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在长期对音乐的研究和教

学中，形成了自己的独到教学体

系和音乐见解……近日，贵州大

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刘筱老师走进

FM91.6 贵州音乐广播濮琳主持

的《原创贵州》节目，与大家分享

自己的音乐观点。

我不敢说懂音乐

刘筱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

并取得硕士学位，现在是贵州大

学音乐学院的副教授，主要从事

音乐史、流行音乐、世界音乐、作

曲技术理论等研究和教学，深受

业内及学生的一致好评。

聊起音乐， 刘筱开门见山地

说，“我觉得音乐是一个很有趣的

事情，但很多人把它神话了。 我经

常听到有些朋友说，‘我听不懂这

个音乐’ ， 我一般会回答，‘我也

不懂’ 。我学音乐已有 20来年，我

也不敢说我懂； 我坚信有很多人

说他懂的话， 那基本上是不懂装

懂。 除非是有语言参与的音乐。 ”

刘筱认为， 音乐不是拿来懂

的。“音乐是一种接近于神性的艺

术形式，它可能不能够经得起非常

严格的推敲和解释，但它又有一定

的规律， 要在理解规律的基础上，

再去寻找对它的一个认识。 ”

同时，刘筱也表示，和声学在

音乐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前

承乐理基础知识， 后接曲式作品

分析， 同时也是对音乐深入分析

的重要一环。如果没有和声学，也

就基本上丧失了对欧洲音乐进行

深入认识的可能性———这也是为

什么很多人觉得西洋管弦乐‘听

不懂’的原因。 了解和声学，才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体会作品的情

绪，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 ”

Rap 学术研究第一人

2016 年参与高等教育出版

社出版的《侗族大歌》教材的编

写，2014年发表了《从人类学视

野看苗族村落文化中的祭祀音

乐》，2011 年发表了 《美国早期

流行音乐概观》、《Pop 的美丽与

哀愁———试析流行音乐研究的现

状与成因》、《进化与分化———

Rap的诞生之路》、《接过摇滚的

枪， 扫射全世界———Rap 精神内

核分析》、《早期 Rap 种类面面

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Rap衰败的必然性分析》……

在刘筱的论文中， 大家可

以发现，她写了很多关于 Rap

的论文，这和大多教授热衷

于研究严肃音乐不一样。对

此， 刘筱笑说，“2005 年，

我研究生毕业时选了这个

题， 当时我的老师都惊呆

了。”她说，“作为一个年轻

人，我也跟大多数的年轻人

一样，非常喜爱流行音乐。 我

也喜欢 Rap，它虽然不主流，但

不代表它不存在。 ”

据了解， 刘筱是全国第一个

将 Rap 作为硕士研究生的论文

的人，到现在为止，她的论文的引

用率非常高。 “很少有专业的音

乐人专门研究 Rap， 我当时做了

非常艰苦的努力。 因为 Rap过去

一直属于地下的音乐， 里面有很

多“黑话” ，有非常多的非主流内

容。在主流的音乐市场，我们很难

看到这些，但 Rap 也是非常重要

的音乐的类型， 到今天为止我还

是没有放弃这个部分的研究。 ”

本报记者 胡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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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爱》

潘虹盛赞靳东

都市情感剧《我们的爱》正在江

苏卫视热播。 该剧讲述一个家庭三代

人之间关于亲情和责任的故事， 故事

围绕靳东饰演的许光明， 和童蕾饰演

的丁雪的情感走向发展， 而潘虹饰演

的齐舒兰便成为了家庭关系的“调和

剂” 和“暖心剂” ，不仅要教育女儿女

婿的夫妻相处之道， 还要肩负起养育

孙女的重任。 对于“女婿” 靳东的表

现， 潘虹表示对其戏里戏外的人品形

象都十分满意，盛赞，“靳东把这个角

色演绎得很干净” 。

剧中，靳东一改以往都市情感剧

中塑造的“职场精英”“情感导师” 形

象，在《我们的爱》里变身农村打拼到

城市的“凤凰男” ，要面对职场科研成

果的研究，还要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

经常“河东狮吼” 的妻子丁雪、心机深

藏的小三让他焦头烂额。 而剧中听其

心声、 愿意倾吐交流的却是自己的丈

母娘， 齐大妈对女婿许光明的理解让

观众看到了家庭中的包容和理解。

本报记者 胡亚妮

《轩辕剑之汉之云》

首播获赞

由潘文杰、金沙、余蒨等执导，张

永琛任总编剧，张云龙、于朦胧、关晓

彤、 张佳宁领衔主演的古装玄幻剧

《轩辕剑之汉之云》 于 8 月 8 日正式

在东方卫视播出。 该剧改编自经典热

门游戏“轩辕剑” 系列，以上古传说为

背景依托， 讲述了由轩辕剑的两股剑

气化为的朝云和暮云兄弟二人间宿命

纠缠的故事。

本剧在剧集特效和情节设定上，

让诸多网友点赞。 纷纷表示“本来只

想看脸看造型， 最后却被细腻的情节

和演技折服。 ” 而被高度还原的游戏

场景更是让老云粉和新观众们叫好，

游戏中的人物命运经过电视剧的再次

演绎和创作， 并没有破坏原有的心思

和质感， 反而在每一个角色出现的时

候多了一种活灵活现的真实感， 每一

个角色都更加有血有肉， 角色与角色

之间的互动更加生动和戏剧化， 完美

的完成了从“二次元” 到“多次元” 的

进阶。 本报记者 胡亚妮

99人“高山流水”

