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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为邻

心手相连

携澳乐手共奏《黄河颂》

2019 年 12 月底，许忠从上海飞到悉
尼。应澳大利亚歌剧院邀请，他将作为首
位登台悉尼歌剧院指挥歌剧的中国音乐
家，于2020年1月24日晚 （中国农历除夕
夜） 执棒歌剧《唐璜》。

眼看首演就在跟前，中国国内突然发
生新冠肺炎疫情。在排练如火如荼之时，
许忠一边焦急地关注着疫情变化，另一方
面也在想自己能做点什么。与此同时，很
多参与制作的外籍音乐家和工作人员也纷
纷表达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关心和鼓励。能
为正在抗疫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做点什么，
成为大家共同的心愿。

于是，许忠提出是否可以由中澳音乐
家共同排演、录制 《黄河颂》，助力中国
抗击疫情。该提议得到澳大利亚歌剧院艺
术总监林登·特拉奇尼、歌剧院乐团总监
兼首席马骏一和歌剧院乐团总经理杰拉
德·帕塔卡的大力支持。他们一方面积极
推动这一活动获得歌剧院管理层和工会的
批准，另一方面调整乐团排练时间并着手
统筹悉尼歌剧院场地资源。

“澳大利亚歌剧院乐团是澳大利亚规
模最大、演出日程最繁忙的乐团。那段时
间，在乐团常驻的悉尼歌剧院，一周内同
时上演 《唐璜》《卡门》《浮士德》 3 部歌
剧，涉及乐手达 180 人。想要从 3 部歌剧
的演出日程中，抽调出50多人挤出时间排
演从未接触过的中国作品《黄河颂》并且
配合录制，并不容易。”许忠表示。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歌剧院仍然鼎力
支持这次活动。来自剧院的50余名乐手在
繁忙的日程中见缝插针，自愿主动参与到
排练中。剧场布景搭建小组也特别研究出
舞台调整方案，布置所有摄录设备，加班
加点以确保在《黄河颂》录制之后的数小
时内，将布景完全还原到《唐璜》歌剧使
用状态。

知名乐团响应接力倡议

在中澳两国音乐家和工作人员的努力
下，当地时间 2 月 11 日，《黄河》 钢琴协
奏曲第二乐章《黄河颂》在悉尼歌剧院奏
响。许忠同时担任指挥和钢琴演奏。

“选取 《黄河颂》 作为录制曲目，不
仅因为今年是这首钢琴协奏曲首演 50 周
年，更因为在这样的艰难时刻，我们需要
这样的艺术作品。”许忠说。在他看来，

《黄河颂》 所赞颂的黄河精神——中华民

族不断抗争、不断奋进、不断发展的自强
自立、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抗疫时期鼓
舞士气之所需。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它的感染力能
够透过旋律的抒发,触动每一个心灵，引起
情感的共鸣。在排练过程中，《黄河颂》
的旋律也触动着乐团的每一位演奏家。他
们将美好祝愿通过音乐，以视频的方式从
大洋彼岸传递到中国，为武汉加油，为中
国加油。

《黄河颂》 录制结束后，许忠又进一
步提出倡议，集合各国顶级交响乐团和歌
剧院，用音乐为正在抗击疫情的中国人以
及海外华人助力，并计划通过自己的海外

“朋友圈”发动一些音乐团体参与支持。
英国皇家歌剧院、威尔士音乐与戏剧

音乐学院，法国巴黎管弦乐团、里昂歌剧
院，以色列耶路撒冷室内乐团，澳大利亚
墨尔本交响乐团，德国巴伐利亚国家歌剧
院、慕尼黑国家歌剧院等知名剧院和乐团
积极响应。

在经过认真讨论和准备之后，他们精
心挑选了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贝多芬
第七交响曲》、威尔士歌曲 《守护天使》
以及中国的《良宵》等曲目，有鼓舞人心
的，有致敬英雄的，有寄托美好祝愿的，
最后由全体音乐家集体送上寄语，各团掌
门人致辞祝福。

为全人类加油祝福

在此次全球接力中，以色列耶路撒冷
室内乐团演奏的是中国曲目 《良宵》。在
经过6天准备之后，2月16日晚，乐团用2
个小时完成了演出视频的录制。乐团创始
人、音乐总监、终身指挥艾夫纳·比隆亲
自指挥，并出镜接受采访。

“犹太人在历史上经历过巨大的危
机。我们很感谢中国人民，他们在二战期
间帮助了很多犹太难民，我们永远不会忘

记。”艾夫纳·比隆说。他表示，疫情虽然
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但是中国政
府对疫情的处理是令人钦佩的。中国有悠
久的历史、卓越的成就、伟大的人民，相
信中国人民很快就会度过这次危机。

