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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云流水 天衣无缝
——记古筝与巴洛克长笛在英国的一场东西方对话

相关链接

新华社上海 7 月 11 日电
“过去1500多期音乐会，我几乎
场场必到。”满头银发的方廷荣是
上海音乐厅古典公益音乐会——

“音乐午茶”的忠实粉丝。工作日
中午来音乐厅欣赏一小时音乐，
已成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上海音乐厅为上海普通市民
打造的公益普及音乐会——“音
乐午茶”，不知不觉已走过了6
年。在第1600期即将举办之际，
上海音乐厅与上海音乐出版社携
手，推出“遇见二十世纪音乐”为
主题的特别企划。

9 日举办的一期“音乐午
茶”，聚焦波兰音乐，精选了肖邦
的《谐谑曲》《升C小调夜曲》、席
曼诺夫斯基的《玛祖卡》、莫什科
夫斯基的《西西里舞曲》和潘德列
斯基的《中提琴的华彩》共5首曲
子，由钢琴手劳睿斯、中提琴手邓
一飞演奏。

尽管午间高温，但不影响观
众的热情，“音乐午茶”现场座无

虚席。表演开始后，导赏者首先
对音乐作品的历史背景进行解
说，再由演奏者进行演奏，一边讲
解一边听的沙龙音乐会形式也让
现场观众对演奏作品能够有更加
深入的理解。

“音乐午茶”是在白天举行
的沙龙式公益音乐会，2012年
创办以来一直秉承“低消费、高
品质”的理念，让古典音乐变成
老百姓的“那杯茶”。而低至10
元的票价，也让上海音乐厅这
座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古典音乐
圣殿，成为附近白领、居民午间
休憩的艺术空间。

年近七旬的袁艰奋也是“音
乐午茶”的常客。她说：“‘音乐午
茶’不仅音乐内容丰富，服务也很
到位。一杯茶的时间、一个小时
的音乐会，这个时间长度的设置
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体贴。”袁
艰奋几年音乐会听下来，和很多

“乐迷”成了老朋友，“音乐午茶”
也成了她们的“音乐客厅”。

上海打造公益“音乐午茶”

新华社伦敦7月10日
电 古筝与巴洛克长笛是中
国与欧洲古老乐器的代
表。10日晚，中英两国音
乐家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
音乐厅将它们奏响，演绎了
一场东西方古乐与文明的
精彩对话。

两位演奏者分别是中
国青年古筝演奏家林立与
皇家音乐学院古乐系主任、
巴洛克长笛大师阿什利·所
罗门。两人合作演绎了中
国古乐经典《春江花月夜》
和《鹧鸪飞》，还分别独奏了
《秦桑曲》《西部主题畅想
曲》《a小调无伴奏长笛组
曲》等。

古筝与巴洛克长笛的
配合行云流水、天衣无缝。
每曲结束，观众都掌声不
断。

据了解，所罗门和学院
乐器博物馆馆长加布里埃
莱·罗西·罗尼奥尼一直在
寻求一种以古老乐器为代
表的独特方式，开启英中两
国音乐交流合作。“我一直
期待着中国的古老乐器能
够与我们的古老乐器共同
创造一个和谐的音乐世
界。”罗尼奥尼说。

林立此次应邀担纲古
筝表演者并参与音乐会策
划。“我和所罗门教授是第
一次合作，一起排练的时间
很短，但合作顺利得超乎想
象。古筝与巴洛克长笛之
间的协奏效果令人惊叹。”
林立告诉记者。这位本科
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学英
国研读战争学的在读博士
从6岁开始习筝，师从多位
知名古筝演奏家，多次获得
国内国际古筝比赛奖项，并
应邀到世界各地演出。

谈起与林立的合作，所
罗门赞不绝口：“她的古筝
演奏精致又大气，既能从中
听到远古的东方传统，又能
感受到与西方合璧的那份
亲切。她极有创意，常给我

们带来意外的惊喜，我们一
拍即合，排练的效率也非常
高。我们期待下一次合
作。”

作为欧洲知名的巴洛
克长笛大师，所罗门已在世
界各地举办超过一千场音
乐会。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
育处王永利公参出席音乐
会并发表致辞说，这场音乐
会是中英两国音乐教育界
深度交流合作的一次新突
破，期待后续交流不断创造
出新形式和新成果，产生新
的影响力。

