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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琴颂中华 情系华夏
——中国民管会古琴专业委员会理事扩大会议成功举办
据中国乐器协会网讯 为纪
念第十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中
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琴专业委员
会（简称中国琴会）全国理事扩大
会议于6月11-15日在江苏张家港
市成功举办。本届理事会由中国
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琴专业委员会、
中共张家港市委宣传部、张家港
市文广新闻出版局主办，张家港
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承办，张家
港云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苏州
周八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和北京盛
世华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中
国琴会会长龚一、名誉会长李祥
霆、顾问唐中六、副会长曾成伟、
丁承运、李凤云、戴晓莲、赵家珍
等列席会议，中共张家港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张家港市文广新局局长
陈世海，来自全国各地古琴人士超
过400人，其中参会理事111人，以及
加拿大、德国、美国、中国香港、中
国台湾、马来西亚等海外琴人11人
出席开幕式。会议由中国琴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杨青先生主持，中国民
族管弦乐学会刘锡津会长为大会题
词“情系华夏根，琴动万众心”，中
央音乐学院王次炤院长为大会题词
“琴贤济济，川流汤汤”。
经过5天紧张有序的活动 程
序，大会对2011-2015年的工作进

行了全面总结，同时举办了2场“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
现状与展望”主题论坛，有21位理
事和琴人在大会上畅所欲言，就古
琴艺术的基础教育、学术研究、传
承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
的探讨和建议。作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
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琴专
业委员会会长龚一先生在论坛致
辞中强调，今日古琴事业在政府重
视、世界瞩目、社会给予“国学”广
泛推介文化环境下，学琴者上 至
政府官员、企业老总、教授学者，
下至工薪阶层、普通学生、平头百
姓，各地琴事活动风生水起，由此
推动古琴制作产业繁荣发展。借助
网络科技和交通发达便捷，古琴文
化已无地域、国界之分，
“朝发夕
还”参加各地琴事活动已成“新常
态”。近几年，古琴发展呈现“繁
荣”与“纷杂”共舞、
“ 规 则”与
“乱象”并存。琴学理念与教学方
法尚需每位琴人深入研究与学习。
教学方法“絮乱”成为较普遍的琴
学问题。目前，已有多位水平较高
的琴家在多地举办培训班，传授
正确弹奏方法。相信经过近年古
琴热的舒张，古琴必然会回归冷静
的思考。

经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批准，
本届大会为前任会长吴钊、李祥
霆颁发荣誉会长聘书，为增补理
事颁发了理事聘书；为全面展示各
地古琴发展事业，大会举办了“各
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传承
人雅集”、
“海外理事雅集”、
“各
地理事雅集”3场雅集和6场“各
地琴人汇演”活动，有107位各地
琴友参加了演出活动，并荣获大
会颁发的纪念证书。会议期间在
张家港保利剧院举办了“琴颂中
华——中国琴会张家港峰会古琴
名家音乐会”和“三叠琴心——吴
钊、李祥霆、龚一中国琴会会长音
乐会”，有9位会长、副会长及5位
特邀艺术家为参会代表、观摩代
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琴爱好
者进行了精彩的表演。值得一提的
是“三叠琴心——中国琴会会长
音乐会”，三位先生是中国琴会成
立以来的三届会长，此次音乐会
也是他们首次同台演出，名家、名
曲、名琴，思接千载，堪称古琴最
高级别的视听盛宴。
6月13日下午，中国民族管弦
乐学会古琴专业委员会在张家港
馨苑度假村会议中心如期举行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传承
人雅集”及“海外琴人雅集”。

纪念刘天华诞辰120周年音乐会举行
6月17日晚，海内外纪念刘
天华诞辰120周年《光明行》音
乐会在江苏江阴大剧院隆重举
行，经典的旋律中，人们向这位
从江阴走出去的杰出民族音乐
家、作曲家、教育家表达崇高的
敬意。
当晚音乐会 开始前还举
办了央 视 大 型 纪 录 片《 百年巨
匠——刘天华》开机仪式。江阴
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周铁根
出席了开机仪式。
今年是刘天华先生诞辰120

周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民
族乐团、江苏省文联和刘天华阿
炳中国民族音乐基金会联合发
起了此次音乐会。
演出采取了“两岸四地”交
流巡演的形式，6月14日在北京
国家大 剧 院 拉 开 帷幕，此后相
继在南京和江阴与民乐爱好者
见面，接下来还将在香港、澳门
和台北精彩亮相。音乐会汇聚了
中央民 族 乐团、江苏省 演 艺集
团民族乐团、澳门中乐团、台湾
中华国乐团和香港竹韵小集中

融合发展

乐团等民族乐团，
“两岸四地”
的著名音乐家济济一堂、联袂献
演，除了奉上刘天华先生的经典
之作外，还演奏了国内知名作曲
家改编、创作的一些新作品。
央 视 大 型 纪录 片《 百年巨
匠——刘天华》讲述了刘天华为
民族音乐奉献一生的故事，目前
摄制组正在江阴进行实景拍摄，
除了华士镇何彦桥，天华故居、
兴国塔、中山公园等江阴著名景
点也将出现在纪录片中。
（剑 江）

茉莉芬芳

——刘月宁与“茉莉花”走进国内外高校10场系列展演活动精彩落幕
2015年6月24日，
《世界扬琴
家族及中国音乐国际教育与文化
传播》专题讲座及《融合发展•中
央音乐学院与西安音乐学院扬琴
师生新作品交流》主题音乐会，在
西安音乐学院精彩落幕。
此次活动是我院音乐孔子学
院办公室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
与体验”基地主任刘月宁教授带
领“茉莉花”扬琴重奏团开启的
“2015刘月宁与‘茉莉花’民族音
乐进高校”系列展演活动的第10
场。自3月15日此活动在湖南怀化
学院开启以来，刘月宁教授和她
的团队已到访天津音乐学院、华北
电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匈牙利
罗兰大学、捷克查理大学、波兰华
沙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四川音乐学院，举行了9场《融合
发展•茉莉芬芳》同一主题、不同

