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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一中艺术团“洛杉矶快闪·唱响中国”圆满落幕———

雏鹰初展翅 高天待翱翔

2018 年 2 月 11 日晚 11 时，

贵阳一中艺术团的家长群里热

闹起来， 先行到达机场的家长，

通过微信不断更新着航班抵达

的进程。

12 日凌晨 1 点，当上海航空

9459 航班顺利降落跑道的那一

刻，兴奋期待的家长们簇拥在接

机口，手捧鲜花，迎接访美凯旋

的孩子们，并为随行的老师和记

者送上鲜花和拥抱。 几位家长拉

起自发印制的“热烈欢迎贵阳一

中艺术团洛杉矶·唱响中国活动

圆满归来” 横幅，引得南来北往

的游客的关注，他们纷纷驻足举

起手机记录这一团聚时刻，并为

贵阳一中学子远赴重洋、展现中

国青少年风采、惊艳美国的活动

感到与有荣焉。

十三天的赴美行程，贵阳一

中艺术团圆满完成 “洛杉矶快

闪·唱响中国”的拍摄工作，并深

入加州科学中心、 圣塔莫尼卡

Cross� Roads 艺术与科学学校、

南加州大学等进行交流访问。

如今雏鹰

归 巢 ， 无

论是老师

的评价还

是家长的

反馈都认

为， 这次

难得的经

历开阔了

孩子的眼

界， 他们

变得更懂

事了， 在团队的熏陶里， 更加成熟

了。

雏鹰展翅高飞

才知道天空的辽阔

生命的灵动不在于你懂得多少

那是身心体验感悟的才情

距离不是问题

只缘于心与心的连襟

高低可以忽略

那却是人性的自尊

文化的迥异

表达出共同的人文情怀

世界很大却让心装下美好的一瞬

铭记着不同寻常的记忆

回归哟你的心

阳光的人生定会绚烂似锦

千年的古韵才是滋养你的根基

沉淀自己

走向无悔的人生

2018年 2 月 11 日

（作者系贵阳一中校长）

对这次活动，李华荣校长一直高度重

视， 对孩子们的行程也非常关注，当

孩子们平安归来后，李华荣校长很是

开心，写下这首诗，与孩子们共勉。

让青春浪漫一回

◎相关阅读

作者：李华荣

《凯旋》

———写于晓筱一行返黔之际

作者：龙厚华

师生赴美搞学研，

成果丰硕润心田。

文化交流促自信，

参观学习增识见。

雏鹰展翅待翱翔，

描绘人生新画卷。

欢声笑语返乡路，

鲜花一束贺凯旋。

2018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11 日， 小孙

女龙晓筱随贵阳一中艺术团赴美参加

“快闪洛杉矶·唱响中国 " 的研学活

动，期间通过演出、交流、参观、学习，

开阔了视野，增长了学识，取得了丰硕

成果。在晓筱一行返筑之际，集句以贺

凯旋。

贵阳一中艺术团部分成员和接机人员合影

此次快闪活动拍摄中，民乐演

奏部分惊艳了好莱坞。

“我们顶着烈日，穿着厚重的

服饰表演。 有时会遇到异样的眼

光， 而有时又能赢得善意的掌声。

我希望这份克服辛苦、努力坚持的

人生经历，能伴随我迎战未来。 ”

对于已有多次外访表演经历的艺

术团成员敖曦予而言，此次访美行

程不同于以往之处在于她获得了

在压力下如何坚持追求的体验。

艺术团到加州两所大学参观

访问，在高二年纪学生洪颜乃实看

来，既开阔了眼界，又使得脑海中

大学的模样更为清晰。他印象最深

刻的是访问中黄甦教授有关音乐

与学习关系的解读。有幸聆听到名

家的教诲，这更坚定了他努力学好

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不放弃自己音

乐梦想的信心。

除用“快闪”的方式展现中华

文化以及贵州青少年风采外，访问

活动中涉及科技的部分也是一大

亮点。艺术团成员林瑞奇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李华荣校长曾告诉他

们，艺术点亮人生，科技启蒙智慧。

就像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

坦，从小学习小提琴。在他看来，科

技与艺术二者相辅相成， 密不可

分。 科技的进步，离不开艺术的积

淀，而艺术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的

创新。 此行，文化、科技、艺术这

“三驾马车” 是活动的内核，这也

与贵阳一中的办学理念紧紧的联

系在一起。

即将面临高考，挤出宝贵的复

习时间参加访美活动，高三学生贺

卡从容淡定地表示，高三学习的重

点是查缺补漏，而此行既让她了解

了许多优秀文化成果，见识了名校

的风采，又让她调整了心态，学会

了科学的时间管理。 她说：“这几

天的旅程是我非常宝贵的人生经

历，谢谢本次活动的主办方的安排

和付出，让我能在临近高考有一个

看看外面世界的机会，让我能够调

整已经有些疲惫的状态，重新充满

足够的动力去学习。 ”