他说：“音乐作为一种
高尚的艺术形式，超越国
家、民族、历史、文化界限。
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培养出
众多世界级艺术家，而中国
有不少音乐作品享誉世界，
希望皇家音乐学院今后加
强同中国音乐院校的交流，
为促进中英教育和艺术合
作贡献力量。”

巴洛
克 长 笛 大
师，英国皇
家音乐学
院古乐系
创始系主
任。在世

界 各 地 举
办 一 千 多 场

音乐会，如美国
茱莉亚音乐学院、耶鲁大
学、悉尼音乐学院等，受到

媒体高度关注和赞扬，所录
制完整的巴赫长笛奏鸣曲
2017 年被“留声机”评为巴
洛克长笛最佳版本。

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院
长 Colin Lawson 教 授 说 ：

“所罗门教授是一位了不起
的音乐家和鼓舞人心的教
育家，他让皇家音乐学院在
英国和国际上被公认为具
有 卓 越 影 响 力 的 艺 术 中
心。”

阿什利·所罗门

本科毕
业 于 北 京
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
目前以全额

奖学金就读
于伦敦大学国

王学院攻读博士
学位。6岁开始习筝，师从

著名古筝演奏家周展、周望、
周延甲等教授。曾8次获得
国内、国际古筝大赛金奖。
2014年成功举办“乐狂·林下
清风——林立古筝独奏音乐
会”，获得媒体高度关注。
2017年，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
了由中国电影交响乐团协奏
的《林立古筝专辑－秦土情》。

林立

新华社微特稿 一张 1926
年绘制的小熊维尼故事书插图
手稿10日在英国伦敦拍卖，成
交价43万英镑（约合380万元人
民币），轻松超过10万至15万英
镑（88万至132万元人民币）的预
估价，创下图书插图拍卖新纪
录。

这张插图出现在《小熊维尼
的100英亩森林》一书扉页，是
一张手绘地图，描绘小熊维尼
与小男孩克里斯托弗·罗宾以
及几个动物好友的家园，把读
者带入故事情境。这张地图还
出现在1966年出品的迪士尼动
画片《小熊维尼和蜂蜜树》片
头。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苏富比
拍卖行的话说：“这可能是儿童文
学中最著名的地图。”

与这张地图一起拍卖的有
另 4 幅小熊维尼故事原版插
图。5件拍品成交价总计91.75
万英镑（810 万元人民币），远远
超过事先估计的 31万至 44万
英镑（274 万至 389 万元人民币）
价格。

这张地图手稿上次在公开场
合露面是在1970年一个拍卖会
上，当时拍得1700英镑。

先前的图书插图拍卖纪录也
是由小熊维尼插图创造。那张插
图，2014年12月由苏富比拍卖
行拍出31.45万英镑。

1970年曾拍卖1700英镑

小熊维尼插图拍卖创新纪录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
电 国家京剧院86岁京剧表
演艺术家杜近芳日前在京举
办收徒仪式，来自青岛市京
剧院的青年演员赵澜成为她
的弟子。杜近芳说：“只有
后浪推前浪，京剧这门国粹
艺 术 才 能 得 到 传 承 和 发
展。”

今年2月，国家京剧院启
动了“名师传艺”活动。国家
京剧院有关负责人说，培养
青年人有很多方法，“名师传
艺”是最具京剧艺术特点和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杜近芳是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自幼师从有“梨园通
天教主”之称的艺术家、教育
大师王瑶卿，后拜梅兰芳大
师为师，深得王、梅艺术精
髓，并在继承的基础上精研
各流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艺术风格。她首创、首演了
二十余部新戏，其中《白蛇

传》《柳荫记》《桃花扇》《谢瑶
环》《白毛女》等剧目尤为脍
炙人口。

牵线搭桥为青年演员寻
名师，也是国家京剧院与地
方院团结对帮扶合作成果的
体现。据青岛演艺集团京剧
院院长张克岱介绍，国家京
剧院与青岛市京剧院建立起
结对帮扶合作关系，开展了
深入合作，如进行经典传统
剧目排演和“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文化下乡演出，推动青
年演员交流演出、京剧人才
培养等。

“京剧艺术的发展离不
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青岛
市京剧院副院长白洁说，通
过拜名师学戏和老师一对一
的传授，青年演员不仅表演
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而且
从老一辈艺术家身上学到了
以德为先、德艺双馨的高尚
品格。

