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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返乡巡演

马友友姐姐马友乘：
音乐可以鼓舞人心
与家乡父老乡亲见面叙旧，即兴演奏乐曲《我爱你中国》，和
家乡的琴童、音乐教育工作者进行交流，接受媒体采访……昨
天，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的胞姐马友乘博士应邀带领纽约
青少年交响乐团来宁波进行返乡巡演活动，在首场演出前，马友
乘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多项活动，她爽朗地回答了家乡人的各种
提问，还分享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学琴故事。她说，音乐是可以鼓
舞人心的。

这个乐团由马友友父亲创立
马友友的父亲马孝骏不仅培育出了优秀的儿女，
还在1962 年创立了
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女儿卡罗琳·肯尼迪、
著名小
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的两个孩子都曾是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的成员。
在昨天上午的乡亲见面会上，马友乘爽朗地介绍：
“我出生在法国，
10 岁到美国。当时美国的孩子很少练琴。在中国和法国，
老师和家长是
可以打（不好好练琴的孩子）的，但是在美国不能打，所以我的父亲创立
了这个乐团，
上进的孩子练琴，
可以(站)到前面去，
不练琴的小孩会问
‘为
什么他可以到前面去’，
‘因为他练琴了啊’，不练琴的孩子也想到前面
去，
所以就开始练琴了。这样一来就把家长们的难题解决了。
”
现在，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就像一所常春藤大学的预备学校，大约
四分之一的孩子长大后都申请到常春藤大学。马友友也是纽约青少年
交响乐团的常客，他经常教乐团的孩子拉琴，乐团是一支由马友友家族
一手打造起来的值得骄傲的团队。

小时候练琴不必贪多，
但要学正确
昨天中午，
在与家乡的琴童、音乐教育工作者交流时，
马友乘被问及
小朋友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学音乐，她说：
“当一个孩子会看颜色，会分清
红色和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学音乐了。因为会分辨颜色了就有能力
分辨哆来咪了。学音乐要让孩子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
我两岁半开始学
习小提琴，3 岁开始学钢琴，起初我每天只学 5 分钟，那时我的父亲对我
说，
‘今天我教你一个新的花样。
’
我每天都很期待新花样。到了 8 岁的时
候，
我每天练琴的时间增加到了 8 个小时，
我并不感到枯燥。父亲有个理
念，
学习不要多，
但要学正确，
不能糊里糊涂地弹琴。
”
对于琴童家长，
马友乘建议父母们要有耐心，
不要把孩子与一同练琴
的孩子进行比较，
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
孩子对音乐的领悟力也不同，
就像
番茄一样，
在同样的阳光和空气下，
不同番茄的成熟时间是不一样的。

她是小提琴高手，长大后成了医生
在昨天晚上的媒体见面会上，马友乘分享了一个她与弟弟马友友
小时候的故事：因为父亲比较严肃，小时候姐弟俩曾约定，当父亲快要
发脾气的时候，一个人马上拉琴，琴声的意思是“救命，救命”，另一个人
听到琴声后就赶紧过来救场。
家风家教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很大，马友乘还透露，因为她是在国
外出生的，父亲曾告诫她：
“你要找到工作，就要做到比别人好三倍。”所
以，她和弟弟拼命地努力，才有了现在的生活。
媒体见面会的最后，马友乘和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的孩子即兴演
奏了《茉莉花》献给大家。
马友乘曾被称作小提琴天才，师从比利时著名小提琴家格吕米奥，
但后来她考取了哈佛医学院。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职业是
医生。1984 年，马友乘婚后继承了父亲衣钵，接手了纽约青少年交响
乐团。马友乘说，父亲退休时曾想把乐团交给弟弟，但是弟弟演出太忙
了，当时她是住院医生，每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也不能接手乐团，直到
1984 年才接手乐团。马友乘的丈夫麦可·达德普是弹奏古典吉他的好
手，马友乘和丈夫立志将父亲的音乐教育理念传承下去。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马友乘说：
“对于想加入乐团的孩子，我们不要
求是音乐天才，只要求想学、愿意练习。对于不会弹琴的人，可以教；对
于会弹琴的人，则要增强他的能力。乐团是一个群体，音乐是可以鼓舞
人心的，孩子们通过学习懂得了更多生活的道理。
”

