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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合

“8 岁的年纪，不要弹得像
80 多岁的一样嘛！学音乐，应
该 越 学 越 活 泼 才 对 ！” 昨 日 下
午，2021 中国 （宁波） 大运河
国际钢琴艺术节暨郎朗杯钢琴大
赛大师课现场，中央音乐学院钢
琴系主任、教授韦丹文的一句
话，引来现场观众会心一笑。

有一种说法，在中国有几千
万的钢琴琴童。作为最受欢迎、
普及率最高的乐器之一，钢琴大
师课自然吸引了甬城近百名家长
和琴童的目光。大家纷至沓来，
就是为了和大师面对面，从中得
到宝贵的点拨和启发。

在枯燥重复练琴的过程中，
如何激发小朋友的兴趣，帮助他
们找回快乐？面对超越年龄的曲
子，如何帮助小朋友更好地理解、
表现？如何克服上台的紧张心理，
让钢琴发出更加悦耳的音色？

台上，在面对面教导 3 名参
加大赛琴童的过程中，韦丹文用
一连串生动的比喻和手把手悉心
指导，将一些弹奏钢琴中的共性
问题娓娓道来。幽默风趣的风
格，浅显易懂的说明，不仅让上
台的琴童受益匪浅，也让台下的
琴童及家长获益良多。

“弹钢琴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用音乐作为载体来表现情感，
也就是所谓的‘二度创作’。对
于大部分琴童来说，速度、节
奏、音色等是手段，用曲子表现
自己的想法才是目的。如果只关
注手段，忘记了目的，那么学音
乐的乐趣也没了。”韦丹文说。

如何帮助孩子在机械化的练
习中找到乐趣？韦丹文建议，要学
会引导孩子建立美感，要让他意

识到，弹完之后变得更好听了，弹
的人、听的人都觉得更加幸福了。

“艺术是要‘讲究’的，但这个‘讲
究’不仅仅体现在练琴上，还体现
在生活里，不要在重复的过程中
把初衷给忘记了。”

作为大赛的评委，韦丹文表
示，此次参赛选手的水准很高，体
现了国内整体钢琴水平在提升。
其中，有一名被他称为“能力非
凡”的选手——年仅 10 岁的姜心
妍，也在大师课上带来了普罗科
菲耶夫的《托卡塔》（Op.11）。

“这种难度，这个速度，我

们音乐学院很多本科学生做不到。
小朋友能力很强，但需要在细节上
更加严厉。越是难的曲子，越要规
范，把音弹全了，而不是一边开快
车，一边车子上的货物不停地往下
掉。”韦丹文语重心长地说。

随后，他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那就是“慢练”：“钢琴这个技术，
难就难在大脑的记忆比肌肉的记忆
快得多。要保证练习中六七成是慢
练，不断重复大脑给手指发指令的
过程，将速度控制在自己能弹的范
围，这样才对技术提升有所帮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韦丹文表

示，艺术是文化，而不是手艺，人
是什么样的，琴才是什么样的。他
说：“我们呼吁更高水准的美育教
育，包括城市文化的总体提升，这
样才能为学琴的学生提供更大的支
撑。”

据悉，韦丹文的母亲祖籍是宁
波。对于正在大力建设“音乐之
城”的宁波，韦丹文表达了热切的
期待。在他看来，宁波有很好的场
地，有相应的需求，政府也有很好
的支持，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来宁
波，开展更多合作，也相信宁波在
文化方面有更好的发展。

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韦丹文：

“学音乐，应该越学越活泼才对”

韦丹文现场指导琴童。 （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青岛5月6日电（记者
周欣 夏亮） 在 6 日进行的全国游
泳冠军赛暨东京奥运会选拔赛男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浙江名
将汪顺以 1 分 56 秒 78 轻松夺冠，
这是他自 2011 年以来第 10 次获得
该项冠军，并实现九连冠，展现非
凡实力。

决赛中汪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曾经创造世界青年纪录的上海队选
手覃海洋。出发后第一项蝶泳，汪
顺便取得了微弱领先，最终在 50
米处领先覃海洋 0.11 秒。蛙泳过
后，覃海洋已无力追赶，最终汪顺
轻松夺冠，收获个人在本次冠军赛
上的第三枚金牌。

