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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说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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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连接世界
音乐改变生活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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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国际尼山儒学与中华文化跨文化讲习班结
业典礼在北京四海孔子学院举行。讲习班旨在使学员经过
培训后，通晓中西方宇宙观、思维方式、两种不同语言体系
的差异及其比较方法，在此基础上，能够熟练地向有西方
文化背景的人们讲授儒家思想。来自中国、英国、意大利、
波兰、俄罗斯等国的20余博士生参加学习。

国际儒联副会长、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在典

礼上表示，在向西方人传播中国文化时，最大的困难就是
西方人固有的思想束缚了他们对儒学的理解，西方人应该
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出发，从头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6年来，共有来自15个国家的300多名从事中华文
化创作与海外传播的文化学者，从讲习项目毕业，为中
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萧师俭 潘巧玲）

合唱在聚集：
聚四海朋友 听世界歌声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
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7月26日
晚，在欢快祥和的 《欢乐颂》 歌声中，第十三届中国国
际合唱节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在为期7天的
合唱节上，来自 44个国家的 238支合唱团带来了 20个大
项、204 场合唱活动。世界各地的演员用自己独特的风
格、精湛的表演完美地诠释了音乐的语言，期间还举办
了合唱教育大会、评测展演、大师班工作坊、合唱新作
品音乐会、“集爱之夜”公益专场音乐会、“一带一路”
专场音乐会、“上和之夜”专场音乐会等活动。

正如 《欢乐颂》 所唱，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者和观
众在音乐的感染下“团结成兄弟”。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
廷市青年合唱团演唱的《情缘留住永恒的记忆》，不禁让
人们回想起马斯卡廷这个美国小镇与中国之间结下的奇
妙缘分；乌克兰的阿卡贝拉女子合唱团，在演唱中用中
文朗诵了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无言独上西楼，月如
钩”的经典名篇，引来热烈掌声；宝岛台湾的斑马线合
唱团用一首 《游吟诗人》 唱出了海峡两岸同胞心心相
通、血浓于水的深情。

“国际合唱联盟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合唱活动的目的，
就是希望把世界各地的音乐活动和人们聚集起来。”国际
合唱联盟主席安德森说。在众多的交流方式中，音乐最
能越过语言直达人心，感动心灵。合唱是人声交响艺术
的外化，能引起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共鸣，合
唱节把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聚集在一起，让这些陌生
人成了朋友，也让中国的合唱越来越有“国际范”。

合唱在变化：
曲调新风格 合唱进生活

合唱在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中国很多著名的合唱曲
目都诞生于革命年代，无论是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还
是上世纪60年代问世的《长征组歌》，大批红色合唱经典的
涌现，一方面给中国合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也
使不少普通群众对合唱产生了错误的刻板印象。

“其实合唱最精彩的并不是追求完全的整齐划一，没
有变化。合唱最好玩的，应该是声部与声部之间的变化配
合。我们过去的合唱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过于死板，变化
不够，与国际上许多先进的合唱作品、合唱技艺没法接
轨。”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合唱指挥家孟大鹏称。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开
放，中国涌现了许多新的歌曲，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世
界许多合唱团的表演曲目。如乌克兰的阿卡贝拉合唱团
就曾多次演唱《青藏高原》《姐姐妹妹站起来》等中国流
行歌曲。

随着节奏布鲁斯、爵士、流行等元素的加入，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触并喜爱合唱。比如，由上海彩虹

室内合唱团演唱、结合了网络流行文化的合唱曲目 《感
觉身体被掏空》，上线 7 小时内就获得超过 300 万的点击
量，被年轻人誉为“唱出了生活心声的神曲”。

配合时下合唱的新发展，今年的合唱节将继续推出
“中国合唱新作品音乐会”，其中，包括同样由上海彩虹
室内合唱团最早发布的并在网上颇具人气的 《泽雅集》，
有流行歌手林俊杰创作并由女歌手郭静最早演唱的流行
歌曲 《心墙》 等许多受年轻人喜爱的歌曲，都将在新作
品音乐会上亮相，继续带给观众不一样味道的合唱。

