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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出
Performance

乐季评点•中山音乐堂PK北京音乐厅

2014 年 7 月 9 日

7月5日、6日，中央歌剧院

在院长兼艺术总监、著名指挥

家俞峰的指挥下，在国家大剧

院成功上演了该院经典保留剧

目——歌剧《图兰朵》。此剧也

是2014国家大剧院歌剧节的闭

幕大戏。

此番由王湖泉担任导演、

著名歌唱家王威、李爽、么红

等领衔主演，艺术水准上乘。

饰演卡拉夫的李爽和饰演图兰

朵的王威的出色演唱，合唱团的

高水准歌唱、交响乐团高完成度

的演奏、新颖大气的舞台美术，

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艺术享受和

心灵震撼。

中央歌剧院今年在国家大

剧院的演出均实行“123”的票

价政策，即全部的演出票价仅

仅分作 100、200 和 300 元三个

档次，与动辄上千的演出票价

形成了鲜明对比。“123”票价政

策推出后，观众上座率持续走

高，不但让歌剧发烧友欣喜若

狂，也吸引了不少“伪”歌剧迷

走进剧院欣赏歌剧，有效扩大

了歌剧观众的队伍。歌剧《图

兰朵》的演出票在首场演出开

演前两天就已经全部售罄，是

对“123”票价政策的最好评价。

作为国家级艺术院团，中

央歌剧院此举目的不在于票价

“拼低”，而在于票价“限高”，使

持续多年虚高不下的高雅艺术

演出票价回归合理，让普通观

众买得起，能够底气十足地走

进剧院聆听高水准的歌剧。

“123”票价推出之后，引起了演

出团体的很大触动，从开始的

不理解和反对，到顺势跟着走，

引领和带动了其它演出单位的

演出票价大幅度下降。

俞峰表示，中央歌剧院于

2014 年开启的“123”票价将会

延续下去，此举得到了文化部

的肯定和支持。3年之后，中央

歌剧院位于北京东二环路附近

的专业剧场将落成使用，也使

得中央歌剧院将更加自信自主

地坚守低票价政策。

俞峰表示，国外的高雅艺

术票价并不区分公益性和商业

性，高雅艺术的低票价是常态，

政府、大企业、慈善机构和基金

会的补贴和资助，使得高雅艺

术低票价得以长久维持。政府

盖大剧院、兴办国有文艺院团

的目的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

是为了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陶

冶观众的精神情操，丰富老百姓

的精神文化生活。俞峰说，作为

国家培养的文艺工作者，为民服

务的宗旨永远不能改变。为了

这份坚守，中央歌剧院在得到政

府资助的同时，还大力发展以文

养文，从舞台科技的研发，到自

办服装工厂，提高效益和精打

细算相结合，使得高水准的歌

剧艺术，能够最终迎来买得起

演出票的社会观众。

7 月 1 日，“中国三大男高

音”戴玉强、魏松、莫华伦在京

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 9

月 3 日国家首个“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在首

都体育馆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专场音乐会。

音乐会将在国内首次推出

两个抗战主题音乐组歌：“全民

抗战组歌”和“抗战胜利组歌”，

精心挑选《松花江上》、《嘉陵江

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

歌》、《延安颂》等经典抗战歌

曲，其中既有军歌、民歌、艺术

歌曲，也有诗词歌曲、影视歌

曲、京剧选段，是近年来国内舞

台上首部以抗战为主题的大型

声乐史诗。

舞美设计方面，音乐会将

邀请国际顶级创意团队，用现

代高科技手段，在首都体育馆现

场搭建起一道流光溢彩的梦幻

“天幕”。演出期间，屏幕将全程

播放与歌曲对应的历史场景画

面，让观众穿过“时间隧道”身

临其境。

发布会现场，戴玉强、魏

松、莫华伦分别讲述了各自家

人与“抗战”相关的故事，魏松

坦言，虽然这场音乐会取名“抗

战”，但最终目的仍在于争取世

界和平。在戴玉强倡议下，此

次音乐会还将邀请200位抗战

将领、抗战老兵及其后人免费

到场观看演出，共度我国首个

“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日”。

待此次音乐会正式开票之后，

戴玉强将亲自为部分抗战老兵

送上门票，并向他们献上节日

的致意。 陈茴茴

7 月初，北京中山公园音

乐堂的“打开艺术之门”和北

京音乐厅的“打开音乐之门”

分别在北京市长安街中心腹

地的南北两边，风风火火地拉

开战幕。

两边的暑期夏令营系列活

动几乎是同时开场：中山音乐

堂的“打开艺术之门”活动于7

月9日开启；北京音乐厅的“打

开音乐之门”是在7月11日揭

开帷幕。

细心的人到这两个音乐

厅的官网上浏览各自推出的

节目不难发现：双方都试图在

一个月内，为孩子们提供丰富

多样、寓教于乐的暑期音乐艺

术活动。北京音乐厅主打特

色品牌，试图从卡通、动漫以

及多媒体的视觉参与角度，拉

孩子们入伙。音乐堂突出高、

大、全的特色，誓要将成人和

孩子一网打尽。于是，便有了

暑期档演出：北京音乐厅共推

出 33 场；中山音乐堂 61 场的

PK数据。

北京音乐厅将音乐的各

个板块打理成有动漫多媒体

形式的演出，如“动画音乐城

堡”、“动画短片系列”和“哆来

咪和大灰鸡”等契合儿童好

动、好奇、喜爱参与的特色板

块；同时，北京音乐厅还在暑

期档推出了“打开音乐之门”

