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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友义（1936-2013），是一位声

名远扬的澳大利亚“钢琴人”，出生

于鼓浪屿，祖籍福建永定。他一生呕

心沥血发扬钢琴文化，倾其所有建

立了厦门鼓浪屿钢琴博物馆，是中

国第一个钢琴博物馆的缔造者。

童年与钢琴结缘

胡友义是家里的第二个孩

子，家人对他疼爱有加。胡友义的

祖父胡五宏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

的商人，有着收藏艺术品的爱

好，这一点对胡友义也产生了影

响；胡友义的父亲胡德开生于

1911 年，受过西方教育，是个“新

派生意人”，对胡友义的音乐兴

趣也很支持。1936 年，胡友义诞

生在“音乐之岛”“钢琴之乡”鼓

浪屿，在那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

童年。彼时，鼓浪屿底蕴深厚的

音乐文化，历史悠久的音乐传

统，都在胡友义的心中埋下了喜

爱音乐的种子。

胡友义 10 岁时，对钢琴产生

了兴趣。当时，一节钢琴课要 2美

金，胡德开见小儿子喜欢，便也舍

下本钱送他去学习。从此，胡友义

便与钢琴结缘。音乐成了他的人

生主线，也左右着他一生的悲喜。

几年后，胡友义被家人送到上海

音乐学院深造，师从著名的钢琴

教授李嘉禄，与我国著名钢琴家

顾圣婴成为同门。胡友义废寝忘

食地练琴，十分刻苦。时间久了，

身体出现问题，他只能暂别梦想，

回到厦门，并在厦门遇到了自己

的人生伴侣———黄玉莲。

不能继续自己的音乐梦想，

在厦门学习的胡友义百无聊赖。

他的心思并不在学习上，最终也

未考上大学。1959 年深秋，胡友义

再次来到上海学习音乐。他了解

到厦门很缺大提琴人才，便学起

了大提琴。重回上海，重回音乐的

怀抱，胡友义心中的音乐梦想又

如大火般熊熊燃起，他又拿出了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精神苦练琴

艺。

彼时，黄玉莲在马来西亚教

书，后又到日本学习医学专业。与

恋人分隔两地让胡友义倍感无

奈，自他 9 岁起就去马来西亚做

生意的父母也让他十分牵挂。他

告诉邻居：“因为父母和女朋友都

在国外，我很想到香港与他们团

聚。”因平时也受了胡友义不少帮

助，热心的邻居便告诉他要如何

办理手续，一路申请十分顺利。

1961 年 10 月，胡友义踏上了香港

的土地。

香港，收藏兴趣的起源地
刚到香港，胡友义借住在父亲

的富商好友丁乃比的家中。在这

里，他结识了丁乃比的邻居———牙

医池华清博士。两人对古典音乐

都很感兴趣，共同爱好让他们一

见如故。池华清对胡友义的钢琴

技艺十分佩服，又听胡友义说在

香港还没找到事做，便邀他做自

己的钢琴老师，还四处替他宣传。

池华清是香港名医，经他“金口”

一宣传，很快就有不少人找上门

来，愿意投在胡友义门下学习钢

琴。

听说儿子在香港“顺风顺

水”，还要“设帐授徒”，远在马来

西亚的胡德开十分高兴，马上给

他寄钱让他购置房产。这样一来，

胡友义在香港就有了住处和教授

钢琴的“基地”，算是“站稳了脚

跟”。在这里，他还拜著名的钢琴

家和钢琴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

的五大钢琴教授之一夏国琼女士

为师，并与她保持了长达半个世

纪的师生情谊。对于池华清医生，

胡友义也满怀感激之情：“他不仅

是我的忘年之交，也是我一辈子

的朋友，他对我的帮助我永远都

不会忘记！”

在香港的生活富足自在，除

了教授钢琴，胡友义还迷上了古

董收藏。那散发着神秘气息、承

载着中华历史文化的各色古董

令胡友义爱不释手，收藏古董成

了他教授钢琴之外的唯一兴趣，

这个雅好陪伴了他一辈子。当时

的胡友义并没有想到，后来，他

会把收藏从简单的爱好做成事

业，甚至比事业更高的境界；他

也没想到，收藏会成为他人生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音乐的理

想最终竟印证在了收藏事业。不

久后，黄玉莲也来到了香港，胡

友义与她于 1963 年在香港正式

结婚。

在香港生活了 6 年后，胡友

义在友人的帮助下，申请到了比

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的全

额奖学金。1967 年 7月，胡友义正

式进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

学院就读，成为当时这所世界著

名音乐学府中唯一的中国留学

生。在这里，他邂逅了让自己钟情

的乐器———被誉为“乐器之王”的

管风琴。他学习十分刻苦，成绩得

到教授和院长的肯定。主课教授

评价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非

澳大利亚名声在外的“钢琴人”