“在西方一些合唱更先进的国家，合唱就是居民日常
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中国人喜欢打麻将、下棋一
样，很多西方人就是茶余饭后凑几个好朋友，排练一场
合唱。”孟大鹏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合唱的确正
在走出专业团体、走出革命红歌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
与流行文化互融互通，开始像流行歌曲一样走进不同背
景、不同年龄段的人们的生活当中。

合唱在行动：
美育细无声 音乐塑人生

“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海原”“北京应该是特别
大”“我家里人都没来过北京”……这些话语，来自宁夏
中宁县宽口井学校春蕾女童合唱团的孩子口中。在合唱
节的开幕式上，女孩们用一首 《家乡的枸杞熟了》 把观
众带到他们生活的家乡。

春蕾女童合唱团由 40多名年龄十二三岁的回族女孩
组成。她们原来分散住在海原县的各个山区，上学要走
两个小时的山路。由于贫困和交通不便等原因，很多人
上完小学就辍学回家、务农嫁人。这些女孩后来到宽口
井学校就读，宁夏合唱协会主席、北方民族大学教授刘
阳生出现在她们的生活中。

从 2007 年开始，刘阳生每周都要驱车 200 公里，从
银川到宽井口义务教孩子们唱歌。刘阳生说：“我第一次
看到这些女孩时，从她们的眼神里看出单纯的求知愿
望。”对于这些女孩来说，从前唱歌仅仅是一件能够获得
快乐的事，现在，唱歌已经成为了许多孩子的梦想。

中国合唱协会理事长李培智说：“中国大城市和发达
地区的孩子大多能得到良好的音乐基础教育，而许多偏
远贫困地区的条件却很差，那里缺教材、缺乐器、更缺
师资。”他呼吁组织更多的合唱志愿者加入到合唱扶贫的
行列中，把目光投向老少边穷地区的音乐教育，帮助他
们建立起合唱的概念和队伍。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宇在国际
合唱协会合唱教育大会上说，合唱艺术是美育教育，不
仅能提升人的审美素养，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情
感、趣味、气质、胸襟，激励人的精神，温润人的心
灵，应该在大中小学进一步普及。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组建了合唱团，开展了合唱教
育。“通过练习合唱，能够让孩子学会安静、学会倾听、学会
合作、学会尊重、学会服从和学会分享，在一个人的社会化
过程中，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品质。”孟大鹏总结道。

□王 珏 马 骏

周末音乐会：
从幼苗到参天大树

7月9日周六，指挥家张列登台
国家大剧院的第四百场“周末音乐
会”，携手民乐演奏家孙凰、章红艳、
周东朝、王建华，以拉弦、弹拨、吹
管、打击乐四个篇章，向观众演绎了
经典民乐的隽美与风雅。

面对台下座无虚席、认真欣
赏、全心投入的观众，张列激动之
余满是感动地说：“当高雅音乐成
为一座城市的空气，这座城市和城
市中的人们就将沉浸在幸福之中。
在这里，你会发现高雅艺术已经真
正融入百姓生活。”

而在 8 年前，这一切还难以想
象。国家大剧院的工作人员还记得，

“周末音乐会”刚推出的时候，没有
可借鉴的先例，只能从零开始。由于
那时高雅音乐的普及很少，观众在
乐章之间鼓掌、年轻观众不多、观众
听得不投入等问题接二连三地出
现。如今，“周末音乐会”每周一约，
雷打不动，成了“高水准、低门槛”的
高雅艺术普及品牌。

“高水准”——在艺术品质上，
广邀实力不凡的名团名家，汇聚中
外经典的隽永曲目。“低门槛”——
在观众参与上，突出了普及性音乐
会的特点。10元、40元的亲民票价，
每一张都物超所值。

在内容策划上，国家大剧院更
是下足功夫，用心推出“指挥家系
列”“家庭音乐会系列”“值得聆听的
中国名曲系列”“不可不听的交响曲
系列”等丰富多样的音乐专题。

正是因为有了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的艺术“滴灌”，走进音乐厅

的观众素质有了显著的变化。越来
越多的年轻观众在台下安坐，他们
全心投入、神情愉悦、文明观演。
对此，指挥家谭利华评价：“‘周
末音乐会’作为国内唯一一个常态
化、大体量的公益性音乐会，已经
摸索出一套成熟的普及模式，具有
很好的借鉴意义。”

