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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坤晟、唐弢、王京雪

2019 年 7 月 29 日上午，阵阵悠扬的钢琴声
在庄严典雅的全国政协礼堂内响起。4 名修琴师
傅围站在一架钢琴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鼓
掌拍手。

眼前这架 20世纪 50 年代进口的德国钢琴，
历经 3 个多月整修，修旧如旧。在人民政协成立
70 年之际，沉寂多年的“古董”钢琴重新焕发了
活力。

参与本次修琴的修琴师总共有 7 名，他们都
来自浙江乐韵钢琴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位于浙江
省德清县洛舍镇。公司负责人章加龙在接受新华
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表示，能为全国政协修钢琴
是洛舍钢琴人的荣耀。

洛舍镇面积不到 50 平方公里，位于上海西
南方向 200 公里处，被誉为“中国钢琴之乡”。全
镇有近 100 家钢琴制造和配件企业，3000 多人从
事钢琴制造及相关工作。我国每生产 7 架钢琴就
有一架来自这里。

同国内很多产业相似，洛舍镇的钢琴制造也
是源自改革开放。伴随其一步步壮大的是今天的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钢琴消费国和制造国。昔
日西方贵族家庭的奢侈品，如今已进入中国寻常
百姓家。

饭桌上聊出小镇钢琴产业

生意，往往缘起于一场饭局——
1984 年秋，洛舍玻璃厂厂长王惠林到上海

出差。当时，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为壮
大集体经济，解决群众就业，国家鼓励乡镇办企
业。县乡领导让王惠林留意好的工业项目。

“正好一个朋友在上海钢琴厂工作，聊到了
钢琴。”作为洛舍钢琴产业的开创人物，王惠林个
子不高，快人快语，年逾古稀仍透着中国第一代
农民企业家的精干之气。

这场饭局后，有心的王惠林很快了解到，钢
琴于明朝万历年间，随传教士利玛窦进入中国。
清同治光绪之交，英商在上海开办了中国内地最
早的钢琴厂谋得利琴行。至十九世纪末，谋得利
琴行的中国学徒学得手艺，自立门户，从国外进
口配件组装钢琴，是为国人自主生产钢琴的
滥觞。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旧琴行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在全国成立了 4 家钢琴厂，分别位
于北京、上海、广州和营口。1958 年，国家有关部
门在上海乐器厂召开“全国乐器会议”，集合高校
的科研力量，研发出四款钢琴，即是新中国钢琴
雏形。

然而，在王惠林为洛舍筹谋引入钢琴产业的
1984 年，四大国营厂年产钢琴仅 1500 架，凭票购
买，社会上一琴难求。

“杭州的解放路百货商店摆着一架钢琴，是
样品，不卖的。西湖文化体育用品商店每年也仅
有 20 架钢琴指标。”在德清钢琴文化馆一楼大厅
的沙发上，王惠林向记者回忆道。

上海的朋友告诉他，在欧洲和日本，25% 的
家庭都有钢琴。王惠林想：中国人讲琴棋书画，虽
然说的是古琴，但意思是一样的。改革开放这几
年，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如果中国有 1% 的家庭
买钢琴，这桩生意还不够洛舍做 20 年？

王惠林的建议获得了县乡领导的支持。乐韵
公司负责人章加龙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分析这段
历史：“钢琴制造不仅是朝阳产业，也是投入成本
不高的轻工业，更是能吸纳劳动力的手工业，非常
适合当年的洛舍。”

到上海“挖人”引来国务院调研组

王惠林请托上海朋友帮忙物色技术人才。很
快传来好消息——上海钢琴厂一名叫何水潮的绍
兴籍技术骨干愿回浙江工作。

1985 年春节刚过，王惠林和乡领导立马赶赴
上海，经过接触，最终说动了 4 名上海钢琴厂技术
人员加盟。

随后，湖州钢琴厂正式挂牌成立，王惠林任厂
长。这是 20世纪 50 年代公私合营后，新中国的第
五家钢琴制造厂，也是当时唯一一家乡镇钢琴厂。

不过，王惠林没想到，湖州钢琴厂一架钢琴没
造，先引发了一场争议——

洛舍给 4 名上海钢琴厂技术人员开出高薪：
何水潮和包悦新两名骨干在上海钢琴厂月工资
75 元，他们来洛舍能拿到 250 元。为了让放弃铁
饭碗的 4 名工人安心，连同工人陈宝福和郑文标，
每人先拿 1 万元生活保证金，相当于预付了他们
在国营厂 10 年的工资。

