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是 2017 级贵州大

学新生报到的最后时间， 今年贵州

大学新生应报到人数为 8819 人，截

至 12 日下午 6 时， 已有 7702 名新

生报到。

根据贵州大学统计数据， 今年

贵大在省内录取新生高中排行榜上

前五位分别是铜仁一中、思南中学、

凯里市一中、铜仁二中、威宁民族中

学。 铜仁一中以 184 名录取新生数

量位居榜首。

另外，随着音乐学院的建成，除

明德学院、 科技学院 2 个独立学院

外， 贵州大学将结束分散办学的历

史，33 个学院集中在紧密相连的新

校区和北校区办学。

就读于软件工程专业的王理红

和王理平是一对来自六盘水的双胞

胎兄弟。小学、初中、高中，他们一直

在一个班。 今年， 他们双双走进贵

大，不过这次，他们没能在一个班。

“我们填志愿的时候就是一起

做的决定。”王理红告诉记者，经过商

量，兄弟二人的第一志愿填的是贵大

软件工程专业，“我们两个也算是如

愿了，不在一个班也没什么关系。 ”

记者了解到，除双胞胎外，今年

走进贵大的新生有不少是同一天生

日，其中同年同月同日生概率最高的

日子是 1998 年 10 月 5 日， 共有 15

位同学出生在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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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唱响“金色大厅”

包揽四项金奖

奥地利当地时间 2017 年 7 月 29 日下午

3 点，2017 年中德建交 45 周年 -- 中德青少

年友谊音乐庆典比赛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拉

开帷幕。

叮叮当当的脆响伴随孩子们的脚步声响

起，贵阳市第七中学风铃合唱团的孩子们身

着贵州民族特色的盛装，登上维也纳金色大

厅舞台，一亮眼就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衔叶而啸，其声清震，来自大山深处神秘

的木叶声声萦绕在古老的维也纳金色大厅。

但家骏，一个帅气而腼腆的小家伙率先吹响

木叶， 将观众和评委领入到迷人的苗乡侗

寨，《醉苗乡》《我在贵州等你》《飞向苗乡

侗寨》， 孩子们用那优美的旋律、 迷人的声

音， 多姿的舞蹈将观众带入贵州独特韵味

中， " 贵州，一个美丽的地方，只要看上一眼

就会永远不忘； 迷人的风景古老的故事，带

着你的梦一起来，我在贵州等你，等待如此

美丽……" 三首具有浓郁贵州风情的作品在

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指挥郑重面对欧洲

观众热烈的掌声三次带领孩子们向观众致

谢，带着深深的谢意，孩子们在叮叮咚咚的

银饰声和热烈的掌声中走下舞台。

孩子们那天籁般的声音， 迷人的民族舞

蹈展现了旖旎、多情的贵州风情，最终在一

片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斩获金奖！ 同时郑重老

师获得指挥金奖、 艾爱老师获得伴奏金奖、

关屏老师获得演唱金奖。 风铃合唱团成为贵

州省第一个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获得金奖

的中学生合唱团。 这是继 2016 年贵阳市第

七中学风铃合唱团在中德青少年文化交流

合唱比赛获得金奖后再次获得国际金奖！

此次比赛活动由奥地利皇家音乐之友协

会 、 （Gesellschaft� der� Musikfreunde� des�

Osterreichisches�Kaiserstaates）、 德国大众国际

文 化 交 流 协 会 （Internationaler�

Volkskulturkreis�e.�V.）发起并主办、吸引了来

自中国贵阳、北京、四川、广州以及俄罗斯和

奥地利等 12 支优秀团队参加，设金、银、铜

和伴奏、指挥等多项奖项，来自莱比锡门德

尔松音乐学院教授及著名指挥家 Alexander�

Stessin�、Marco�Buccol、 Wilfried�Gentner 等

担任评委。

二、渲染“金色大厅”