“成绩还行，跟我赛前想的差
不多，就是第一个 50 米蝶泳后面
感觉有点掉速。”汪顺自我分析总
结。

对于十冠王和九连冠的统计数
字，汪顺透露：“今天是我第十个
冠军赛的 200 混金牌，同时也是第
九次连续夺冠。从 2011 年开始至
今 ， 只 有 2012 年 一 次 没 拿 到 冠
军，对我来说，蛮有意义。”

谈 及 其 中 深 意 ， 汪 顺 补 充
道：“冲击十冠王成功，对我来说
是一种认可，是送给自己最好的
礼物。”

汪顺在 2015 年喀山世锦赛上

收获 200 米混合泳铜牌，实现了中
国男选手在混合泳项目上的世锦赛
突破，此后他在 2017 年世锦赛蝉
联季军；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获

得该项目季军。
成绩一直保持稳定，但想要在

东京奥运会上有所收获，汪顺认为
自己需要突破。“去年一年没有比

赛，今年比赛密度又比较大，我的
身体还处于适应过程当中。我会在
奥运会前最后几个月把身体状态调
整到最好。”汪顺说。

九连冠+十冠王

“混合泳王子”汪顺展现非凡实力

5月6日，浙江队选手汪顺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昨晚，
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在读博士杨宝焱
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的公共钢琴上
弹奏了半个多小时后，带着对宁波
公共钢琴的无限眷恋，依依不舍地
踏上返京的飞机。6 天前，他专程
飞赴宁波，利用小长假几乎弹遍了
宁波的公共钢琴。

“宁波的公共钢琴公益项目太
好了，做得非常棒。我去过很多地
方，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钢琴音乐氛
围。”杨宝焱激动地告诉记者。杨
宝焱出生在辽宁铁岭，从小十分喜
欢钢琴，但小时候受经济条件限
制，家里没有钢琴。他经常在商
场、琴行弹奏，对这种难得的弹钢
琴机会记忆深刻。高中毕业后，他
考入北京理工大学，加入了大学艺
术团。凭借过硬的钢琴弹奏水平，
他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各种艺术交流
活动，曾经到美国及中国香港演
出。因为小时候特殊的弹琴经历，
他特别关注没有门槛就能弹奏的公
共钢琴，每到一地，都会去弹公共
钢琴。但不管是美国及中国香港、
内地其他城市，公共钢琴大多是摆
设，弹奏体验不好。他通过网络搜
索，发现宁波有公共钢琴，便决定

“五一”小长假来一探虚实。5 月 1
日到宁波后，他直奔鼓楼地铁站，
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弹琴。当他说是
从北京专程来宁波弹琴时，很多人
和他热情交流。之后的几天，他天

天在各个公共钢琴点上打卡，因此
结识了很多朋友。他越弹越开心，
回程一推再推。

杨宝焱在宁波公共钢琴打卡也
感动了很多公共钢琴志愿者。5 月
5 日上午，柳涛等公共钢琴志愿者
专程赶到儿童公园地铁站公共钢琴
点与他交流，几个人边弹琴边切
磋。随后，杨宝焱在鼓楼地铁站遇
到了宁波公共钢琴的发起人和捐赠
者莫志蔚老人。他十分激动，与莫
志蔚老人合奏了 《青花瓷》《我和
我的祖国》 等曲目。他还到莫志蔚
老人家里拜访，详细了解公共钢琴
的情况。

杨宝焱说：“我详细调查过全
国的公共钢琴，只有宁波的模式是
最完善的。因为有了定期的维护，
才能保持钢琴良好的弹奏状态；因
为有了一批热心的公共钢琴志愿
者，才有了这么好的音乐氛围。”