“艺术团的 46 个孩子，他们

来自一中的民乐团、合唱团和交响

乐团。 ” 随行老师、一中民乐团指

挥王蕊老师点评说，孩子们的表现

真得太精彩了！

短暂的分别，每个孩子面对前

来接机的爸爸、妈妈，亲昵地拥抱，

手拉着手迫不及待地讲述着一路

上的见闻与惊喜。艺术团成员周子

琳， 她说：“此次活动的成功离不

开学校的栽培，家长的支持。 正是

有了他们，我们才有自信、骄傲地

站在美国的土地上。 地域有国界，

但是音乐没有。我希望通过我们的

演出，将中国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艺

术带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

中国、 了解贵州、 了解贵阳一

中。 ”

“本次活动从一开始策划到

圆满结束， 每个环节都十分规范，

对文化交流及研学各项子活动的

策划具有专业水准，真正让孩子们

在承担文化交流使者的过程中开

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增强了团

队凝聚力，更培养起了家国情怀和

勇于担当的精神。此行收获的宝贵

经历，必将成为孩子一生难忘的回

忆。 ” 艺术团成员、高一学生江艺

玮的妈妈对本次活动评价颇高。

宁可涵的妈妈告诉记者，虽然

每年寒假，都鼓励孩子外出去见世

面，但这次洛杉矶之行，贵阳晚报

采访团每天贴身报道。十多天的时

间，孩子既在文化艺术交流中展现

中国贵州高中生的风采，又吸收美

国的人文科学知识。还近距离见到

了几位优秀的华人艺术家，见到了

飞虎队的英雄爷爷，与美国私立高

中的同学们一起表演节目，交流学

习，在加州两所名校感受了大学气

息……规格之高，史无前例。

第一次让孩子离开自己那么

久，而且是走得这么远，龙筱晓的妈

妈虽然不免有些“牵挂” ，但她说：

走出去见识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生

活，孩子自己才能对将来有所规划。

很庆幸孩子能参加此次活动， 这是

一次难忘又难得的机会， 如果还有

机会，还愿意让孩子参加。

顺利返筑 收获满满

“我虽不能亲临机场迎接你们

凯旋归来，但我的心永远是和你们在

一起的。 ” 得知艺术团归国，贵阳一

中校长李华荣特意发文祝贺。 他表

示，近两周的赴美快闪演出、交流学

习、参观访问，时间虽不长，但孩子们

接受到了一次意义重大甚至可影响

一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他们身上洋

溢着青春的气息，表达出浓浓的中国

情结，传递着厚重的文化力量，让他

看到一中学子足够的优秀，也彰显了

一中的教育情怀和国际视野。感谢孩

子们的精彩表演，感谢老师们的用心

陪同，感谢家长的理解信任，同时也

非常感谢贵阳晚报和美国 ICN国际

卫视的鼎力支持！

代表李华荣校长接机的副校长

蒋骞、陈章义到机场迎接艺术团的归

来。 蒋骞表示，一中艺术团在好莱坞

的精彩表现也振奋了海外一中校友，

他们纷纷在微信里转发活动的图文。

在接机大厅叮嘱孩子们回去后要将

此行的经历和感受， 化为前行的动

力，学到真本领，将来报效祖国。

艺术团团长马义军老师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学校一直倡导“不要

把教科书当成世界， 而要把世界当

成教科书。 ”通过此次交流访问，孩

子们看到中美两国的不同之处，从

而培养家国情怀，树立起宏伟志向。

此行圆满达到了活动的目的。

由于随行乐器、服装较多，每个

孩子的行李都是满满一手推车，男

生帮女生提大件， 女生帮男生看小

件， 互帮互助温馨场面贯穿了整个

外访行程。他们列队整齐、安静有序

的身影，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龙洞堡国际机场，都让

同行的旅客也为之注目。

细数活动难忘瞬间时， 贵阳一

中随行老师卢履智表示： 在海滩上

齐唱《歌唱祖国》时，孩子们饱含热

泪的爱国情，参观航天馆时，孩子们

对科技的专注， 对祖国强大肩负的

使命感最令她动容。

如有机会 还想参加

老师感慨 孩子懂事

B

A

副校长蒋骞（二排右五）与一中民乐团指挥王蕊老师（二排

右四）、卢履智老师（二排右二）及部分艺术团成员合影留念

儿行千里母担忧，

小别见面话家常

代表李华荣校长接机的副校长蒋骞向艺术

团团长马义军老师送上鲜花

撰文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摄影 本报记者 张志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