乡镇企业“明目张胆”挖国营厂技术骨干引发
了关注。

“一开始是上海手工业局给德清县打电话要

人。我们让他们 4 人躲起来，县里也顶住了。上海
钢琴厂又发动他们的同事、徒弟来劝，幸好，几个
人态度都很坚决。”王惠林说。

王惠林向记者解释道，除了高薪，国营厂僵化
的机制也坚定了 4 名工人的决心。何水潮公认技
术精湛，就因为没文凭，56 岁评不上职称，只能住
集体宿舍，和绍兴老家的爱人两地分居。

事情引来多家媒体关注。有的认为此举“危及
钢琴正常生产”。有的言辞更为激烈，直接对“人才
自由流动现象”提出批评。

“也有站在我们这边的，我记得《浙江日报》派
了两名记者来采访，其中一个是钟睒睒。”王惠林
提及的这名年轻记者，后来辞职下海，创办了家喻
户晓的农夫山泉。

直到国务院政研室派出工作人员调研，争议
才告一段落。王惠林至今保留着 1985 年 4 月 19
日《光明日报》的剪报，标题是《国家科委副主任滕
藤、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指出：人才流动利大于
弊，应该坚持》。

回想起 30 多年前的情形，王惠林说：“当时我
有底气的，因为我们符合国家政策，相信国家是支
持我们办企业的。”

顶着国营厂牌子土法造琴

小镇造钢琴，技术人才并非唯一的短板。
钢琴在西方被称为“乐器之王”。琴壳、机芯、

击弦机、榔头、键盘、音源、音板、踏板……组装一
架钢琴需要 8800 多个零部件，300 多道工序。

当时，钢琴零部件仍是按计划生产，主要供
应四大国营厂。湖州钢琴厂没有关键配件，只能
摸着石头过河，从生产配件的设备造起。

在鼓励农民办企业的良好氛围下，德清县
为企业发展大开绿灯，允许钢琴厂对外挂国营
厂的牌子，为生产经营带来了不少便利条件。

1985 年 10 月，在人才流动之争结束半年
后，4 台“伯牙牌”样品钢琴在湖州钢琴厂的车
间里诞生。

两个月后，一场钢琴品质鉴定会在杭州举
行。深谙宣传之道的王惠林请来了上海音乐学
院钢琴系主任吴乐懿和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钢琴系教授叶惠芳。两名专家对湖州钢琴厂推
出的两款钢琴，尤其是“伯牙牌”131-A 型立式
钢琴给予高度评价。

在短缺经济时代，即便用土法造出的钢琴，
依然不愁销路。

“第一年，我们生产了 200 台。131 型单价
3000 元，供不应求，完全不用跑销售。江苏徐州
的蓝天百货一次性就预付了 20 多万元。”王惠
林说。

好女儿不愁嫁的日子在 1989 年左右结束。
随着中央整顿经济秩序，全国银根紧缩，主要客
户面向企事业单位的湖州钢琴面临滞销。

此外，大部分零件自己制作的生产模式，让
湖州钢琴厂即使在钢琴畅销时，也难以获得可
观的经济效益。

华谱钢琴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小林，1990 年
前后在湖州钢琴厂工作。他曾为湖州钢琴厂算

过一笔账：以 131 型号钢琴为例，出厂价 4700
元，但生产成本超过万元。

剧变中的钢琴产业版图

1992 年 1 月，一位老人的“南方讲话”唤起
神州大地“东方风来满眼春”。3 月，理查德•克
莱德曼在中国举办了自己的音乐会。很快，钢琴
曲磁带为万千中国家庭进行了钢琴启蒙。

