学会设立了音乐部，分中西乐两组，后因人数不足，中乐团并未成立，西乐

团也因经费不足，只开设了口琴班。㊻1923年7月，为提倡平民艺术，晨光美术会成立音乐部，设立了口

琴、梵亚林、曼特林三种乐器课程，由李尊庸、杨左匋教授，为融洽感情，研究学艺。㊼1924年1月，辛

酉社以提倡平民教育、研究学术、交换智识为宗旨设立了丝竹社和京剧部。㊽

当社团的音乐科（部）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果之后，首先会在社团内部组织了一些以展示学生技

能并辅以游艺助兴类的演出活动来考察音乐组织的能力，如恳亲会、学艺会等。以精武体育会为例，

其音乐科每年举办的此类游艺演出活动达到20余次，在一些体育活动的幕间也会邀请音乐科演出。

如1918年11月20日，精武体育会第六次毕业展演的幕间插入了弦乐和铜管乐队的表演。㊾1920年11月2

日，精武体育会的周年庆典幕间也插入了音乐、唱歌、管弦乐队等的表演。㊿1926年12月31日，俭德储

蓄会举行内部的庆祝元旦音乐会，节目有新排歌剧《恭贺新禧》《三蝴蝶》等。 1除此之外，社团的音

乐科（部）还会参加由其他团体组织的内部庆祝活动，如1926年12月31日，新闻记者联欢会召开第三

周年纪念大会，邀请俭德储蓄会昆曲团、西乐团以及儿童歌舞组参与演出等。 2到了20世纪中期，由

于游艺会这种娱乐方式兼具了娱乐和公益的性质，因此社团中的音乐团体纷纷采纳这种演出方式。

1926年10月1日，俭德储蓄会举行第七届劝导会庆功大会，同时举行盛大游艺会，以酬劳绩。 31921年1

月24日，为加强国人的爱国之心，精武体育会举行游艺会，游艺内容包括陈公哲和姚蟾伯的小提琴洋

笛合奏、工界音乐部的粤乐、崇德女学的花园舞、司徒梦岩和黎永锦的洋笛合奏等。 4

在社团音乐科（部）音乐能力增强的同时，社团应对社会事务的能力也在增强，因此社团的音

乐科（部）也就适时地加入到了各类社会事务中。1925年5月30日，广州和香港爆发了历时一年零四

个月的省港大罢工。为了援助罢工的粤省工人，精武体育会不仅频繁捐款并于1925年8月3日在中央

大会堂举行音乐大会，所得的演出收入全部捐助给了粤省工人。当日演出的节目有陈梁赋葆女士的

《秦淮月》、司徒梦岩的小提琴与吕文成的扬琴合奏的古调《絮花落》以及精武体育会戏剧部的新

作《山河泪》。 5由于举办游艺会为缓解社会矛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因此社团的音乐活动开始逐

㊻《美术部记事》，载《澄衷》，1922年2期，第64页。

㊼《艺术界消息》，载《民国日报》，1923年7月5日，11版。

㊽《辛酉社征求会员》，载《时报》，1921年4月6日，10版。

㊾《精武体育会预闻》，载《申报》，1918年11月20日，16版。

㊿《精武体育会消息》，载《时报》，1920年10月10日，9版。

1《俭德储蓄会元旦庆祝游艺会》，载《申报》，1926年12月31日，1版。

2《记者会五周年纪念会纪》，载《申报》，1926年11月12日，10版。

3《精武体育会征求揭晓》，载《申报》，1926年4月2日，19版。

4《纪精武体育会之游艺会》，载《申报》，1921年1月24日，10版。

5《援工游艺大会戏目》，载《申报》，1925年8月3日，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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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渗透进各类社会事务中来。1925年6月18日，闸北援共会举行平民援工游艺会，所得券资悉充捐助

