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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奏响复工曲

珠江钢琴集团复工复产，并不是贸然决定的。
复工初期，珠江钢琴集团结合公司生产流程进行分段

复工安排。广州增城厂区自2月10日复工以来，上班人数
持续上升，2 月 14 日复工人数占增城厂区总人数 50%，2
月17日复工人数达到70%。集团公司下属北京、浙江等生
产性子公司于2月17日全面复工。截至目前，下属19家分
子公司已全面复工。

“3月4日，在广州增城总部复产率已达到98%。随着
更多上下游企业有序返岗复工，我们预计3月中旬，公司
产能可以全面恢复！”珠江钢琴集团总经理、副董事长肖
巍告诉记者。

入厂区前测试体温、职工全员戴口罩、有事多用电话
和网络沟通……为确保职工生命安全和复工复产的顺利进
行，珠江钢琴集团提前细化各项防疫措施，制定了疫情防
控预案、复工指引手册、通过全球供应链体系采购口罩、
防护服和消杀剂等防疫用品。肖巍说：“集团坚持实行人
员动态日报制度。在进入园区、离开园区以及上下午工作
期间四个时间点，对全体员工进行定时体温检查，全面掌
握员工身体健康状况，确保防控的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和生
产经营平稳有序开展。”

据中国乐器协会统计，截至3月7日，在56家骨干生
产型企业中，包括广州珠江钢琴、江苏凤灵、海伦钢琴、
北京星海、得理乐器、乐海乐器、河北金音等 35 家企业
已复工复产，占比达62.5%。

疫情发生以来，乐器行业受到直接冲击，物料供应、
物流交通、外贸出口、内销渠道各环节都承受着压力。

目前，珠江钢琴集团总体产能日渐趋于正常水平，但
因全国各地疫情防控，绝大部分经销商尚未开门营业。为
此，珠江钢琴集团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确保非常时期企业
稳定。集团近期还在微信公众号推出“齐心战‘疫’，琴

系湖北”爱心传递活动，帮助经销商恢复信心。

文化服务不断档

2 月 12 日，上海馨忆民族室内乐团在哔哩哔哩弹幕
网上传了一曲 《将军令》。标题上写到：“国乐云剧场第
一弹，云合奏 《将军令》，战‘疫’时期，吾辈当自
强。”视频中，古筝、琵琶、扬琴、中阮、大鼓、竹
笛、二胡轮番上阵，当曲调行至高潮，民乐合奏激越高
昂，听得人心潮澎湃。

“云合奏”深受观众欢迎。截至目前，此曲 《将军
令》获得了3.7万的播放量。观众频频发出弹幕，“这个曲
子好鼓舞人心啊！”“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气势”“满满正
能量”。

上海馨忆民族室内乐团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旗下的乐
团。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副厂长周力介绍说，疫情期间，乐
团虽然不能继续线下演出，但及时推出了云剧场系列，以
远程音乐合奏的方式带来在线云表演，让乐迷朋友们足不
出户，就能感受音乐的魅力和力量。

作为中国民乐龙头企业，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不仅手握
“敦煌”这样的经典民乐品牌，在文化服务上也打出组合
拳。目前，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形成了以敦煌国乐网为主
体，以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为两翼，以哔哩哔哩弹幕网、
抖音等第三方平台为补充的自媒体矩阵，以便更好地与民
乐爱好者交流。

虽然是2月24日全面复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文化
服务却一直没有断档。在他们“敦煌牌民族乐器”等官方
微信公众号上，《民族乐器小百科》《“闭关”练琴》《民
乐知多少》等乐器文化专题内容不间断推出，不仅为民乐
爱好者提供了知识资讯，还可以帮助大众纾解紧张情绪。

据中国乐器协会消息，目前，中国乐器企业多以线下
经营和线下线上混合经营为主。疫情之下，许多乐器企业
灵活用工，依托线上提供信息、服务创造产值。

“从生产上说，截至3月9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复工
率96%、复产率94%。古筝、琵琶、二胡、笛箫等民族乐
器生产线全面开工，企业产能基本恢复。”周力表示，尽
管疫情对民族乐器市场造成了异常冲击，但上海民族乐器
一厂传承发展中国民族乐器文化和音乐文化的决心不会因
此动摇。“我们将继续推进以文化为主线，以品牌运作和
创新驱动为两翼的发展战略，着力推进文化营销、创新文
化产品、打造工匠队伍的系列工程，为民族乐器文化的传
承发展贡献力量。”

教学开设“云课堂”