法国巴黎管弦乐团此次演奏并录制了
《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第四乐章。“这是有
关斗争、希望和胜利的乐曲。在表演中，
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那种能量，无论是听
者还是演奏者。如今中国的斗争也变成了
我们的斗争，提醒着我们团结、合作的重
要性，就像我们在法语中说的‘frater-
nité’（友爱）。法国政府正在努力部署抗
疫斗争，相信我们最终会战胜疫情。” 巴
黎管弦乐团大提琴首席埃里克·皮卡尔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正如法国巴黎管弦乐团总经理劳伦
特·贝勒所说，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中国
的一次危机和挑战，也关系到地球上的每
个人。在这场全球接力中，各个乐团不仅
为中国加油，也为全人类加油。

墨尔本交响乐团以演奏《贝多芬第九
交响曲》第四乐章来致敬人类的友爱、团
结、互助。“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选择
这首和平与希望的颂歌，是希望人类能战
胜一切艰难，获得欢乐与友爱。”墨尔本
交响乐团董事会副主席李大伟对记者说。
据他介绍，正式演出结束后，全场2400名
观众全体起立，鼓掌 10 多分钟都不愿离
去。

目前疫情在世界多国蔓延，澳大利亚
也不例外。李大伟表示，乐团暂停了 3月
至 5月到中国的演出与交流活动，但是他
们仍然会以新的形式向各国人民表达支持
和祝福。回到中国的许忠也透露，他正在
组织一场国内的接力活动，为全世界人民
加油打气。“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不少
国际友人为我们提供帮助、加油祝福，现
在我们也应该去帮助他们。面对疫情，人
类是命运共同体，只有携起手来才能共渡
难关。”许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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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 5G 日益成熟，“数字”赋
能让文创产业得以拥抱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文创
产业变革。面对此次疫情“大考”，文创行业
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云战疫”。“云参
与”“云复工”“云体验”“云录制”等多方面
探索，让我们得以窥见其未来发展的 3 个趋
势。

其一，活动“云参与”，直播、短视频产
品异军突起，追求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经
济效益相融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直播平台
中邀请作家与读者“云读书”，沐浴人文之
光、共度战“疫”时光。抖音推出直播厂牌
——DOULive，广泛联合文艺工作者，将音
乐、影视、综艺、偶像、Livehouse 等内容通
过“直播+点播”的方式综合呈现，让大众足
不出户“云娱乐”。此外，众多文创公司自发
加入战“疫”，宣传正能量，组织相关公益活
动，邀请全民“云参与”。

其二，场景“云体验”，数字科技赋能文
化资源多元开发。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致
力打造“科技+文化”体系，结合线下实景直
播、专业主播讲解、科普讲座等多种形式营
造观展体验，实现电商化营销、跨品牌合
作、跨区域运营等创新模式。为大众提供优
质服务的同时，激活了数字化虚拟文创场景
中实打实的“硬需求”。据国家文物局初步统
计，全国博物馆春节期间共上线展览 2000余
项；淘宝直播“云春游”上线第一天就引来
1000 万人次参观；国家图书馆等多家文化机
构开放电子阅览资源。科技赋能文创产业在
数字化浪潮中不断突破，为众多新兴行业发
展提供了启示。

其三，企业“云复工”，远程办公优势凸
显，或成未来办公新形式。相比于传统制造
业，文创行业以创新创意为核心，团队人员
相对较少，小微企业多，工作方式调整快，
在此次疫情中，率先“线上复工”。疫情中，
钉钉向企业免费开放在家办公系统，2月初统
计数字显示，全国已有超过 1000万企业、近
两亿人通过钉钉远程办公。依托这类远程办
公软件，“云协作”彰显出强大活力，这不仅
体现在文化娱乐及创意设计等方面，更对疫
情中的实体生产及传统产业大有助益。文创
产业的“云复工”为品牌带货等互联网零
售，提供了平台性支持。远程办公虽存在诸
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经此一“疫”，这种生
产模式或将成为更多企业的新常态。

善用先进技术打造优秀文创产品，是产
业砥砺自强的通途。同时也应注意的是，再
先进的科技都仅仅是跨越前路的工具，而文
创的核心，仍存在于人与人、人与心之间。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近日，
《精准扶贫的故事》一书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该书以全国100个精准扶贫
先进案例为蓝本，从产业扶贫、就
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健康扶贫
和农村危房改造等多个层面，遴选
出 36 个精准扶贫故事，以期通过这
些精彩、生动、励志的故事，进一
步激发群众奋斗致富的精气神，为
脱贫攻坚一线党员干部提供参考借
鉴，更好助推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
部摘帽。该书由人民日报社理论部
哲学·科社室主编欧阳辉担任总策
划，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
授章文光主编。