艺术院团：
从座上宾到生力军

“8年前，国内的艺术普及缺乏
一个引领者。国家大剧院发挥平台
优势，将国内最专业的艺术力量组
织起来，广泛参与到众多普及活动
中。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艺术普及
教育的水平也因此提到一个新的高
度。”作为多次参与“周末音乐会”的
指挥之一，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
的感慨，道出了不少艺术家的心声。

联姻院团，这是 2008 年“周
末音乐会”迈出的关键一步。当
年，音乐会就得到了中国国家交响

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
交响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
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中
央音乐学院中国青年交响乐团、
EOS 乐团等 7 支优秀乐团的响应。
此后，美国匹斯堡交响乐团、香港
交响乐团、武警男声合唱团、大剧
院管弦乐团、大剧院合唱团等一批
中外实力院团相继加盟，让“周末
音乐会”构建起拥有 65 家生力军
的庞大队伍。

与此同时，陈佐湟、俞峰、吕
嘉、谭利华、李心草、张艺、胡咏
言、彭家鹏、张高翔、杨鸿年、张
列、朱亦兵、李飚、宁峰、宋飞
……众多重量级艺术家也从“周末
音乐会”的座上宾，成为大剧院艺
术普及教育的志愿者。

指挥胡咏言坚持每场演出自己
讲解，排练时间经常超时，他曾带
领全场观众学唱 《黄河大合唱》，
也曾邀请小朋友上台体验做指挥，
用老百姓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
式普及着艺术知识，“艺术普及一
定要放下身段、亲近群众，这是我
和大剧院达成的共识。”

指挥张高翔更是积极参与到大
剧院公益演出、艺术讲座、大师课
等各类活动中，在他看来，大剧院
为民乐培育了一方厚土，“我们应
该抓住这样一个极好的平台，推动
民乐走进大众尤其是走进青少年。”

琵琶演奏家章红艳则说：“几
年来，‘周末音乐会’在培养观众
的同时也在培养艺术家，为艺术家
搭建了多元化平台。”

观众：
从看热闹到看门道

8 年时间，“周末音乐会”惠
及观众达 72 万人次，培养了一大
批热爱古典音乐的忠实粉丝，也塑
造了北京文化生活的独特一景。

只要有时间，39 岁的沈晓夏
都会带上妻子和家人来听“周末音
乐会”。沈晓夏说，这是北京最吸
引人的音乐会：“高规格、高品
质，是我选择‘周末音乐会’的原
因。何况国家大剧院的环境如此美
好。‘周末音乐会’是我对自己一
周辛勤工作的犒赏，是我送给自己
的一次心灵SPA。”

这份艺术影响力更辐射周边省
市，让“周末音乐会”出现不少跨
城市的“追随者”。来自河北廊坊
的音乐老师吴岩峰，每周都要带着
学生开车来看音乐会，但她和孩子
们一点也不觉得辛苦。“每周日上
午到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已经成
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吴岩峰认
为，“周末音乐会”最精彩之处在
于“演讲结合”的形式，艺术家们
的讲解各有特色，非常生动有趣，
孩子们不仅了解到创作背景、专业
知识，对音乐学习有了潜移默化的
帮助，还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是真
正的寓教于乐。

对于“周末音乐会”润物无声
的影响，张列讲述了一个故事：

“今年的一场音乐会上，我们演奏
了经典名曲 《平湖秋月》。正当我
转身走下指挥台时，听见前排一位
观众说，咦，这个版本里怎么没有
听到高胡？观众如此专业的点评着
实让我惊讶。我想，这就是普及成
果的最好体现——我们的观众已经
从看热闹升级为看门道了。”

这是汉族民歌小调体裁的代表曲
目之一，其传唱范围遍及全国汉族广大
地区，有的地区又称为《孟姜女哭长城》
或《孟姜女十二月花名》。民歌运用“十
二月体”，叙述了一位叫万杞良（又作万
喜良、范杞良）的民工被抓去修万里长
城，其妻孟姜女思念至极，千里寻夫的
悲惨故事。也有的采用“四季体”，即以
四段唱词分春夏秋冬概括地咏唱了这
个故事。这首民歌在各个流传地，凡与
这个主题内容基本相似的，曲调都没
有太大的变化，均属于同一音乐主题
的变体。由于这首民歌曲调的优美流
畅和结构自身严密的逻辑关系，20世纪以来，它又被填入许多
不同的唱词而广泛流传；同时还被引用于一些戏曲、曲艺唱腔，
影响也更为深远。全曲共四个乐句，每句四小节，结构匀称，音
域适中，富有歌唱性；四个乐句构成了典型的“起承转合”关系，
在娓娓动听的叙述性音调中融入了委婉抒情的五声性级进旋
法，它之所以为如此众多的人们喜爱也就十分自然了。