贵州元素再现光芒

贵州，拥有宜人的气候和美景，不仅文

化底蕴蕴涵深厚， 更是一个融合了 32 个民

族多姿多彩民俗风情的高原之省。 为了让更

多的人了解迷人的风情、多彩的贵州，让贵

州走向世界，在演唱曲目的选取上，风铃合

唱团不管是在去年的德国还是在今年的维

也纳，比赛曲目都是贵州民族的作品，演绎

贵州旖旎的民族风情和精美的民族服饰，让

更多的人了解贵州多元民族文化， 感受 " 飞

向苗乡，飞向侗寨，带着你的梦，一起来 "�的

贵州风情。

合唱团出发前， 首位在音乐圣殿维也纳

金色大厅唱响贵州原生态歌曲的著名歌唱

家、" 苗族歌后 " 阿幼朵老师亲临七中现场

给孩子们悉心指导，临行时阿幼朵老师发来

祝福：" 期待孩子们将贵州的歌在维也纳金

色大厅再次唱响，祝福孩子们，你们是贵州

的骄傲，我为你们自豪，加油！ 让更多的人通

过你们的歌声了解贵州、了解热情好客的苗

族，祝一路平安！凯旋归来……"，赛后当她听

到获得金奖的好消息时更是激动得在北京

时间凌晨一点半发来祝贺：" 时光如梭，2005

年到现在，整整十二年过去了，孩子们今天

登上世界音乐殿堂 -- 维也纳金色大厅，踩

着我当年的脚印，唱响了歌唱家乡贵州的歌

曲，让孩子们更有信心站在国际舞台上展示

贵州、宣传贵州，彰显民族文化自信！ "

������三、三剑合璧王者归位

贵阳七中风铃合唱团是贵阳市一支非

常优秀的童声合唱团，多年来，贵阳七中风

铃合唱团参加各级比赛获得金奖、 一等奖二

十余个， 荣誉的获得与优秀的团队密不可

分，特别是合唱团中的素有三剑客之称的指

挥郑重校长、声乐关屏老师、伴奏艾爱老师，

她们三人的配合天衣无缝。

指挥 -- 郑重校长：音乐特级教师，贵州

省唯一一个正高级音乐教师，国家级音乐骨

干教师，贵州省、市教育名师，市管专家，被

教育部授予 " 全国优秀音乐教师 "" 艺术特

色教育工作者 "荣誉称号。

郑重校长训练合唱独具匠心， 对合唱作

品的选材、作品的理解和处理都有自己独特

的见解， 这次维也纳的参赛作品中更是将

《贵州恋歌》 巧妙地融入到 《我在贵州等

你》之中，把两个作品完美结合在一起，《贵

州恋歌》中诗情画意般的无比眷念与《我在

贵州等你》中如痴如醉的甜蜜和温馨期盼的

美丽结合堪称精湛，香甜的米酒、苗家的木

鼓、迷人的侗歌，多情的贵州在等你相遇。 演

唱的三个作品呈现给欧洲观众的是贵州一

幅幅美轮美奂的神秘美景，期待着远方的客

人撩开贵州神秘的面纱。

关屏老师 -- 贵阳七中音乐教研组组

长，贵州省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

奖获得者。 她用 婉转高亢、空灵悦耳的女高

音引领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清脆明亮的嗓音

韵味十足的演绎三首歌曲，犹如贵州高原上

的杜鹃应和着百灵鸟儿，美妙和谐的音色犹

如置身于贵州高原茂密的森林、原野，青葱

万物在音乐中折射出圣洁和安宁。

艾爱老师 -- 贵州省第五届初中音乐优

质课评比一等奖获得者，贵阳市中小学优秀

伴奏奖获得者。 十指之间流淌出阵阵古朴生

动富有民族特色的钢琴旋律，她娴熟的钢琴

伴奏似侗乡山涧小径蜿蜿蜒蜒百折千回，如

苗乡米酒香甜醇厚，那跳跃的音符似蝴蝶般

翩然而至,久久盘旋在金色大厅。

四、感悟“一带一路”

艺术文化

" 在世界上参加大型比赛， 既是让

世界看我们， 展示我们贵州学生的风

采， 也让学生们站在世界舞台上看世

界，拓宽了学生视野，之前是世界看我

们，现在是我们看世界，这也是贵阳七

中素质教育的提升。 " 合唱团指挥郑重

校长在此行中发表了如此感慨。

的确， 此行对风铃合唱团师生而言

不仅获得是荣誉和奖杯，也是对世界的

感知和认识，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绎

更是对学生自己的一种 "美育 "。

在 " 世界音乐之都 " 维也纳， 参加此次

中德建交 45 周年 -- 中德青少年友谊音乐

庆典比赛，贵阳七中风铃合唱团的孩子们牵

起了自己的小手， 为中德双方加强交流、增

进了解贡献了微薄之力。

这不仅是一次比赛之行， 更是一次文化

之旅。 "我们终于见到了维也纳最古老、最现

代化的音乐厅 --金色大厅外表小且不起眼

的金色大厅在众多建筑中显得很平凡。 如果

是白天，你或许发现不了它的存在，简直是

太普通不过的一个欧式建筑了，但里面金碧

辉煌的建筑风格和华丽璀璨的音响效果使

其无愧于金色的美称。 " 刘桐妍同学感慨维

也纳建筑的经典。从维也纳走来，面对 "亚得

里亚海明珠 "威尼斯，体会到威尼斯如 " 水 "