给罢工工人。 61925年12月14日，码头站务工会举行游艺会以维持罢工。 7社团的音乐活动以游艺会

的方式参与社会职能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2. 政府政策的限定

社团的音乐活动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功能性，与政府的政策制定有着密切的联系。北洋政府

时期，由于政府忙于政变、军斗以及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缺失等诸多原因，对外施行的是结社自由的

政策，这极大地促进了社团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使得上海的社团组织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来自民

间的整合力量和政权之外的补充力量。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首先由于政府初建，在很多方面都难以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管理，在政府

“以党治国”的指导思想下，想通过把社会生活结构化和人们行为标准化来达到重建社会秩序和

社会生活的愿望。由于看到了社团组织在北伐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强大力量，就更加坚定了政府

想要通过控制社团组织来管理上海社会的决心。因此，各类法律条规都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

面加强了对社团的控制，以期通过管理社团来达到管理社会的想法，社团活动就成为了政府实现

多种职能的重要手段。

首先，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有更多的政府官员以私人名义参与到了社团中，不仅在社团中担

任主要职务，更积极地参与到社团的音乐活动中，如王晓籁，在1927年、1930年、1931年、1936年分任上

海临时市政委员会主席委员、上海财政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临时参议会参议长、中央赈济委员会

常委等职，同时他又积极参与到精武体育会、俭德储蓄会、赈灾委员会等组织的游艺大会的演出中。

其次，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游艺会已经普遍化，举行游艺会不仅可以安抚民众因北洋政府

时期的多战争而造成的心理伤害，还可以使民众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新的政府。同时，通过在游艺

会中导入政府的符号，形成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场域，使大众于日常生活中易于接受政府以便更好地

实施三民主义的教化。近代上海社会丰富的音乐生活为社团音乐活动营造了丰富的音乐氛围，并

使其随着社团职能的逐步扩大从最初会馆里的祭神演戏扩展到参与到社会事务中，从而体现出社

团音乐活动的强大社会职能性作用。

第三，政府对于社团组织的音乐活动、游艺活动也有着一定的要求和限定，如在1927年庆祝

北伐胜利游艺会中，政府要求游艺内容需“富有革命性及三民主义”“含有革命精神，切合时代潮

流，富有滑稽诙谐的意义”等，在1935年的水灾筹赈游艺大会中的告同胞书中更是呼吁各界“参观

游艺，既可娱乐以遣一身心，更得加惠灾黎，诚一举而两善备也”。 8

1927年的上海在商业、教育、科技、文学等方面都领先于全国，这意味着上海相对于其他城市是

“不太好”管理的。加上在北伐战争中，上海的社团组织在革命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使得南京

国民政府意识到上海社团的稳定代表着上海社会的稳定，因此在刚刚掌握政权之后，南京国民政

府专门针对社团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政策法规，如限制和要求团体不得于三民主义及法律规定之范

围以外为政治活动，学生团体更是不能直接参与政治；民众团体的组织和活动要受国民党部的监

督和指挥，各级党部和政府有权警告和纠正任何社团的活动，必要时可以出动军警，各团体只被允

6《各界援助工人讯》，载《申报》，1925年6月22日，11版。

7《请决继续罢工》，载《申报》，1925年12月14日，13版。

8《上海市各界筹赈水灾游艺大会筹赈游艺告同胞书》，载《申报》，1935年8月14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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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向当地上级党部请愿等。在如此严格的政治监管下，1927年上海各类社团的一些游艺活动首先被

要求参与到一些规定性的政治活动中来。

结  语

综上可见，社团音乐科（部）参与到社会事务中一方面与社团一直以来与其所肩负的责任感相

关，另一方面与不同时期政府的政策制定有着直接的关系。在1927-1937的十年里，稳定的政府，复

杂的社会环境，新旧文化的不断摩擦和碰撞等等使得上海的社团组织发展出新的职能特征，其音

乐生活也随着社团诸多社会活动的变化透发出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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