1974 年，胡友义夫妇来到

了完全陌生的国度———澳大利

亚。初到澳大利亚，他选择在墨

尔本居住，太太黄玉莲的妹妹

一家也生活在这里。彼时，他的

心中充满对鼓浪屿的思乡情

结。他花了 10 年时间，建造了属

于自己的“胡氏山庄”，里面的

布景都是他记忆中鼓浪屿的风

景模样。他把鼓浪屿上自己喜

欢的老别墅、亭子、花园一一

“移植”到这块土地上，并加进

了自己的个人设计和对建筑的

理解。这里有足够的空间，让他

收藏古钢琴、古管风琴。从刚到

澳大利亚时，买下一架已有“七

旬”年纪的贝克斯坦钢琴作为

收藏、教琴使用开始，他就走上

了钢琴收藏的道路，也成了他

日后成为一位享誉世界的钢琴

收藏家、在鼓浪屿建造钢琴博

物馆的发端。

从香港的钢琴执教生涯到

比利时的游学经历，胡友义对

世界文化艺术发展史有了深入

的了解。他对各种中西方文化

艺术品有着天生的喜爱，而孩

童时代的美梦，少年时代的乐

趣，故乡鼓浪屿的琴音更使他

钟情于西方艺术品的杰出代

表———古钢琴。古钢琴所承载

的丰富内涵令胡友义对自己的

人生、对自己的音乐梦想都有

了新的认识和感悟，他意识到，

成为职业钢琴家的梦想也许无

法实现，但通过古钢琴，他依然

能够执着追求自己的音乐世

界，依然能够延续自己对音乐

的梦想。

胡友义便是以这种炽热的

情感，开始了钢琴收藏生涯。澳

大利亚也是个适合收藏钢琴的

好地方，当时，许许多多的欧洲

人移民至此，他们把象征着家

庭文化和地位的钢琴不远万里

带到这片土地上。许多澳大利

亚的富人，也远赴最著名的钢

琴产地———德国和英国，搜罗

各种名贵的钢琴，放在家里当

做一种“财富与品位的象征”。

胡友义自买下第一台钢琴后，

又陆续收藏了来自英国、法

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

利和澳大利亚等 7 个国家的

各色钢琴，外观样式从三角、

桶形、手摇、脚踏自动演奏到

八脚踏板羽管键琴等无所不

包。

在选择藏品的标准上，胡

友义有自己的一套严格尺度：

不仅要求钢琴是“孤品”“绝

品”“善品”，最好还被著名音

乐家、精英名流使用过，或在

音乐史、钢琴史上实现了革命

性的技术突破，并且要保存完

好、精美无瑕、音色丰满，兼具

使用和观赏价值。他的“胡氏山

庄”也为这些钢琴建起了一个舒

适的“家”。收藏钢琴数十载，其

中的故事，酸甜苦辣，真是说都

说不完。他花重金购下挚友曾

在急需用钱之时不得已卖掉的

心爱钢琴，以告慰挚友的在天

之灵；一位老太太提出出售钢

琴前要事先考察他收藏钢琴的

地方，并要考虑半年之久，胡友

义也一口答应下来；为了一台

珍贵的钢琴，他和原主人“磨”

了 20 多年，每隔一段时间就打

电话试图说服原主人出售这台

钢琴……既有品位，又有真心，

胡友义对钢琴的痴恋，就这样

在澳大利亚传开，还获得了“钢

琴人”的雅号。

回到故乡鼓浪屿建“钢琴博物馆”

“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鼓浪屿都是我永远的故乡。我

想把毕生收藏的钢琴放在这里

展览，是我将自己最珍爱的东

西搬回家。”对钢琴艺术的挚爱

和对故乡鼓浪屿的赤子之心，

让胡友义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

的决定：将自己珍藏的古董钢

琴运回鼓浪屿，在岛上建设一

座钢琴博物馆。1999 年，“居住”