音乐会开始前，马友友发来祝贺视频

摄

中国航海日论坛帆船赛
昨在梅山扬帆竞逐
本 报 讯（记 者 戴 斌/文 胡 龙 召/
摄） 2017 中国航海日论坛帆船赛暨“雅
戈尔杯”
一带一路全国帆船邀请赛昨天在
北仑梅山顺利完赛。此次赛事吸引了 8
支代表队扬帆竞逐，
其中不乏退役的专业
运动员，而前奥运冠军、现浙江省水上运
动管理中心主任孟关良也专程到场观摩，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 这样的水上
休闲运动其实是
‘零门槛’
的运动，
只要按
照规范操作不会出现大风险，
我相信以后
水上健身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
”
中国航海日论坛帆船赛是国家级赛
事，
已经连续两年在梅山举办。与往届各
队
“自带装备”
不同，
这次参加比赛的队伍
统一采用法国博纳多 First22 船型，组委
会邀请了国内知名航海专家担当赛事指
导，裁判团队中也不乏国内外知名裁判，
从而让赛事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和公正性，
8 支船队中夺得前三名的依次是常熟
UMC 队、上海云帆队、美帆星期八队。
孟关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看好
宁波梅山水上运动发展。
“ 这里发展帆船
等水上运动的条件非常好，
现在正在和国
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等部门沟
通，
有望打造成国家级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和帆船基地。”而此次帆船赛期间举办的

市民体验活动也吸引了 200 多人次参与，
孟关良认为水上健身运动逐渐“入户”将
是一种趋势，
前景不可限量，
“欧美国家的
各种水上运动很普遍，被称作‘桅杆经
济’，现在我们国内参与的人也越来越
多。这种水上运动有很多值得推荐的优
点，比如都是在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的地
方进行，
船艇活动也不太会出现伤病。
”
“帆船类运动通常都是团队活动，只
要操作规范，做足安全措施，比多数运动
项目更安全。刚才帆船比赛开始前你们
也看到了，水面上还有练习皮划艇的人，
这些运动可以说你只要去体验了就会喜
欢。参与水上运动休闲项目的民众越多，
我们的竞技运动基础就越雄厚。”孟关良
说。

城市围棋联赛宁波队又赢一场
城市围棋联赛 2017 赛季昨日续战，
宁波疏浅围棋俱乐部队在客场“反客为
主”，连胜两盘完胜对手北京星天地队。
城围联赛目前已经完成七轮小组赛，
宁波

疏浅队以 6 胜 1 负的佳绩排在 A 区积分榜
首位。8 月 5 日，宁波疏浅队将迎来第二
个主场赛事，
是棋迷们又一个现场观战的
好机会。 记者 戴斌 通讯员 忻志华

海曙队领跑市象棋甲级联赛
2017 年宁波市“玖隆-艾迪教育杯”
第九届象棋甲级联赛昨天进行了三轮较
量，海曙区队目前以 6 轮全胜积 12 分的
战绩领跑积分榜。同场还举行了 2017 年
第二届市象棋名人赛，
袁一峰、华惠龙、吕

公告
开奖
体彩

昨晚，
“音系中美友谊，乐动一带一路”马氏团队携纽约青少年交响
乐团返乡巡演活动的首场演出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举行。音乐会开
始前，马友友发来了祝贺视频，他说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是他父亲和姐
姐两代人倾心打造的一支乐团，他感谢家乡人民的热情，并祝愿大家在
音乐中度过一段快乐时光。
在音乐会的上半场，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演奏了三首名曲：罗西尼
的《赛密拉米德序曲》、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第一乐章》和柴可夫斯
基的《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宁波本地的小友友大提琴社团在中场
演奏了三个较短的曲目。下半场的演奏以安德森 《快节奏的小提琴
手》开始，以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第四乐章》结束。在观众的热切
要求下，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返场演奏了《宁波马灯调》。宁波和纽约
两地的青少年用音乐书写了友谊的篇章。
据悉，
本次巡演活动由鄞州区委、
区政府主办，
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将在
甬、
杭两地开展为期5天的文化交流活动。 记者 陈爱红 通讯员 胡勇

马友乘(右一)回答音乐爱好者的提问。记者 周建平

国民获 A 组前三名；王永华、徐建基、张
忠华获 B 组前三名。本届市象棋甲级联
赛 5 月份开战，分为四个阶段，昨天进行
的是第四至六轮交锋。
记者 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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