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华侨华人 责编：孙少锋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0年6月29日 星期一

“处处是文化的和谐交融”

“灾难时你总是冲在前头，困境中你
总是风雨同舟，危险时你总是留在最后
……”当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一直
聚精会神盯着屏幕的余俊武激动不已。
这是由悉尼华星艺术团青年演员喻静演
唱的歌曲，在第二乐章“相约时刻”精
彩亮相。

作为悉尼华星艺术团团长的余俊
武，既是积极参与其中的幕后工作者，
又是这场云端音乐会的忠实观众。“600
多位中外艺术家接续表演，这是一次难
得的文化艺术盛宴，我几乎全程在线观
看。”余俊武由衷赞叹，“音乐会为全球
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包容、开放的大舞
台，真正做到了汇集音乐力量，让爱点
亮世界。”

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32 名歌手
联 袂 演 唱 的 原 创 作 品 《2020 We Are
One》，新西兰 8 名专业歌手联唱的经典
歌曲 《You Raise Me Up》，8 个国家和
地区的 28 名年轻音乐家表演的 《动物狂
欢节》 ……风格各异的演出节目，呈现
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盛况。

24 小时演出不间断的音乐会，分为
爱乐之声、相约时刻、大爱苍生、众志
成城、和衷共济、砥砺前行、祝福世
界、心手相牵、春暖花开、五洲同心、
爱在初夏、世界一家 12 个主题乐章。参
与音乐会的嘉宾既有海内外知名音乐
家、侨界艺术家、中国影视领域名人，
也有海内外著名交响乐团和音乐学院的

艺术家，可谓众星璀璨，闪耀云端。
“我们注重打造中西合璧的艺术氛

围，体现多元、包容与合作精神。”中国
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海外理事、美
中文化艺术联合会主席沈宓告诉记者。
在她主要参与负责的第十一乐章“爱在
初夏”中，唢呐与爵士乐团碰撞出奇妙
的火花，古筝和吉他合奏出动人的旋
律，钢琴演奏的中国民乐 《彩云追月》
展现别样魅力……处处体现着不同文化
的和谐交融。

“大家团结成一个整体”

“这次音乐会无论是节目的数量、演
员的数量和播出的时长，都堪称‘之
最’。此前没有类似的筹备经验可供借
鉴。”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部长刘奇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4月26日起，指导
方、主办方开始音乐会的筹备工作，多
方就活动的背景、目的、主题、内容、
形式、时间、组织框架、节目拟定、艺
术家的选择等内容达成共识，拟定方
案。“这是‘超长超大’的音乐会，大家
有分工、有合作，有重点、有配合，有
国内、有海外，音乐会让大家自发地团
结成一个整体。”刘奇说。

回忆起音乐会筹备阶段的点点滴
滴，沈宓感慨万千。5月初，她联系北美
各大侨团侨社及中外艺术家，发出节目
参演邀请。随后，她马不停蹄地投入多
语种编译工作中。“第十一乐章的所有节
目都保证配有中英文字幕。”沈宓说，

“翻译工作并不容易，既要求准确性，又

要体现文学及艺术色彩，再加上节目数
量多、语种多，工作量非常大。我们临
时组建了一个团队，汇集了声乐、艺术
设计等领域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大家
分工合作，抓紧工作之余的时间，经常
忙到凌晨三四点钟。”

新西兰华星艺术团共参演了 5 个节
目，其中 8 人联唱的歌曲 《You Raise
Me Up》 是团长李芬最心心念念的一个
节目。“音乐会举办前一个月左右，我们
开始筹备这首歌曲，当时新西兰已经

‘封城’，我们只能在家借助手机录制，
通过电话视频交流，但所有人都非常积
极地配合参与。”李芬告诉本报记者，

“我们希望把这首歌献给全球战疫前线的
医护人员，是他们承担着风险，保护我
们的健康安全！”