也是这段时期，洛舍的钢琴产业版图开始
剧烈变化。

先是洛舍镇组建德华集团，已改名为恩德
钢琴公司的湖州钢琴厂等多家乡镇企业被放入
其中。同时，一批乡镇企业干部进行了人事
调动。

1995 年底，被免去恩德钢琴公司总经理职
务的鲍海尔，带着生产厂长王惠忠，质检科长韩
生华及多名骨干出走，创办海尔乐器有限公司，
这是中国第一家钢琴制造民营企业。

“当时，上海钢琴厂也有几名工人在洛舍自
立门户开办了钢琴配件企业，极大降低了洛舍
创办钢琴厂门槛。”王惠林说。

1997 年，靠政府输血的恩德钢琴进行改
制，时任总经理姚小林接手老厂，并将企业改名
为“华谱”。

差不多相同时期，老厂长王惠林创办了自
己的钢琴厂中德利。

1999 年，在钢琴企业聚集的东衡村，村干
部章顺龙成立了乐韵钢琴。

2000 年，鲍海尔和韩生华又从海尔乐器出
走，创办了杰士德。

……
截至目前，德清县共集聚钢琴制造及配件企

业 147 家，其中 93 家在洛舍镇。
回顾“中国钢琴之乡”洛舍的产业发展史，如

同“鲸落”的湖州钢琴厂在裂变中开枝散叶，机制
灵活闯劲十足的民营企业登上历史舞台，继续根
植这块适合钢琴发展的土壤。

时光荏苒。在今天的中国几大钢琴产业集群
中，洛舍以产业链完整著称。尤其在钢琴零部件
生产领域，已远远走在前列。

“在这里，你能买到钢琴的每一个零部件。”
姚小林的儿子，德清钢琴协会会长潘鸿凯说。这
位 1990 年出生的年轻人已开始接班，负责华谱公
司销售工作。

洛舍钢琴的品牌之痛

虽拥有国内乃至全世界钢琴行业最全的产
业链，今天的“中国钢琴之乡”，仍面临三大挑战：

论生产能力，洛舍近百家企业生产的钢琴总
和不抵行业龙头——广州珠江钢琴年产量一半；

论销售能力，先有琴行后造琴的行业后起之
秀——湖北宜昌金宝乐器，远远走在了洛舍钢琴
的前面；

论品牌能力，洛舍钢琴短短 35 年历史，且不
说数百年历史的国际名牌，就是和国营老厂相
比，也仍缺乏积淀。

洛舍钢琴人最无奈的是品牌。
“今天洛舍的制琴工艺绝对达到了国内一

流。”说到质量，潘鸿凯底气十足。
品牌价值上不去，当地企业难免陷入价格

战。“ 2000 年前后，4000 元成本的钢琴，能卖到
8500 元，现在一架普通钢琴只能赚几百元。”王惠
林说。

说起品牌，钢琴行业有个颇为有趣的行业现
象值得一提——

作为舶来品，旧社会老上海制造的钢琴，通
常会取一个洋名，比如“施特劳斯”“莫扎特”等。

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厂的主打品牌换成了彰
显民族特色的“星海”“聂耳”“珠江”等。

洛舍钢琴发轫于富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
“伯牙”，但随着民营企业兴起，“洋品牌”很快卷
土重来，成为主流。

“我们的牌子是洛德莱斯。洛是洛舍，德是德
清，加上莱斯纯粹为了洋气。”潘鸿凯说。

“拉奥特，英文名是 louder（大声）。我们不懂，
一个当英语老师的朋友帮忙取的。”乐韵公司负
责人章加龙说。

老厂长王惠林自己的第一个品牌是圣坦威。
他坦言参考了“施坦威”，却对对方起诉自己侵权
耿耿于怀。

遍地洋名的行业现象，虽然颇有争议，但是
也给了洛舍众多钢琴厂生存空间。正如一名洛舍
钢琴老板对记者说：“大量的培训机构是这几年
新兴的销售渠道。培训老师的推荐非常重要。钢
琴都是洋名，学生哪分得清？”