2月6日下午，“罗兰线上双师课堂”正式开班了。课
程不仅包括鼓、吉他、钢琴等科目的名师课，还有初级音
乐基础理论课、名师线上考级辅导。

这是罗兰数字音乐教育推出的在线课堂。直播课程增

加了孩子线上学习的趣味性，通过在家器乐练习，还锻炼
了孩子的体能，促进身心健康。出于公益目的，这些在线
音乐课不只对罗兰数字音乐教育的学员开放，普通观众也
可以观看，只需扫描专属二维码，就可以进入直播。

自 2月 6日起，“罗兰线上双师课堂”连续推出一周。
每天有 3 堂课供观众选择。“效果出乎意料。短短一周时
间，这些音乐课程的点击量就突破了1000万。”罗兰数字
音乐教育集团董事长程建铜透露，“音乐基础理论课”的
点击量最高，达到150万。

这些实实在在的点击量，也给予罗兰数字音乐教育正
向反馈。“我们在第二周的课程安排上，就加入了更多具
有普遍性的基本功练习课。”程建铜告诉记者，“罗兰线上
双师课堂”目前已经连续推出4周。

但双师课堂只是单向授课，老师与学员的互动难以实
现。为此，罗兰数字音乐教育开设了线上小班课。每堂小
班课上，1个老师对 6个学员，老师不仅能看到孩子练习
乐器，还能够及时与家长沟通。

疫情发生以来，以线下实体教学为主的乐器教育行业
受到冲击。“学习乐器有一定的特殊性，包括教、学、
练、演、考等环节。此前，只有练习环节是学员在家完成
的，现在，需要通过网上授课，把教、学等环节都落实在
家。”程建铜说，为此，罗兰数字音乐教育的员工大年初一便
开启线上办公模式，从研发制定适应网上教学的内容，到
拍摄、剪辑视频，再到测试平台，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中国乐器协会透露，疫情发生后，中国乐器厂商和培
训机构紧跟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学”精神，积极开展教学
内容改革和教学模式与方法创新。珠江钢琴携手琴趣科技
创办钢琴云学堂，柏斯音乐集团策划钢琴名家公益直播
课，九拍教育集团推出打击乐直播课……各类特色网络直
播公益课程异彩纷呈。

罗兰数字音乐教育是以电声乐器为教学内容的培训机
构。虽然有着天然的数字基因，但此前线上教学做得并不
成熟。“这次疫情也倒逼我们，快速打造线上教学内容，
赶上时代的班车。”程建铜表示，疫情结束后，乐器培训
线下线上融合也必将是一个趋势。“随着 5G时代的到来，
直播时速和清晰度都会有一个飞跃，乐器线上学习将更为
通畅。”

响应央视戏曲频道融媒体互动戏曲节目
《角儿来了》的倡议，近日，全国50多个戏曲院
团、200多位梨园同仁“云”集结，用手机录制
视频，以戏韵丝弦，向抗疫一线的英雄们表达
爱和祝福。

没有华丽的舞美、炫目的灯光，演员们多
以朴实的素妆进行表演。由谭孝曾、张建峰、
窦晓璇、翟墨演唱的京剧戏歌《战疫情》，唱出
中华儿女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念；越剧名家吴凤
花带来的 《满江红·战疫情》、河北梆子名家许
荷英的戏歌《抗疫赞歌》，掷地有声的唱词振奋
人心；京剧世家杨乃彭、杨少彭、杨泽崧带来
的 《定军山》 选段，四通鼓声整装出征，只为
凯旋；武生名家张幼麟的 《雁荡山》 选段气势
雄浑；小香玉的豫剧《破洪州》选段士气高昂。

上海京剧院创作了戏歌 《心的力量》。7 位
主创中的董洪松是武汉籍，他说：“因为家人都
在武汉，所以每次看到各地驰援武汉，心里都
特别温暖。”

武汉汉剧院创作的诗歌《致敬英雄》，是演
员们用武汉话进行朗诵的。他们在回传节目视
频的邮件里写道：“全国支援武汉抗疫一线的医
护人员，以凡人之躯为我们遮风挡雨。于是，
我们便有了创作这部作品的意图。”

节目组介绍说，《角儿来了》 发出邀约当
晚，戏曲名家李军就发来 13 条心意视频，最
终，节目组共收到500多封视频邮件。每一段视
频背后，都是梨园同仁炽热的真情与祝福。

这些视频被编辑成《角儿来了》“和你在一
起”特辑，分为祈福加油篇、防疫居家篇、致
敬必胜篇3辑，自2月23日起播出。

庚子新岁，《中国
诗词大会》 迎来了第
五季。5 年来，《中国
诗词大会》随着科技发
展与审美变迁不断升
级，用“赏中华诗词、寻
文 化 基 因 、品 生 活 之
美”的初心，让古老的
诗歌以创意的机巧、影
像的灵动、宏阔的诗心,
重回现代文化生态的
流行之中。