般的风情。 再到浪漫之都巴黎，《巴黎圣母

院》哥特式建筑的雄伟。 "一带一路 "的欧洲

历史文化，人文风光，建筑特色深深印入师

生心里。一路走来，师生们深刻的感受到 "一

带一路 "这一古代丝绸之路， 中欧经济合作

伙伴关系，带来的各国间的人文交流与文明

互鉴，感受到了欧洲人民的友好与热情。

用歌声唱响心声， 用无边界的艺术来增

进友谊。 感染了所有的听众，贵州欢迎您，风

铃合唱团成员们率先展示了贵州人民的热

情好客。离别只是暂时的，正如歌中所唱 "我

在贵州等您 "。

贵阳七中风铃合唱团的“冠军之旅”

———多彩贵州元素唱响金色大厅

��������贵阳市第七中学风铃合唱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的

“中德建交 45 周年 -- 中德青少年友谊音乐庆典比赛” 中又

捧回四项金奖，这是贵阳七中风铃合唱团继去年在中德青少年

文化交流合唱比赛后再次荣获国际金奖。

大学开学季 满屏青春气息

本报讯 昨日上午，贵阳晚报新

闻资讯客户端 ZAKER 贵阳的直播

团队分别走进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

学、贵州理工学院三所高校，分别进

行了开学迎新、新生军训、回味大学

等多种形式的直播。 不少 00后小鲜

肉、萌妹子已经悄然步入大学，满屏

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在贵州大学北校区大门口，伴随

着轻松欢快的音乐，拎着行李前来报

到的学生、送学生的家长、迎新志愿

者、社团招新等场景，一一在直播画

面中与广大网友见面。

不少已经毕业的网友感叹，通过

看直播，当年前往大学报到的一幕幕

场景在脑海中浮现，突然好想再回去

读一次大学。

根据统计，今年贵州大学新生应

报到人数为 8819人，其中 00 后人数

377 人，2002 年出生的 8 人，2001 年

出生的 31人，越来越多的 00 后走进

大学校园。

“ZAKER 贵阳” 的第二直播小

组，则来到了贵州民族大学老校区的

操场上，直播大一新生的军训。

军训场上，满屏的小鲜肉和小萌

妹们，用青春和活力为自己代“颜” 。

“齐步走，一二一……” 嘹亮的

口号声在贵州理工学院的足球场内

声声回响，2856 名 2017 届理工新生

精神抖擞，在此整装军训。

在贵州理工学院的直播现场，直

播团队女主播小冰棍，换上了军装，

与学生们一起体验军训的乐趣。

一个叫“战术小分队” 阵营中，

一名女同学格外显眼， 她是这支由

61 人组成的队伍中， 唯一的一名女

生。 趴下、卧倒、匍匐前进……随着

教官的口令，她准确地做出各种难度

大的动作，而且动作迅速，一点也不

输给身旁的男同学。

该名女同学姓宫，来自广州。 小

宫说得知这支方队可以持仿真枪操

练，她便主动提出加入。 不过，真正

开始训练后，她才发现原来动作难度

大，有些吃力，还曾有过放弃的念头。

“大家都很照顾我，我的体力有时跟

不上、有些吃力时，他们总是会故意

放慢脚步来迎合我。 ” 小宫同学说，

同学们的帮助，她觉得再苦再累都应

该坚持下来，自己也做到了。

“她的战术动作很规范，有时候

甚至比男同学要做得到位。 ”提起这

位“女中豪杰” ，教官不住地夸赞。

一支由 404 位女同学组成的庞

大队伍也很夺人眼球。随着音乐的变

化， 方阵随之改变， 摆出五角星、党

徽、中国地图等图案，场面甚是壮观。

此次军训参谋长韩飞表示，经过

9 天的严格军训，同学们的精神面貌

得到了较大提升。

看着学妹们在军训场地内风吹

日晒，学长们则心疼不已，直接拉横

幅鼓励和表白学妹：“学妹你晒黑了

学长也要你” ，引来不少学生围观。

ZAKER贵阳走进贵州三所高校，记录大学新生风采

迎新

齐步走

留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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