“悉尼华星艺术团带来的两首原创歌
曲 《问候》《为你点赞，我的朋友》，都
诞生于抗击疫情期间，从歌曲创作到拍
摄制作，前后仅用了约两周的时间。我
们用歌声向战疫一线的人们致敬！”余俊
武说。

“向世界传播中国好声音”

“有付出才有收获，之前紧张忙碌的
许多个不眠之夜是很值得的。”看到演出
精彩落幕，沈宓十分欣慰。在沈宓看
来，音乐是人类沟通中最美好的语言。
这次音乐会是海内外艺术家共同谱写的
一部大爱之作，能够帮助人们从疫情阴
霾中走出来，摆脱不安、焦虑的情绪。

“一位60多岁的老华侨告诉我，在听到熟

悉的 《摇篮曲》 演奏时，他情不自禁地
流下眼泪。带给人们感动、温暖和力量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演出结束后，余俊武收到不少侨胞
朋友发来的积极评价和反馈，他备受鼓
舞。“24 个小时不间断播出，内容丰富、
惊喜不断，侨胞们能够随时观看，一饱
眼福、耳福。对他们来说，音乐会像一
条巨大的文化纽带，让他们跟随音乐畅
游五大洲。”余俊武说。

《2020 We Are One》 作曲人、澳大
利亚音乐人林炳睿感慨：“没想到居家抗
疫期间能欣赏到一台如此高质量的音乐
会，从古典音乐到民乐、流行音乐，带
来听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虽然没有华
丽的舞台灯光，但能感受到艺术热情，
看起来更接地气。”

音乐会前，新西兰华星艺术团在当
地作了一些宣传推广，当地华侨华人的
反响也十分热烈。“我们在许多侨胞微信
群里发布节目推送，群友们纷纷表示非
常期待。有的侨胞错过了音乐会的时
间，就来问什么时候会再举行吗？哪里
可以看重播？”李芬说，“音乐会不仅给
了观众美的享受，更在疫情期间给予海
外华侨华人温暖和鼓舞，通过音乐艺术
把全球华侨华人的心凝聚在一起。”

“这场音乐会是中国侨联用文化凝聚
侨胞力量，用音乐架起与世界沟通桥梁
的一次有益探索。”刘奇说，“音乐会在
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举办，海外侨胞积
极参与，是凝聚侨胞力量、共同抗击疫
情的一次大集结、再动员。这次音乐
会，让海内外侨胞用音乐语言向世界传
递了爱，传播了中国的好声音！”

600多艺术家齐聚云端 音乐会24小时不间断

海内外侨胞“唱响”抗疫好声音
本报记者 高 乔 李嘉宝

“五洲同心·世界一家”24小
时云端音乐会近日通过网络平台
举行，从北京时间6月20日上午
10时至6月21日上午10时，来
自全球五大洲50多个国家的600
多名艺术家齐聚云端，首次以24
小时不间断网络演播的形式，用

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
本次音乐会由中华文化促进

会、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
进会指导，央视网、中华文化
促进会乐器产业协作体、中国
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中
华文化促进会艺术融合与创新

工作委员会、美中文化艺术联
合会联合主办，央视网、央视
频、哔哩哔哩及海内外各大华
文媒体平台同步播出。云端音
乐 会 为 全 球 观 众 献 上 文 化 大
餐，多元丰富的音乐表演传递
满满抗疫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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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华星艺术团团员排练时合影。
受访者供图

音乐会直播视频截屏。 中国侨联供图音乐会直播视频截屏。 中国侨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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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集美段）项目建设，需征收坐落于厦门市

