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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5 日晚，

“如诉”———赵如玉琵琶独奏

音乐会在贵阳大剧院举行。贵

州省青年琵琶演奏家、贵州省

花灯剧院、贵州省民族乐团琵

琶首席演奏员赵如玉，与观众

分享了自己的音乐。

赵如玉自幼随我国著名

音乐家陈济略、徐守璞老师学

习，毕业于贵大艺术学院。 举

办过“弦韵” 音乐会。 获得过

2014 中国民族器乐艺术节邀

请赛青年组金奖、贵州省首届

专业器乐大赛民乐类弹拨组

三等奖等各种奖项。

当晚，贵阳大剧院座无虚席，从各方赶来聆听音乐

会的弦乐爱好者，早早就到了现场。 当赵如玉以一袭白

色纱裙、古典装扮亮相时，观众席上发出赞叹声，被赵如

玉的华美扮相惊艳到了。

开场，赵如玉演奏了《渭水情》，接着又与民乐乐队、

打击乐手等合作了《倾杯乐》《火把节之夜》 等八首乐

曲，精湛的功力让观众领略到了琵琶的魅力。 表演嘉宾

合奏的《自由探戈》更是把琵琶与流行音乐的结合表现

得时尚热烈，观众席掀起了一阵阵欢呼。

这次演出是贵州民乐名家系列音乐会之一，接下来

还会有更多本地名家的分享会。 （本报记者 李韵）

贵州民乐名家系列音乐会

赵如玉琵琶独奏“如诉”

市民在家门口品美食赏民俗

习水非遗走进贵阳获赞

本报讯 “原来这就是非遗！ ” 家住贵阳市金华园社

区的刘老伯昨日品尝了苕丝糖之后惊奇地说，这次终于

在家门口了解到什么是非遗。

7月 15日—16日，“绿洲红城·习国故里” 非遗周末

聚系列活动分别在多彩贵州风景眼文创园、 龙洞堡机

场、金华园社区等地举行，习酒、习水豆腐皮、习水羊肉、

苕丝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以及省级非遗红苗女装

服饰纷纷亮相，民间舞蹈苗族斗脚舞、传统体育温水小

手拳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活动中揭开了神秘的

面纱。

习水不仅有非遗美食， 还有迷人的风光和红色文

化，习水诚邀贵阳市民去习水逛土城古镇，看色彩斑斓

的丹霞谷。 （本报记者 陈问菩）

在 7 月 15 日播出的《中国有嘻哈》中，来自贵州凯里的

孙八一换下传统商务装，穿上颇为优雅的衬衫背带装登台，和

钧泽用一首共同编曲作词的《take�it�easy》展开对决。 最终，

孙八一遗憾落败。 孙八一表示，虽然自己想活到大结局，“但

是没办法咯” 。 不过他仍会坚持贵州说唱，并呼吁贵州说唱歌

手做更多让老百姓喜爱的说唱。

“我不知道对手这么牛”

上期节目结束后， 刚刚诞生的 40强选手立即现场抽签，

自由选择对手，并在 7月 15日播出的节目中进行一对一的说

唱对抗。 孙八一上台之前就表示自己选错了对象，“我原来不

知道他这么牛，选了之后才知道他知名度这么高” 。 据了解，

孙八一的对手钧泽是内地流行乐男歌手、 内地男子组合 Z E-

R O - G 的成员之一。

孙八一告诉记者，他们演唱的《take�it�easy》是由自己和

钧泽共同商定好，并编曲作词的，“他说要温柔、不凶、带旋律

的，我就都听他的了” 。 在比赛中，歌曲第一部分由钧泽演唱，

孙八一演唱第二部分。

评审过程中，张震岳表示，在技巧、说唱部分，孙八一比较

好。 潘玮柏则表示钧泽整体比较好，主控了全场。 吴亦凡称，

“因为这首歌一直是同样的伴奏，所以八一不是很好发挥。 同

时，八一的演唱在第二段，创作时没有做节奏转换或者停顿。

如果有的话，可能八一的表现会更好，我觉得很可惜。 ”

最终，由三位评审中的潘玮柏宣布，钧泽晋级，孙八一淘

汰。对于这个结局，有网友认为，孙八一是被套路了，走向了对

方擅长的方向。 而专业人士、此次也参加节目的 T T 则认为，

“钧泽赢在专业。 孙八一吃亏是因为对方有团队， 背后有写

手，有很多人帮他准备。 这方面，孙八一暂时是没法比的” 。

“贵州说唱歌手多处于‘地下’ ”

听到网友调侃自己看起来像四十好几的人，孙八一笑称：

“那很正常，不过不要叫我大叔，我才 20多岁！ ” 对于如今走

红，孙八一也淡定表示，“火不火，还是要继续生活！ ”