“四手联弹”上海钢琴洛舍造

今时今日，小镇洛舍的钢琴生产能力远超曾
经是自己老师的上海，但几乎所有洛舍钢琴企业
都会在上海再注册一家公司，突出“上海制造”。

王惠林认为，打造洛舍钢琴整体品牌需要当
地政府足够给力的支持。

究竟是该政府主导打造产业集群的品牌，还
是由代表性企业主导品牌发展，再带动当地产业
集群？

章加龙表示，乐韵一直努力塑造洛舍制造的
品牌。但他随即反问：“如果你是一名消费者，你
选择上海钢琴，还是洛舍钢琴？”

事实上，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新时代背景下，
“上海钢琴洛舍造”正被赋予新的意义——

在今年上半年的一场位于上海枫泾的“长三
角老字号品牌路演汇”活动上，洛舍钢琴窗口企
业浙江乐韵钢琴有限公司与上海钢琴有限公司
进行了战略合作签约，双方将合资成立子公司，
运营上海钢琴公司旗下的“施特劳斯”品牌。

这次合作与过去洛舍钢琴企业披上上海制
造的外衣截然不同。

早在 1895 年，上海生产出中国第一架完全自
主生产的钢琴，取名“施特劳斯”。20 世纪 30 年
代，施特劳斯牌钢琴年产量已达 2400 余架。新中
国成立后，施特劳斯品牌亦获评“上海市著名商
标”“中华老字号”等诸多殊荣。但这个百年老字
号如今的市场份额远不如其辉煌时期。

长三角地区是国内经典品牌集聚地。中华老
字号企业 392 家，占全国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其中
超过半数位于上海。

如何利用好这一集聚优势，抱团发展，如何
让沉睡的品牌要素自由流动，是长三角品牌振兴
的一大课题。

在上海方面主动邀请下，乐韵公司即将和上
海钢琴“四手联弹”——

上海钢琴看重洛舍的产业环境，以及乐韵公
司在同奥地利克拉维克品牌多年合作中锤炼出
的生产管理能力。

吸引乐韵的，无疑是“施特劳斯”这块老字号
招牌背后，历经百年积累下的品牌知名度和美
誉度。

“洛舍两代人努力了 35 年，跟施特劳斯 125 年
历史还是有差距。这个用钱买不来。”章加龙说。

在王惠林和上海朋友那顿饭局的 35 年后，小
镇钢琴终于走到了回报上海钢琴业的新阶段。

2019 . 10 . 14

当 年“挖 人”造 琴“惹 恼”上 海

今 与 上 海 钢 琴“ 四 手 联 弹 ”
透视“中国钢琴之乡”洛舍，从一架钢琴看长三角一体化

从 35 年前在上海国企“挖

人”引起国务院重视，到如今用制

造能力回报上海钢琴业，小镇洛

舍的钢琴发展史，既是中国草根

制造的创业史，也是长三角一体

化的演进史，更是国人向往美好

生活的奋斗史

小镇“琴工”走进全国政协礼堂修钢琴
本报记者李坤晟、王京雪、唐弢

随丈夫到浙江打工前，在贵州毕节老家务
农的林明飞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今年，她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和工友们到首
都北京，走进全国政协礼堂修钢琴。

这架奥古斯特福斯特（AUGUST FORSTER）
品牌的德国钢琴，是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为全国政
协举办重要外事等活动，用外汇购买的。

岁月流逝，这架老钢琴静静躺在全国政协礼
堂的角落里，外壳开裂、琴弦断裂，失去原有光彩。

今年，全国政协决定修复这架具有历史文
化纪念意义的钢琴，为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献礼。

几经辗转，为全国政协修钢琴的任务落在了林
明飞和 6名浙江乐韵钢琴有限公司的同事肩上。

公司技术部部长，韩国专家李炳男第一眼
看见钢琴，就吃了一惊。

由于年代较久，眼前这架钢琴损毁得实在
厉害：哆来咪发唆弹不出来，琴键上不少象牙材
质白键皮不知所踪。李炳男拿扳手拧了拧弦轴
板上的弦轴钉，手一松，扳手就退了回来。老化
的弦轴钉完全拧不紧。