集美区后溪镇岩内村上沟墘里 6-3号的同字第 82587 号《福建省同安

县土地房产所有证》房产。上述房产经认定符合征收补偿条件，政府将

予以征收补偿。上述房产的《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遗

失，存根联登记的权属人为户主宋加成，人口贰口人。宋加成已去世，

其他权属人难以确定。现宋加成的妻子陈心富以上述房产权利人的身

份提出货币补偿，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偿补助，其他权利人如对上述

房产权属或对补偿方式、补偿价值有异议者，请在本公示登报之日起3

个月内与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959279080）

联系，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异议期届满没有收到异议书及相

应证据的，补偿补助款将由陈心富代为领取。

因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集美段）项目建设，需征收坐落于厦门市

集美区后溪镇岩内村下沟墘里 13、13-1 号的厦集土证集后溪字第

004366号《厦门市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厦农房证集后溪字第004366号

《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房产。上述房产经认定符合征收补偿条

件，政府将予以征收补偿。上述房产的权属人为陈文好等六人。陈文

好已去世，其他权属人难以确定。现陈文好的儿子陈水金以上述房产

权利人的身份提出货币补偿，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偿补助，其他权利

人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或对补偿方式、补偿价值有异议者，请在本公示登

报之日起 3 个月内与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18959279080）联系，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异议期届满没有收

到异议书及相应证据的，补偿补助款将由陈水金代为领取。

因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集美段）项目建设，需征收坐落于厦门市集

美区后溪镇岩内村鱼池墘里32号的同字第82835号《福建省同安县土地

房产所有证》房产。上述房产经认定符合征收补偿条件，政府将予以征

收补偿。上述房产的《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遗失，存根联

登记的权属人为户主连福财，人口肆口人。连福财健在，据其陈述，权属

人分别为：连福财、林秀鸯、连雅惠、连雅丽，上述情况无法核实。现连福

财以上述房产权利人的身份提出产权调换，政府拟按产权调换给予补偿

补助，其他权利人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或对补偿方式、补偿价值有异议者，

请在本公示登报之日起3个月内与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959279080）联系，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异议期

届满没有收到异议书及相应证据的，补偿补助款将由连福财代为领取。

因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集美段）项目建设，需征收坐落于厦门市

集美区后溪镇岩内村鱼池墘里 1、1-1号的同字第 82840 号《福建省同

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房产。上述房产经认定符合征收补偿条件，政府

将予以征收补偿。上述房产的《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遗

失，存根联登记的权属人为户主连水契，人口肆口人。连水契已去世，

其他权属人难以确定。现连水契的儿子连福支、连福清以上述房产权

利人的身份提出货币补偿，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偿补助，其他权利人

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或对补偿方式、补偿价值有异议者，请在本公示登报

之日起 3 个月内与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18959279080）联系，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异议期届满没有收

到异议书及相应证据的，补偿补助款将由连福支、连福清代为领取。

因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集美段）项目建设，需征收坐落于厦门市

集美区后溪镇岩内村长榕里16、44号的同字第82888号《福建省同安县

土地房产所有证》房产。上述房产经认定符合征收补偿条件，政府将予

以征收补偿。上述房产的《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遗失，

存根联登记的权属人为户主连文祥，人口捌口人。连文祥已去世，其他

权属人难以确定。现连文祥的曾孙子连宗志以上述房产权利人的身份

提出货币补偿，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偿补助，其他权利人如对上述房

产权属或对补偿方式、补偿价值有异议者，请在本公示登报之日起3个

月内与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959279080）联

系，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异议期届满没有收到异议书及相应

证据的，补偿补助款将由连宗志代为领取。

因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集美段）项目建设，需征收坐落于厦门市

集美区后溪镇岩内村长榕里44号的同字第82879号《福建省同安县土

地房产所有证》房产。上述房产经认定符合征收补偿条件，政府将予以

征收补偿。上述房产的《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遗失，存

根联登记的权属人为户主连自福，人口肆口人。连自福已去世，其他权

属人难以确定。现连自福的儿子连清吉以上述房产权利人的身份提出

货币补偿，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偿补助，其他权利人如对上述房产权

属或对补偿方式、补偿价值有异议者，请在本公示登报之日起3个月内

与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959279080）联系，

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异议期届满没有收到异议书及相应证

据的，补偿补助款将由连清吉代为领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