孙八一原本是位生意人，因为热爱说唱文化，于是一直在

坚持。 在他看来，说唱更容易传达他想表达的东西。 但孙八一

告诉记者，说唱音乐文化在贵州不发达，自己一直坚持自学，

除了艰辛，更多的是不被理解，“刚开始时，就连身边人都觉

得我是不是疯了，觉得我很傻，不好好做生意，非要搞没几个

人理解的说唱。 我也经常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

而每次和不了解的人聊到说唱话题，或者是喝酒过后，孙

八一都会情不自禁地想来一段 freestyle（即兴表演）：“希望所

有人尊重每一种艺术光芒的绽放，就算这种光芒很弱，希望你

不要笑，不要轻蔑……” 孙八一说，为了宣传说唱，他经常会

在一伙伯妈、姨妈、伯伯、叔叔面前表演 freestlye。“虽然他们拿

我的表演当相声听，只要更多人知道，我就觉得 H ip�H op 又

迈进了一步。 ”

如今，孙八一还开起了自己的工作室，也是为了将贵州的

说唱氛围做得更好，“贵州说唱的人屈指可数，还有很多说唱

歌手处于‘地下’ ，不是说不好，只是我觉得受众群体太少了，

我希望大家做更多让老百姓喜爱的说唱。 ”本报记者 胡亚妮

凯里孙八一憾别《中国有嘻哈》：

比赛止步

说唱不停

纽约时间 2017年 7月 14日和 15日，中国新艺术音

乐创始人龚琳娜、 老锣亮相美国纽约林肯中心艺术节，

与美国跨界乐团“乐侃全明星乐团” 合作带来大型音乐

作品《云河山》。

《云河山》中包括 12 个乐章，唱词大部分来自屈原

楚辞作品《九歌》和《天问》，另外少部分来自李商隐的

作品以及一些国外作品。《云河山》既有中文诗句，也有

英文唱词，再运用音符表达，来思考人类生命的始末。

近年来， 龚琳娜的演唱风格离她的爆红之作 《忐

忑》越来越远，她和丈夫老锣更专注于用音乐演绎中国

古老神话和古老诗歌。 徐颖

龚琳娜纽约开唱

与美国乐团合作《云河山》

7月 15日，浙江卫视实景明星即

兴喜剧节目《开心剧乐部》播出第二

期，宋小宝和林允作为嘉宾体验即兴

喜剧。 演技方式完全不同的二人，用

各自的方式应对层出不穷的即兴状

况，反转不断的剧情使笑声不停歇。

作为一名资深的喜剧演员，宋小

宝在一切都未知的状态下，逐一破解

贾玲抛出的“陷阱” 。 宋小宝不仅主

动引导剧情发展，让贾玲处于被动局

面，更在贾玲突发的掉发情节，快速

回答称掉发是“肾不好” ，使贾玲立

马笑场，接不下戏。

此外，首次加盟喜剧类综艺的林

允刚登场， 还没来得及了解节目组

“套路” ，就带笑容迎接挑战。 在喜剧

新人接连不断的提问中，林允不按套

路的回答， 让观察室里笑声不断，众

人连声夸赞她“脑洞” 大。

此外， 她和贾玲还变身闺蜜，上

演了一段互换身份的“真假贾玲” 相

亲宴。 在旁观看的宋小宝忍不住为林

允点赞。 本报记者 胡亚妮

上周六《出彩中国人》半决赛

首轮比试结果出炉， 四组选手顺利

晋级： 来自大连的于红芝奶奶在歌

唱类节目组拿到了总决赛的门票。

现场，于红芝用《绿叶对根的情意》

表达了对祖国的感恩之情。

78岁的于红芝被网友亲切地称

为最美奶奶，虽然是古稀之年，她依

旧身段苗条，风采卓然，举手投足透

露出气质不凡。 据悉，这样的风度源

于年轻时在文工团的修炼， 于奶奶

从事歌唱工作多年， 是文工团里的

花腔女高音，更是一位主唱。 然而大

家不知道的是， 此前她只是一名普

通工人，从十五岁开始当起了车工，

后来所获得的成就和演员身份，令

她“从心里感谢祖国对我的培养” 。

退休后返璞归真， 拿起理发工

具成为专业的美发师。26年来，她到

养老院、 五保户家和福利院为大家

理发、服务社会。 2007年，于红芝曾

经罹患乳腺癌，做了大手术，并接受

化疗。 面对磨难，于红芝斗志昂扬，

越挫越勇。 本报记者 胡亚妮

由尤小刚、许永昌执导，黄维德、

牟星、何晟铭、王斑、石兆琪、孙艺铭等

主演的反恐题材军旅剧 《反恐特战队

之猎影》正在江苏卫视热播。 剧中，反

恐特战队西南基地大队长钟原及其家

人被恐怖组织报复， 剧中的生化危机

战、炫酷的军旅装备、境内外各类作战

的服装造型让军迷们大饱眼福。

《反恐特战队之猎影》故事开篇

上演了边境作战、移动射击训练、激斗

绑匪等大戏， 围绕中国反恐特战队西

南基地大队长钟原的故事揭开序幕，

很多网友被剧中战争场面震撼，“让我

看到了真实的反恐特战队的训练，而

且还有国际博弈，太过瘾了！ ”

开篇植入激烈的战争戏份， 导演

尤小刚是有意为之， 他说，“这部剧一

开局就连打三仗，一般剧是不敢有的。

用强情节揭示人物的复杂命运和面临

的严峻考验， 但这一切都必须在人物

心理建设准确的基础上展开。 我们在

技术上是不吝下功夫的， 会用现代的

电影叙事语言， 把故事讲得有声有

色” 。 本报记者 胡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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