几天的经历，宁波给他留下了
良好的印象：“宁波这座城市干净整
洁，既繁华又不闹腾。宁波市民素质
很高，在我去过的所有城市，过马路
都是我让车，宁波几乎每个路口都
是车让人。这几天是音乐享受之旅。
宁波的音乐氛围很好，会弹琴的人
很多，而且不仅限于年轻人和小孩，
很多年纪大的人也在公共钢琴上弹
琴，这是一座富有魅力的‘音乐之
城’。希望宁波运营公共钢琴的经验
可以推广到全国各地。”

“这是一座富有魅力的‘音乐之城’”

北京理工大学在读博士
专程来甬打卡公共钢琴

杨宝焱正在弹奏公共钢琴。 （崔小明 摄）

本报讯（记者陈敏 林海 通
讯员朱依琼） 昨日，宁波市体医融
合高峰论坛在富邦大酒店举行。会
议现场，宁波市体科所与宁大医学
院附属医院就“体医合作”举行了
签约仪式，“宁波市国民体质监测
定点单位”揭牌。这是我市推动健
康宁波建设的又一创举。

今后，宁波市体科所与宁大医
学院附属医院将围绕“共建共享，
全民健康”这一主题，开展战略合
作，内容涉及健康体检与国测试
点、人才培养和互助体系、运动员
的就医及赛事保障、运动处方推广
等方面，以提升健康素养、优化健
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打造健康

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保障
全市全民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合作双方将以此为契机，充分
整合资源，发挥优势，找准发展定
位、不断改革创新，借助开展全民
体质监测，培养出一批专业硬、水
平高的运动医疗队，为省市运动医
学建设、运动处方推广、健康产业
发展等方面提供更多的人才、技术
和经验储备。据介绍，今后在宁大
医学院附属医院体检中心，将实行
体质监测与医疗体检相结合，市民
可享受“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
体素质”三项身体健康检测，体检
中心还将并出具运动处方，给予专
业指导。

市体科所与宁大附院
开展“体医融合”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马振 周贤） 记者日前从象山获
悉，该县被中国伦理学会授予“中
国乡贤文化之乡”称号，成为全市
首个、全省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县级
行政区域。

近年来，象山县委统战部积极
推进乡贤文化建设，联合相关单位
整合古往今来乡贤优秀事迹，提炼
精神品质，并与新时代主流精神融
会贯通，在东陈乡创办了浙江首家
传播乡贤文化的剪纸馆。同时，利
用各乡镇街道和村级乡贤文化长廊
等展陈场所，构建体系化的乡贤文
化阵地。

为推动乡贤文化与经济建设相
互促进，象山推出授信 2 亿元的

“乡贤贷”，鼓励在外能人返乡创
业，抓住现代农业发展趋势，拓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
通道。据统计，2018 年以来，象
山新乡贤直接投资或牵头促成的乡
村产业项目有 70 余个，新建乡村
旅游业态项目 55 个，累计投资额
超 5 亿元；参与推动全县“红美
人”柑橘种植面积三年翻三番，亩
均净收入超 7 万元。

象山还将“乡贤参事”融入“村
民说事”中，探索乡贤文化涵养乡
风文明、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的新路
径。全县 150 余名新乡贤担任“乡
村顾问”，430余名新乡贤参与“和
事组”，化解矛盾纠纷3490余件。

此外，该县鼓励新乡贤投身村
庄规划建设、农村环境整治、基础
设施改造等项目，累计捐资集资
3.2 亿元，建成农村道路、文化礼
堂等乡村公共服务设施 328 个。

象山获评“中国乡贤文化之乡”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励
娴）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浙江赛区宁
波市预选赛暨浙江省青少年象棋锦标
赛宁波市代表队选拔赛近日在宁波市
智力运动基地举行，来自全市各地的
82名青少年棋手和市内外的70位成
人棋手分别参加了各自组别的比赛。

本次比赛吸引了很多高手参
赛，包括宁波的国家大师邱东、浙

江省象棋队的国家大师王宇航及业
余高手刘宗泽、夏天舒等。经过两
天的争夺，最终在全国象棋业余棋
王赛浙江赛区宁波市预选赛上，夏
天舒获得冠军，陆峥嵘和尹昇分获
亚军和季军，邱东名列第四。在宁
波市代表队选拔赛上，包晨阳等
14 名小棋手分别入选男、女乙组
和丙组的宁波市代表队。