本报电 （范 洁） 为进一步丰富湖北观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以优秀网络视听节目助力湖北人民打赢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自3月5日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7家
互联网电视平台、6家重点网络视听网站和湖北 IPTV分平
台，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湖北人民免费看”网络视听公益
展播活动，5000余部精品网络视听节目参加展播,其中有超
过500部原为会员付费观看的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
动画片、纪录片在本次活动中免费。

在国家广电总局协调下，未来电视、百视通、华数传
媒、南方新媒体、芒果TV互联网电视、国广东方、银河互
联网电视等7家互联网电视平台，芒果TV、腾讯视频、优

酷、爱奇艺、哔哩哔哩、字节跳动等6家重点视听网站，自
3月5日起陆续在本平台首页显著位置开设“湖北人民免费
看”专区或专题频道。各平台围绕特殊时期家庭观看需
求，针对不同年龄层次家庭成员精心搭配了此次参与公益
播出的节目套餐。其中包括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
长》《流浪地球》 等电影、《父母爱情》 等电视剧、《在武
汉》《沸腾吧火锅》《风味人间》等纪录片、《喜羊羊与灰太
狼》《汪汪队立大功》《小猪佩奇》等动画片、《NBA历史经
典》《世界冠军教你居家健身》等体育节目，此外还有《德
云社跨年相声专场》《见字如面》《忘不了餐厅》 等网络综
艺节目。

“万物静默如谜，戏剧和音乐为沉寂的心灵开出一
条路。迟到的春天，若你无法抵达演出的现场，就让
我们把剧院送到你身边。”3 月 2 日，由北京保利剧院
推出的“保利云剧院”正式上线。观众通过“保利票
务”APP，足不出户就可以免费观看海量的戏剧、戏
曲、音乐会等资源，感受高雅艺术的魅力。

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姚睿表示，本
次保利剧院推出“云剧院”的服务形式，是为了在疫
情期间能够满足广大观众的艺术文化需要，丰富大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

“保利云剧院”目前共推出了戏剧、戏曲、音乐
会、大师课、文艺战‘疫’5大板块，囊括了极为丰富
的艺术形式。话剧 《新原野》 为中国女性故事注入了
现代视角，尽显张力与诗意；经典舞剧 《大河之舞》
叙述了爱尔兰祖先与大自然抗争的长篇血泪史；大型
原创黄梅戏 《太白醉》 则塑造了一个文采风流、具有
家国情怀的李白形象。

“我们希望以此激发大众的观看兴趣，满足大众的
个性化需求。此外，我们还努力推出新的板块来丰富
云剧院的内容。”姚睿说道，“大师课注重艺术鉴赏与
交流，我们邀请了业内大师、专家进行艺术讲座，来
提高艺术爱好者们的专业素养。文艺战‘疫’则汇聚
了艺术界对抗疫英雄的祝福，例如全国保利剧院人用
各地方言和民族语言录制了视频，为坚守在一线的医
护人员送去了最诚挚的祝福。”

云剧院的上线得到了越来越多地方剧院响应。姚
睿表示，保利剧院会进一步协调相关资源的版权，力
争为大众带来更多免费戏剧资源。“云剧院也是优质戏
剧资源的线上推广普及平台，我们希望可以激发大众
的观看兴趣，在疫情结束后能够去剧院亲身感受戏剧
的魅力。”姚睿说。

①法国巴黎管弦乐团
演奏 《贝多芬第七交
响曲》第四乐章。
②墨尔本交响乐团演
奏 《贝多芬第九交响
曲》第四乐章。
③许忠 （右前一） 携
手澳大利亚歌剧院乐
团演奏《黄河颂》。

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从“云战疫”
看文创业新趋势

覃皓珺

5000余部节目请“湖北人民免费看”

新书讲述
脱贫攻坚故事

新书讲述
脱贫攻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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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③

近 日 ，内
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多家
书店在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前提
下复工营业。
图 为 3 月 11
日，市民在内
蒙古呼和浩特
青城阅立方书
城的环形书墙
旁阅读。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服务不打烊

把剧院送到你身边
刘泽溪

澳大利亚歌剧院，英国
皇家歌剧院、威尔士音乐与
戏剧音乐学院，法国巴黎管
弦乐团、里昂歌剧院，以色
列耶路撒冷室内乐团，澳大
利亚墨尔本交响乐团，德国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慕尼
黑国家歌剧院……近日，在
上海歌剧院院长、中国指挥
家、钢琴家许忠的倡议下，
世界多国顶级交响乐团和歌
剧院加入一场接力活动，用
音乐为正在抗击疫情的各国
人民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