心香一缕三晋情
——记刘长福教授与段言师生二胡音乐会
由山 西 大 学 音 乐 学 院 主
办，山西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山
西省二胡学会协办，山西大学
音乐学院民乐系承办的刘长福
教授与段言师生二胡音乐会于
6月16日在山西大学音乐厅成功
举办。
整场音乐会的导聆由刘长福
教授亲自担任，刘教授不仅介绍
了段言的成长经历，以及每首乐曲
背后的故事。更说明了本场音乐会
是段言回到山西故乡的一次“省亲
汇报音乐会。”
音乐会上段言演奏了作曲家
高韶青先生的《二胡随想曲第
五号--纳西》《二胡随想曲第
四号--戈壁》、刘长福教授创
作的中胡独奏《塞外情思》，以
及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先生创作
的二胡协奏曲《心香》。舞台上
的段言端庄大气，演奏乐曲激
情澎湃、张驰有度，对作品内涵
理解深刻，表现乐曲意境准确
而拿捏到位。将西南的风情、西
北的神韵、草原的豪迈发挥得
淋漓尽致。在与大乐队配合的
协奏曲部分，更凸显出她的对音
乐驾驭游刃有余的实力。
作为压轴曲目，刘长福教授
在音乐会上倾情演奏了中胡协
奏曲《嘎达梅林》，当大气磅礴
的旋律响起，大师极富感染力
的演奏，仿佛将在场听众带到
千里草原……刘教授介绍说这
首带有叙事性的大型中胡协奏
曲，原本是弦乐大师刘明源先
生在世时的一个创意，即用中
胡来演绎“嘎达梅林”的故事。
乐曲由作曲家陈御麟创作，由
刘长福本人首演，并由张列指挥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伴奏录音，
香港龙音公司出品了该唱片。刘
教授说《嘎达梅林》在国内以往
的音乐会中很少上演，这回能在
山西演出是希望借段言的音乐
会把这首作品介绍给山西的胡
琴界并推广开来。
“山西大学音
乐会学院为这场音乐会做了很
大贡献，非常感谢领导和老师、
同学们。同时也希望音乐会的
成功举办能对山西二胡界起到一

个推动作用。希望山西的民乐界、
二胡界能够不断举办这样的交流
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促进整体全
面的提升，为山西民乐发展增光添
彩。”刘长福教授激动地说。同时
刘长福教授对自己学生段言的评
价也很高:“段言对业务学习很刻
苦，她的长处在于技术上把握性
强，通过前期严格、系统的学习过
程，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又拓展了
音乐上的表现力。基础技巧加上
应用技巧，使得她能够更全面地应
付各种工作，包括乐队、教学、独
奏等等。”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邱
怀生先生说:“ 段言是由我们山
西走出的中央音乐学院优秀的二
胡硕士。近年来，山西的民族音乐
发展蓬勃、成果喜人，山西大学音
乐学院作为山西最高的音乐学府
自上而下都非常重视学院民族乐
团的建设。每年都会有一场高水
平、高质量的民族音乐会，并作为
一个品牌来倾力打造。同时，山西
大学民族乐团也是山西省内目前
规模最大（乐团乐员近90人）、颇
具实力的一支队伍。我们聘任我
省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任新宁担
任常任指挥、聘任全国著名作曲
家、指挥家景建树任客座指挥。相
信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会越来越
好！”音乐会指挥任新宁教授也表
示:“这场音乐会是刘长福教授与
段言师生音乐会，同时也是山西大
学民族乐团实力和学院教学成果
的一次展示。山西大学音乐学院
以培养音乐人才为目的，多年来重
视民族音乐的发展。他们的乐团曾
多次与刘长福教授合作，这次更
是为了保质保量的完成音乐会，老
师、同学都很认真、敬业，赢得了
刘教授的好评。”段言的父亲、山
西省著名二胡演奏家段晋中先生
向刘长福和各方人士对音乐会的
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音乐会上山西大学音乐学院
院长邱怀生向刘长福教授颁发了
学院客座教授聘书，山西省音乐
家协会也为本场音乐会专门发来
贺信。
（蒋 宁）

《少儿学竹笛》出版发行
形式的中国音乐文化系列展演活
动，为国内外高校师生及社会各
界带来了丰富的中国音乐视听盛
宴，捷克比尔森州副州长兹德涅
卡•利什科娃在观看了“茉莉花”
在比尔森的专场演出之后，盛赞
“茉莉花”重奏团的精彩演奏为

“比尔森 — 2015欧洲文化之
都”活动增添了格外的光彩。
刘月宁教授与“茉莉花”扬
琴重奏团所到之处，受到国内外
观 众们的 热烈 欢 迎和广泛赞誉
并产生了良好的共鸣和积极的影
响。
（刁 艳）

近日，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
版，苏椿编著的《少儿学竹笛》
已出版发行。
学乐器离不开识谱、读谱、
唱谱，如何使学生在乐器的学习
过程中效果明显，每个老师都
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本书作者将

乐器学习与乐理学习相结合，使
学生在学习乐器的同时，不仅对
音乐知其然，还通过乐理的学
习而知其所以然，从而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效率，在较短的时间
内取得较突出的成绩。这是该
书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