这项象棋赛吸引众多高手

本报讯 （记 者陈青 吴冠
夏）“大家好，非常高兴在宁波
音乐厅与大家一起分享音乐，我
的爷爷是浙江余姚人，我也算有
根在宁波。虽然是第一次来宁
波，但印象非常深刻。”昨晚，
2021 中国 （宁波） 大运河国际
钢琴艺术节暨郎朗杯钢琴大赛朱
傲文大师音乐会在宁波音乐厅上
演。

作为音乐“宁波帮”的第三
代，斯坦威签约艺术家、天津茱
莉亚音乐学院钢琴教授朱傲文，
在三江口为甬城的父老乡亲带来
了法国著名作曲家、印象派作曲
家的最杰出代表之一拉威尔的

《库普兰之墓》 及俄国作曲家穆
索尔斯基的 《图画展览会》。

朱傲文出生在一个音乐世
家，从小和家人学习钢琴和小提
琴。他的祖父朱工一是中央音乐
学院教授，中国钢琴演奏和钢琴

教育的开拓者之一。祖母也曾在
中央音乐学院担任钢琴教师。他
的父母则是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交
响乐团的小提琴和大提琴演奏
家。

朱傲文曾以独奏家的身份与
世界各地的交响乐团合作，演奏
包括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
基、拉赫玛尼诺夫等大师的作
品，获得多项大奖并受邀担任多
个国际钢琴大赛评委。

作为富布莱特奖学金获得
者，朱傲文对其祖父朱工一先生
的音乐贡献展开研究，这位钢琴
大师兼教育学者至今仍在中国具
有广泛的影响力。

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蔓延
时，朱傲文制作视频并率领他的
学生们一起演奏西班牙作曲家蒙
普的作品 《亲密印象》，献给全
球为抗疫贡献生命和力量的医护
人员。

当晚音乐会开场前，朱傲文介
绍了晚上要弹奏的两部曲目时说：

“ 这 是 我 喜 欢 的 曲 子 ， 与 大 家 分
享，希望大家喜欢。”

上半场的 《库普兰之墓》 是拉
威尔为致敬十八世纪的法国作曲家
库普兰而作，包括前奏、赋格曲、
福拉纳舞曲、里戈东舞曲、小步舞
曲、托卡塔曲，分别献给他的 6 位
在“一战”中牺牲的友人，是一首
对战争的反思与哀悼的曲子。“这
首曲子是作曲家在‘一战’后写
的，他有好几个朋友包括他的妈妈
去世了，作曲家生命中那么不愉快
的事，但他认为去世的人不能再欢
乐了，所以在曲子多处地方呈现了
欢乐的场景。”

在用音乐手法来描绘现实生活
中活生生的景物方面，俄国作曲家
穆索尔斯基的 《图画展览会》 足以
称为一个辉煌的范例。它引起了很
多行家的注意和研究，其管弦乐改

编曲至少有 5 种。全曲分侏儒、古
堡、杜伊勒里宫的花园、牛车、里
莫日的集市等十段，扑面而来的犹
如一幅幅肖像画、风俗画⋯⋯

有一位观众在中场休息时说：
“ 这 么 年 轻 的 艺 术 家 ， 还 是 音 乐
‘宁波帮’的后代，非常了不起，
音乐会气氛很轻松，让人感觉古典
音乐离我们这么亲近。”

宁波音乐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方斌认为，从河姆渡遗址出
土的陶埙，到一大批音乐“宁波
帮”人士及此次回乡演出的艺术家
朱傲文，说明宁波这座城市具有音
乐 传 承 的 基 因 。 2021 中 国 （宁
波） 大运河国际钢琴艺术节暨郎朗
杯钢琴大赛的举办，大师云集宁
波，音乐“宁波帮”和帮宁波人士
一起为宁波努力，为宁波建设“音
乐之城”找到了文化自信。他说：

“让世界的声音在这里响起，宁波
的声音从这里起航。”

音乐“宁波帮”第三代朱傲文奏响大师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