法国Esprit钢琴节系列。

中山公园音乐堂集古典、

民乐、戏曲、戏剧、杂剧等几近

包 罗 万 象 的 表 演 艺 术 于 一

炉。最远的有巴洛克时期的

羽管键琴、维奥尔琴与木笛音

乐会和纯美天籁——西班牙

童声合唱团音乐会；最近的有

小小琴童·快乐登台——孩子

们的音乐派对音乐会。最重

要的是，北京音乐界的名人大

腕都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暑

期系列中登场：如钢琴家盛

原、打击乐演奏家李飚、琵琶

演奏家章红艳、二胡独奏家宋

飞以及钢琴伉俪吴迎邵丹的

双钢琴音乐会和盛中国濑田

裕子小提琴钢琴名曲音乐会

等。其他艺术形式在这里也

可一睹为快，宛如走进了艺术

的万花丛：北京曲剧《四世同

堂》、国家京剧院经典折子戏、

传统评剧《花为媒》以及昆曲、

杂技、木偶戏以及合唱和交响

乐音乐会等等。这哪里是儿

童的乐园，分明也是成人们可

以共赏的暑期节目。

据了解，北京音乐厅的动

漫系列和“哆来咪和大灰鸡”

系列票房卖相不错，中山公园

音乐堂在7月10日“彼得与狼

与儿童园地——盛原钢琴独

奏与讲解音乐会”和7月16日

“节奏狂欢—李飚打击乐团儿

童音乐会”两场音乐会20-100

元的票都卖光了。

其实，特色和多样都很重

要。最重要的，是这个系列能

够坚持不懈并一如既往地受到

观众的欢迎，其品牌就已经深

入人心了。

本报记者 李瑾

勋菲尔德国际弦乐比赛2014（哈

尔滨）将于8月18日-25日在音乐之

都哈尔滨举行。该项比赛受到指挥大

师祖宾·梅塔、艾森·巴赫、麦克尔·提森·
汤玛斯等的大力支持以及世界各国专

业人士的普遍关注，成为全球最具重

要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国际比赛之一。

勋菲尔德国际弦乐比赛2014（哈

尔滨）设有专业组和爱乐组两大类

别，既展现了国际比赛的最高水准，

又提升了艺术旨趣对于公众参与的

巨大魅力，二者相互推动，塑造了本

届比赛的特色和亮点。专业组及少

年组比赛评委会联合来自美国、德

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挪威、加拿

大、匈牙利、葡萄牙、阿根廷、韩国和

中国等12个国家25位权威音乐家组

成评审团，阵容庞大，实力非凡，无论

在艺术造诣还是音乐教育方面，都享

有深厚底蕴，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

力。该比赛将在国内首次引进网络报

名操作模式，通过选手提交视频或

DVD作品进行初赛评选，提高了比赛

的运行效率。进入半决赛和总决赛的

选手将在“哈夏”期间（8 月 18 日-25

日）在哈尔滨进行最终角逐，决出决

赛前五名及其他奖项。本次比赛奖

金、奖品价值总额超过20万美金。

这25位国际音乐名家入盟专业

组与少年组评委会，将使得本届国际

弦乐比赛具有高规格的专业水准和

权威性。评委阵容的多元化组成，也

将使比赛更具公平性和学术规格，从

而给予选手更加充分的信心和参赛

的热情。

勋菲尔德国际弦乐比赛 2014

（哈尔滨）立足于增进公众对于高

雅音乐文化艺术的认知，发掘一批

极富天才的年轻音乐家，特此设立

了专业小提琴组、专业大提琴组，重

奏组，少年组、爱乐组等多个不同的

比赛组别，这也是目前在中国内地

首次举办同时有三个专业分类及组

别的国际弦乐比赛。大赛将秉承哈

尔滨独特的人文内涵与地域魅力，

荟萃国际知名音乐家和学者，挖掘

世界各地青少年音乐天才，吸引全

国音乐院校与艺术团体专家及音乐

爱好者共聚一堂，为其提供施展才

华、广泛交流的机会。

二十多年前以一曲《小芳》唱红

中国大江南北的李春波带着新作《姐

姐》回归歌坛，7 月 2 日，新歌发布会

在京举行。

发布会上，善于用音乐讲故事的

李春波现场演唱了描写亲情的民谣

歌曲《姐姐》。歌曲温馨、质朴，现场

听众深受感动，在场嘉宾更是齐刷刷

拿起手机拍照、刷朋友圈，分享听歌

感受。

谈到创作动机，李春波坦言：“写

父亲母亲的歌很多，写姐姐的歌很

少，我们忽略了一个自然规律，有一

天姐姐也会成为母亲的，这是我写

《姐姐》这首歌曲的缘起。”中国唱片

总公司周建潮感慨：“现在的歌曲歇

斯底里的多，像这首歌这样能打动人

心的少。”主持人张树荣表示，现在生

活压力很大，正需要李春波这种“轻

摇”，闭着眼睛听就像在为紧张的神

经做按摩。 卢旸

勋菲尔德国际弦乐比赛
绽放哈夏

李春波
携《姐姐》归来

引大批观众进剧院

暑期夏令营拉锯战

中央歌剧院“123”票价

三大男高音“抗战”胜利纪念日开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