青春驿动，创意无疆。8月1日，第
三届“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
作大赛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隆重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名青少年，在
未名湖边尽展文学创意才华。大赛最
终评选出中文一等奖25名、二等奖95
名、三等奖 180 名；英文一等奖 21 名、
二等奖103名、三等奖176名。

颁奖典礼在《永远的校园》的诵读
声中开启。《永远的校园》作者——大
赛顾问、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
长谢冕高度评价了大赛作品的质量，
指出在这个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保
有一份纯粹的文学信念是弥足珍贵
的，并再次强调：“文学的希望，在未
来，在青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谈到
当今青春文学写作存在的两种不良倾
向：一是高度商业化的倾向，二是新

“八股文”的倾向。而此次创意写作
大赛突出发自内心的写作，鼓励问题

和立意的自然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是
在对以上两种不良写作倾向的纠偏，
孩子们只有从真实的心灵出发，自由
书写自我，才可以让青春文学回到应
有的起点。

大赛评委代表、长江学者、中山
大学文学院谢有顺教授对本届大赛的
作品整体进行了述评。他强调今天在
写作中提倡创新创意，是要关心学生
有什么样的个人创见，一定要引导选
手在思想上敞开无限可能性的同时，
要把创意落到实处，从自己熟悉的生
活经验中寻找点燃创意的火种。

来自云南个旧的谢馨瑶是本次大
赛英文组第一名的获奖者。她的获奖
作 品 是 《The key to the un-
known》，创意来自于电影 《美国队
长 3》 中小蜘蛛侠的台词。虽然来自
边疆地区，但谢馨瑶认为不论身处何
方，阅读思考都能让人眼观四方，认
识世界。“在写作中发现自我，是写

作最大的魅力。” 谢馨瑶说。
对此，2016 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

者、大赛评委会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曹文轩教授表示，当青少年发自
内心的写作凝聚成一种纯粹的力量，
只要对他们加以得当的引导，就会为
我们时代的文学保留最青春亮丽的基
因。

“写作要求一个人具备优秀的语
文表达能力，语文能力的高低可以衡
量一个人对文明、文化理解的程度，
也可以衡量创造的潜力到底能达到多
大。写作不仅仅体现了写作者基础知
识的宽度和长度，更包含了他认知世
界、理解社会的能力，而创意写作则
是在认知、理解社会的基础上融合进
自己感受人生、想象未来、编织梦想
的能力，完全体现了人生未来达到的
厚度和深度。”曹文轩说，这就是一
直提倡“写一手好文章是一个人的美
德”的内在含义。

为文学保留最青春亮丽的基因
——记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颁奖典礼

为文学保留最青春亮丽的基因
——记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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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炫美

国际尼山儒学与中华文化跨文化讲习班结业

▲歌唱家龚
琳娜领唱《黄河

船夫曲》 苏琳摄

▲歌唱家龚
琳娜领唱《黄河

船夫曲》 苏琳摄

自开幕运营，国家
大剧院就大力实施艺术
普及“滴灌工程”。8年
多来，逐步搭建起一个
系列完善、形式多样、
层次丰富的艺术普及格
局，打造出一系列有创
意、有水准、有影响的
艺术普及品牌，“周末
音乐会”正是最具代表
性的品牌之一。65家院
团、82位艺术家、近千
名作曲家的2000余部曲
目、72 万观众……从
2008年开始至今，国家
大剧院的“周末音乐
会”迎来了 400多场演
出，成为深受百姓喜爱
的文化品牌。

▼乌克兰阿卡贝拉组合与美国
阿卡贝拉组合合作演唱 《独上西
楼》 卢 旭摄

▼乌克兰阿卡贝拉组合与美国
阿卡贝拉组合合作演唱 《独上西
楼》 卢 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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