在澳大利亚休斯维尔胡氏山庄

里的 30 多架古钢琴开始了远赴

亚洲、中国、鼓浪屿的旅程。

2001 年 1月 8 日，当时在中

国乃至亚洲都属唯一的钢琴博

物馆在鼓浪屿菽庄花园隆重开

馆了。这是震动世界钢琴收藏

界，震动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

的大新闻，而新闻的主角胡友

义，在接受海内外众多媒体采

访时，只说出了这一番出自内

心的真情告白———游子的心，

总是和故乡紧紧相连的。

中国第一个钢琴博物馆的

开馆，使鼓浪屿这座美丽的“钢

琴之岛”更加名副其实了。从开

馆以来，参观者就纷至沓来，鼓

浪屿钢琴博物馆在短短一年时

间里就成为了鼓浪屿音乐文化

的“闪亮名片”。许许多多的参

观者在惊喜激动之余，挥毫留

下了发自内心的赞语。他们中

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社会各

界知名人士，有著名的音乐家，

也有普通的参观者。在我国享

有崇高声望的著名音乐家吴祖

强称这座博物馆是“钢琴文化

的历史见证”，一位外地游客写

到：“不变的音乐，挚爱的钢琴，

永远热爱这美的一切。”

以此为动力，2001 年 4 月

20 日，胡友义与鼓浪屿签订了

钢琴博物馆建设第二期合作协

议，又有 40 多架珍贵的古钢琴

随即漂洋过海来到鼓浪屿。2001

年 12 月 22 日，在厦门经济特区

成立 20 周年的喜庆日子里，鼓

浪屿钢琴博物馆第二期展馆也

随之开馆。在钢琴博物馆的来

访者中，不乏胡友义年轻时在

钢琴的陪伴下学习、生活结识

的好友。他们之中有胡友义在

比利时学习时期的同窗好友，

也有著名的音乐家、钢琴家，有

些与胡友义分别多年久未谋

面，却在这座具有非凡意义的

钢琴博物馆中与他惊喜重逢。

这也为这座钢琴博物馆增添了

浪漫的色彩。

尽管鼓浪屿钢琴博物馆的

藏品在国际上已是首屈一指，

可胡友义并未停止完善它的脚

步。2003 年初，他把收藏在澳大

利亚胡氏山庄的 100 多件造型

各异的古钢琴把手运回了鼓浪

屿，在钢琴博物馆二馆陈列展

出。胡友义又为鼓浪屿运来了

一批又一批宝贝古钢琴和精美

的古烛台、油灯等。由于新成员

的加盟，鼓浪屿钢琴博物馆的

“家庭成员”到 2005 年 7 月已经

超过了 100 架，不仅是名副其实

的“百琴园”，也是世界上藏品

质量最好、门类最齐全的钢琴

博物馆。

2013 年，与古尔达、巴杜

拉·斯柯达并称“维也纳钢琴三

杰”的音乐大师德穆斯到中国

巡演，来到鼓浪屿钢琴博物馆

参观与表演。德穆斯对鼓浪屿

钢琴博物馆赞叹不已，并使用

了钢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一架 1888 年出产的斯坦威九尺

三角钢琴进行了演奏。德穆斯

称“这是我在中国演奏最成功

的一个晚上”“我感觉很幸福”。

他还用这架钢琴为钢琴博物馆

录制了一张 CD，表达对胡友义

的敬意，这让胡友义欣喜又感

动。

如今，鼓浪屿钢琴博物馆总

占地面积已达到 2000多平方米，

馆藏品达110多架。它凝聚了胡

友义的毕生心血，就像镶嵌在“钢

琴之岛”上的璀璨明珠，让参观者

深深为之沉醉。此后，胡友义又捐

赠了风琴博物馆。在他生命末期

与病魔抗争的时候，心里还念念

不忘鼓浪屿上未完成的风琴博物

馆。2013年 7月 12日，怀着对故

乡的牵挂与思念，胡友义在墨尔

本与世长辞。

参考书目：《一世琴缘———鼓浪屿之子胡友义》；《鼓浪屿的故事 1》

□黄佳畅整理

常用功的学生”，院长葛米·施

密特先生评价他“此人是学生

的楷模”。

在比利时留学 3 年后，胡

友义回到了香港，久别重逢的

一切让他倍感温暖。然而他并

未沉迷在这种舒适的温暖之

中，他向往更开阔的空间和

天地，渴望继续向已经并不

遥远的音乐家梦想迈进。于

是，他和太太黄玉莲选择了

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