“高山流水” 是黔东南苗

族传统的敬酒礼仪，也是苗族

热情待客的体现。场面盛大的

“高山流水” 敬酒礼仪是这次

MV拍摄的重点内容。 当天，99

名苗家妹子参加敬酒。

如此参与人数众多的

“高山流水” 敬酒礼尚属首

次，当地政府准备以此申报吉

尼斯世界纪录。

MV名导操刀

导演郑浩 “来头不小” ，

他曾经拍摄过景岗山的《我的

眼里只有你》；孙悦的《伙伴》

与《快乐指南》；于文华和尹

相杰的《满堂红》与《远航》；

谭晶的《妻子》等等。 《长江

源》《回到拉萨》《我读毛泽

东》等也是他的作品。1995年，

郑浩获得“中国音乐电视” 金

奖。《知心爱人》《水上花》获

1997至 1998年度音乐电视最

佳导演奖，《中国志气》 获得

1998年度全国十大金曲奖。

“这次拍摄，带给我的，

除了惊喜，还有惊艳。 ” 郑浩

说。 惊喜是这次到贵州黔东

南， 看到路变宽了；“惊艳就

是看到 99 人的 ‘高山流水’

时，我真的被震撼了，到过黔

东南很多次，这么盛大的敬酒

礼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李韵

雨田《酒歌唱起来》MV杀青

8 月 10 日，由贵州歌手雨田

主唱的《酒歌唱起来》，在雷山完

成MV拍摄。 这支以雷山县秀丽

风光以及浓郁苗族文化风情为主

题的MV将于 9月初面世。

据介绍，《酒歌唱起来》创作

于 2012年，由我省著名词作家玉

镯儿作词， 国内知名音乐人石焱

作曲。 具有浓郁黔东南民族文化

和酒文化特色，旋律欢快、易于传

唱。在音乐网站人气居高不下，并

被网友制作成数十个视频热播。

这首歌曲由于意境和文化内涵与

黔东南风土人情高度契合， 被雷

山县政府设为旅游形象歌曲，并

邀请中国著名音乐电视导演郑浩

执导，在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朗

德上寨等地取景拍摄。

今年刚研究生毕业黔东南籍

青年歌手雨田原名雷芳， 已推出

个人原创单曲 《福田花语》《且

兰引》及《酒歌唱起来》等，其歌

声甜美、形象靓丽、知性温婉，深

受圈内人士好评， 被业内称为贵

州最具潜力的新生代歌手之一。

在黔东南，流传着“会喝水

就会喝酒、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

路就会跳舞” 的说法，作为土生

土长的黔东南姑娘， 雨田对于黔

东南“以歌传情、以酒为礼” 的酒

文化自然已入脑入心，“酒歌，只

有在懂得品酒的地方相遇绽放，

给懂得彼此欣赏的人才会有最美

好的想象， 能为自己家乡的酒文

化代言，是我莫大的荣幸！ ”

本报记者 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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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贵州省文化馆、伍艺空间

联合主办的“版心———欧洲版画

艺术体验展第三回展览” ， 于 8

月 12日在贵州省文化馆举行。

本次展览是欧洲版画系列体

验的第三期， 邀请的是来自俄罗

斯的女画家伊琳娜·寇祖布。她师

从于俄罗斯著名画家奥列格·亚

赫宁，是俄罗斯艺术家联盟会员，

在世界版画界享有盛誉。

伊琳娜生于 1981 年， 今年

36 岁， 擅长大幅石版画的创作，

作品超过 50 件， 本次带来的画

作， 是她版画作品中的 44件，主

要反映自然风物、城市生活、爱与

自我和宗教神话等题材。

贵州著名画家向光先生应邀

到现场观展。 他说，伊琳娜的作

品想象力很丰富，方式很感性，处

理历史和童话等题材时，非常有

诗意。 画面充满动感，甚至让人

体会到欣赏音乐时产生的旋律之

美。

伊琳娜本人也莅临现场与观

众交流。她说，自己到贵阳已经好

几天了，每天乘坐公交车在贵阳、

青岩等地四处游览， 觉得贵阳这

个地方有趣而且浪漫。据悉，这也

是伊琳娜第二次到中国， 这次想

体验中国的民族文化， 从桂林深

入中国的西南腹地，一边游览，一

边构思自己的作品。她告诉记者，

自己也带上了纸和笔， 说不定会

留下关于贵州的作品。

据了解， 本次画展将会持续

到 8月 25日。 本报记者 李韵

欧洲版画艺术 第三回展览开展

TFBOYS开演唱会

为地震灾区捐百万

8 月 11 日，TFBOYS 四周年演唱

会举行，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献上

劲歌热舞。 现场主持人宣布三人为四

川灾区捐款 100万元。 新浪

演唱会现场

《我们的爱》 剧照

《轩辕剑之汉之云》剧照

雨田（中）在拍摄中

“高山流水”

刘

筱

刘筱（左）和濮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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