“但钢板设计、木材和毛毡都是很好的，是
值得一修的好钢琴。”李炳男说。

全国政协办公厅六局原局长卫元琪曾在大学教过
钢琴，对钢琴颇有研究，也是这次钢琴维修的联系人。

听他介绍，这架奥古斯特福斯特九尺三角钢琴
用料相当考究，全手工制作，音板材选用的是生长
在海拔 800米以上、生长环境气温 5摄氏度左右、树

龄 80 年以上的云杉树，键盘采用的是象牙材质，黑
键是乌木材质。

这正是问题所在：经过半个多世纪，今天钢
琴制造的原材料、制造工艺和当年都有所不同，
这大大增加了修复难度——

老钢琴是一字螺丝，现在钢琴都用十字螺
丝；老钢琴弦轴钉直径6.05mm，现在通行的弦
轴钉是6.95mm和7.05mm规格；现在琴弦长短
和直径大小与这架钢琴不匹配；老钢琴的白键
皮是象牙材质，由三段拼接而成，当下主流的白
键皮材质是有机玻璃，一体成型……

不过，这难不倒这支由1名韩国专家和6个
中国师傅组成的修琴小队。

负责喷漆的工人吴传朗被折腾得够呛。他
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钢琴顶盖的照片，写道：
“真想把这块巧克力吃下去。”原来，现在的油漆
涂上去，会很快和钢琴本来的油漆发生化学反
应。几经试验，吴传朗只得将钢琴原有的漆刮掉
再涂上新漆。

象牙早就禁用了。新的有机玻璃材质键皮
与旧的象牙键皮厚度不一。33岁的费苏萍将55
个白键皮一个个用砂皮纸慢慢地打磨，厚度相
差不到一毫米。单一又枯燥的工作，将这位青年
修琴师的手指都磨出了水泡。

“要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九点，整整五天。全
靠大家帮忙。”费苏萍指了指身边的林明飞道。

“礼堂一旦有会议，我们只能晚上修。累了
的时候，我们相互开玩笑。”负责音板修复和整
琴装配的费小林说。进入乐韵公司前，他是一名
打家具的木工。

最后的精调由李炳男出马。一遍调下来，
基本都要两个多小时。为了调出这架旧钢琴
最佳的音调，维修时，李炳男前前后后调试了
至少 10 次。

当维修完成，卫元琪为乐韵的钢琴匠人
点赞，他坦言，能让这架老钢琴重新弹奏出这
么美妙的琴声，实在是件不简单的事。

刚走进礼堂时，负责拨音、调律的林明飞
在这架钢琴前战战兢兢，她生怕自己一不小
心就把这件“文物”弄坏了。

“现在回想，我们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
事。”林明飞说。

林明飞告诉记者，她的父亲是一名解放
军战士，现在她自豪自己能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尽一份力。

在乐韵公司所在的浙江省德清县洛舍
镇，有近 100 家钢琴制造和配件企业。洛舍，
被称作“中国钢琴之乡”。

乐韵钢琴公司厂房上，“中国农民制造世
界一流钢琴”12 个大字赫然醒目。但公司负责
人章加龙却向记者表示，希望不要再用“农民
造琴”的概念，“我们已经是具有专业水准的工
匠团队”。

林明飞进厂时，跟着丈夫从给钢琴挂弦
干起。后来上门给客户装钢琴，总有人问能不
能帮忙调音。于是，上进肯干的她主动跟着李
炳男学习，慢慢摸索如何给钢琴调律、拨音。

“现在，我自己买了一架钢琴，正在学习
弹钢琴。”这是当年林明飞走出贵州大山时远
远无法想象的日子。 （参与采访：张哲萍）

▲ 7 月 4 日，在德清县洛舍镇一家钢琴企业，工人为钢琴补漆。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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