《中国诗词大会》
第五季再度对节目进
行创新，用影像代山
川立言，用技术呈时
空流转，用故事彰时
代风韵。节目跳出单
一的演播室呈现，“身
临其境题”创造了沉
浸式的答题方式：康
震站在陕西西安大明
宫遗址上出题，诗句
中的盛唐气象被具象地传递出来；蒙曼在重庆
奉节白帝城，为观众展示古人“铁索横江”的
智慧；节目组带领观众深入“横看成岭侧成
峰”的庐山，细数古往今来诗人登庐山的心
境，体验现代庐山的“跃上葱茏四百旋”。去宏
阔的自然中出题、去重大工程和大国重器的实
地出题，让诗词文化回归原本的天地之韵律、
造化之机巧。

《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利用现代科技，将
诗文、图画、影像综合调度，打造了具有观赏
性、渗入性和代入感的舞台视觉效果，让诗情
诗意在身临其境中得到丰富和延展。现场舞台
以“水润五方”为主视觉，注重突出中国文化
中的传统意象，视效根据主题和题目变化而变
换，时而鸢飞鱼跃，时而凌波荡漾。这些具有
画面感的文化意象，带领观众走进浓厚的传统
文化氛围，不仅贴合现场情景，也延展了文化
内涵。

除了升级形式与体验，第五季 《中国诗词
大会》 更注重挖掘人与诗词相互浸润的内涵，
立足新时代回望深远的文化，让古老的智慧散
发出当代力量。节目以家国情怀为主线，以家
国、英雄、青春、童年、奋斗、匠心等十余个
类别为主题，邀请农民、消防员、支教老师、
扶贫干部、工程师、医生等 29个行业的普通劳
动者作为选手，呈现他们对诗词的热爱与坚
守。出题人不仅有大家熟悉的康震、蒙曼、王
立群等诗词专家，也有港珠澳大桥的总设计师
林鸣、蛟龙号潜水器的主驾驶员唐嘉陵、最美
航天员王亚平以及南极站的工作人员等科研领
域的佼佼者。

第五季 《中国诗词大会》 用现代方式造传
统意象，使舞台上不仅有诗词比拼的交锋，更
有文化时空的流转。节目构建了一个意蕴丰厚
的文化场域，酣畅淋漓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灵
动和中国人民的诗意人生。

“对于广大的艺术爱好者来说，如何更充实地度过宅
家时光呢？不如跟随我们一起开启CAFAM‘云看展’模
式吧！”近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微信公众号和官方
网站推出线上“云看展”服务，观众足不出户便能一睹
为快。

关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公众号，在“参观展览”
菜单中点击“数字美术馆”，即可在线观看展览。像《为
新中国造型——周令钊先生百岁艺术展》《安尼施·卡普
尔个展》《雷安德罗·埃利希：太虚之境》 等掀起观展热
潮的展览也在线上与观众见面。

为了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数字展厅采用全
景拍摄手法，每个展厅还设置了多个交互热点。跟随箭
头指引进入展厅，在页面左侧，不仅有展厅地图、展览
信息，还有让观众解放手指的自动播放模式。在页面下
方，观众可以根据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展览板块，提高
了参观的质量和效率。为丰富观展体验，观众可以点击
方向键，选择最佳观展角度。参观过程中，作品的细节
可以放大观看，说明牌上的内容也清晰可见。

“太好了，谢谢!”“真不错，尽收眼底。”网友纷纷为
这种足不出户的看展形式点赞。

据悉，CAFAM“数字美术馆”几乎囊括了近年来中
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的所有展览。错过展览的观众可
以借此平台，享受视觉盛宴。

除了线上“云看展”，打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官
方网站，观众还可以看到艺术家的创作故事、书画藏
品的保存与修复、典藏研究、美术馆相关课程和讲座
信息等。

中国战“疫”系列报道

乐器行业“十个指头弹钢琴”
本报记者 赖 睿

乐器行业“十个指头弹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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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节目图 出品方供图

◎服务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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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珠江钢琴集团总部广州
增城厂区的车间里，工人们戴着口
罩，互道一声“新年好”，即刻投入忙
碌而有序的生产。这是珠江钢琴集团
复工首日，当天上班人数800多人，占
增城厂区总人数20%左右。

一个月过去了，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初步呈现持续向好态势，乐器行业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
善用“十个指头弹钢琴”，在暂时的困
难中强信心、求发展、觅新机。

春暖花开，乐器行业复工复产的
锣鼓已经敲响。

珠江钢琴集团复工后一线员工生产场景 珠江钢琴集团供图珠江钢琴集团复工后一线员工生产场景 珠江钢琴集团供图

民族乐器小百科主题推送节选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供图

学员在家中上课 罗兰数字音乐教育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