京剧名家杜近芳收徒

本报讯 记者胡钰衎报道：
古元美术馆馆长刘春潮将应邀
出席“2018英国剑桥徐志摩诗
歌艺术节”并在艺术节上举办
《莲知般若 诗画剑桥——刘春
潮漆画艺术展》。

展览将于今年8月在英国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艺术中心
和剑桥大学礼拜堂举行，以中
国艺术家刘春潮和英国著名
诗人的诗歌朗诵举行开幕式。

除了举办《莲知般若 诗画
剑桥——刘春潮漆画艺术展》

外，刘春潮还应邀参加“花园与
鸟——2018 剑桥徐志摩诗歌
艺术节开幕主题展”。同名画
册也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以中
英文双语形式发行。

据了解，一年一度的剑桥
徐志摩诗歌艺术节平台，致力
于促进世界各国诗人、作家、艺
术家的沟通与交流。著名中国
诗人北岛曾参与过该活动。

刘春潮，画家、诗人。现为
珠海古元美术馆馆长。系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

术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
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广东省青
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
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美术
家协会漆画艺委会秘书长，是
一位以传统漆为材质表达现代
艺术观念的诗人艺术家。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邱
正伦评价道：在其作品中，刘
春潮将绘画、诗歌、哲学融于
一体，彼此之间不能分割，由
此构成具有独特东方审美气
象的作品面貌。

刘春潮漆画艺术展将在英国举办

《莲知般若 诗画剑桥——刘
春潮漆画艺术展》海报。

新华社洛杉矶7月10日电美
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10日宣布，
计划建造长约1英里（约合1.6公
里）的空中缆车，以方便游客前往
洛杉矶地标——好莱坞巨型标志
参观。

好莱坞巨型标志是“HOL-
LYWOOD”白色巨型英文字母，
矗立在洛杉矶市圣莫妮卡山区一
座名为李山的山坡上，由此可俯瞰
洛杉矶全景。

华纳兄弟在计划中说，空中
缆车将从该公司伯班克总部出发，
沿李山山坡向上，抵达好莱坞巨型
标志，全程大约需要6分钟。除缆
车之外，公司还计划在巨型标志附
近建造游客中心和观景台。

据悉，华纳兄弟公司将负责

空中缆车的设计、建造、运营和维
护。

有报道称，整个工程需耗资
约1亿美元，工期约5年。

好莱坞巨型标志高13.4米，
于1923年设立，当时是房地产商
的广告招牌，后逐渐演变为洛杉
矶主要观光景点。由于没有合
适的参观路径，游客目前只能从
附近的格里菲斯公园登山而上。

华纳兄弟说，空中缆车计划
有利于减少道路拥堵，改善安全条
件，也会缓解游客给附近居民区带
来的困扰。

这一计划目前处于早期阶
段，最终能否实施还需经过当地居
民、环境组织和洛杉矶市议会的讨
论和通过。

方便游客参观好莱坞巨型标志

华纳兄弟拟建空中缆车

10 日 ，李 娜
（左）/杉山爱在比
赛中。

当日，在英国
伦 敦 举 行 的 2018
温布尔登网球公开
赛女双元老赛第三
轮比赛中，李娜（中
国）/杉山爱（日本）
以 2 比 0 战胜奥斯
汀（美国）/基奥萨
冯（英国）。

新华社发

温网女双元老赛

李娜/杉山爱获胜

10 日，北京首
钢金鹰队球员杨惠
齐（左）在比赛中接
球。

当日，在 2018
赛季美国职业垒球
联盟比赛中，北京
首钢金鹰队客场以
2 比 5 不敌芝加哥
强盗队。

新华社发

美职垒联赛

北京首钢金鹰队不敌芝加哥强盗队

10 日，快步车
队的哥伦比亚车手
加维里亚（前右）向
终点冲刺。

当日，2018环法
自行车赛结束了第四
赛段从拉博勒到萨尔
佐的争夺，加维里亚
获得赛段冠军，BMC
车队的比利时车手范
阿韦马特领跑积分
榜，继续保有黄色领
骑衫。 新华社发

哥伦比亚车手获环法赛段冠军

小熊维尼手
绘地图。

10日晚，阿什利·所罗门和林立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音乐厅演绎了一场精彩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