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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导师丁宁

中医世家中特立独行

石恩一出身于贵州著名石氏中

医世家，几代人行医济世上百年，父

亲石玉书是贵州四大名中医之一，

曾任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首

任院长。如今，多位石家后人仍活跃

在贵州中医界。 而石恩一却在石家

“特立独行” ， 做了一名文艺工作

者。

“喜欢唱歌加上天赋。 ” 石老师

回忆自己的艺术之路： 上初中时根

据著名男中音歌唱家魏启贤的一张

唱片、一本破旧的《怎样练习唱歌》

小册子，让他学到唱歌的方法，自己

常常沉醉于美好的音乐世界。

初中毕业后， 石恩一到了凯里

修湘黔铁路。一天晚上，他在清水江

边高歌《黄河颂》，雄壮浑厚的男中

音随着大山的回音， 被指挥部宣传

队负责人听到，寻声而来。从此他的

艺术生涯“一路绿灯” ，从湘黔铁路

指挥部宣传队、 省铁路指挥部宣传

队到贵州省歌舞团， 凭着在舞台上

的突出表现，1972 年石恩一成为了

一名专业歌唱演员。

出身“草根” ，他不断向专业的

声乐老师请教， 提高自己的演出水

平。 让石恩一难忘的是一次在工地

的慰问演出，一首《湘黔铁路赞歌》

赢得几千名工人雷鸣般的掌声，他

也收获了歌唱的自信。

1977年恢复高考， 石恩一报考

了中央音乐学院， 取得了西南地区

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因年龄的原

因，落榜了。” 但他没有放弃，一直努

力，并于 1984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

干部专修班，终圆大学梦。

在美声专业深造的第 3 年，石

恩一选修了合唱专业， 师从合唱泰

斗马革顺教授。 马教授是我国合唱

指挥第一人， 也是一位合唱指挥教

育家，专著《合唱学》对中国合唱的

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

“深深地爱上了合唱艺术。 ” 毕

业回到省歌舞团后， 石恩一在从事

独唱和歌剧表演的同时， 担任了团

里合唱队指挥。他说，正遇到贵州合

唱活动蓬勃发展， 为自己提供了学

以致用的难得机会， 多年来一直活

跃在贵州乃至全国的合唱舞台上，

收获颇丰。

推动合唱圆大家的梦

石恩一把对合唱艺术的深刻理

解，投向了合唱教学中。在上世纪 90

年代， 他先后担任了贵州省老年大

学合唱团、文华合唱团、军区老年大

学合唱团等多个合唱团的驻团指

挥、艺术总监。 退休后，多年来更是

在贵州各地奔忙，指挥、培训、排演，

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主旋律。

在石恩一看来， 自愿加入合唱

团的团员，都有着一个唱好歌的梦。

业余选手唱出专业范， 作为合唱指

挥，他一直是用严苛的标准要求，无

论是声乐基础、音乐修养、练声、表

情、仪态、服装、队形，甚至气质。

组建于 1997 年的贵州省文华

合唱团， 集合了筑城众多歌唱爱好

者，20 多年中在全国合唱比赛中多

次获得大奖， 有着很高的“专业合

唱”口碑。 在大部分学员眼中，成绩

的取得归功于石恩一的声乐教学，

贯穿始终的课堂语言，机智、形象、

幽默。 但又是十分严格、认真，从声

乐基础知识的讲解， 到对每个团员

的发音、口形、音准、吐字、气息、声

乐状态及控制声音的能力， 都一丝

不苟。

担任贵州省老年大学合唱团团

长 14 年的马汉川说，和石老师多年

的合作中， 让这个老年业余合唱团

在黔首演了《长征组歌》《毛泽东诗

词音乐会》；多次在“中国老年合唱

节” 中收获金银铜奖，发出了“贵州

好声音” ，更在世界合唱比赛中斩获

奖项。

此外， 贵州文华合唱团和香港

美声合唱团牵手建立的近十年的音

乐友谊。 2018年 9月 16日晚，贵阳

大剧院内歌声悠扬、掌声雷动，两团

联袂演出的“心灵的呼应” 黔港文

化交流合唱音乐会精彩上演； 一个

月后， 同样主题的音乐会在香港大

会堂音乐厅举行。 两场音乐会在两

团指挥石恩一和张朝晖共同指挥

下，《五彩北疆》《东方之珠》《康定

情歌》 等一首首动听的歌曲被完美

演绎。

“聆听美好的呼应，感受心灵的

共鸣。 ”这源自 8年前的一个偶然，

贵州文华合唱团和香港美声合唱团

走在了一起，共同把一台“紫荆·兰

花同辉映” 合唱音乐会，唱响两地。

两位指挥家更是惺惺相惜， 对于张

老师的合唱组曲《五彩北疆》，“近

年来不多见的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

好作品。 ” 石老师评价说。 而在张老

师眼中，石老师 20 年精心打造的合

唱队，有着坚实音乐基础，更对他数

十年如一日， 不遗余力推动合唱艺

术无比的钦佩。

本报记者 刘辉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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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最美和声 分享美好共鸣

———贵州省著名合唱指挥家石恩一

在贵州老年大学合唱教室里，

50多位老年学员随着指挥石恩一老

师挥动的手臂，《新编沂蒙山小调》

的旋律，从不同的声部响起，优美、

和谐， 多层次展现着合唱的无穷魅

力……贵州老年大学合唱团曾将这

首歌完美唱响在贵阳市 2019年新年

音乐会上，赢得观众雷鸣般掌声。

今年 68岁的石恩一老师是贵州

合唱“灵魂人物”。 他一直格外忙碌。

除了老年大学， 石老师同时还

担任着贵州文华合唱团等多个合唱

团的艺术指导、指挥，每周的课排得

满满当当；不久前，他又带着省军区

合唱团前往昆明比赛，收获金奖。

身为国家一级演员的石恩一老

师，男中音，一直是活跃在舞台上的

独唱演员，却对合唱情有独钟。 现担

任着中国合唱协会常务理事、 贵州

省合唱协会常务理事长， 多次在全

国合唱大赛中获“优秀指挥奖” 。

20年中， 先后排演了 100 多首

中外合唱作品。 同时，石恩一老师带

领我省多个合唱团，在世界、全国合

唱比赛中斩获大奖。

“圆大家一个唱好歌的梦。 ” 这

是石恩一老师孜孜不倦推广合唱艺

术的初心。 他说，合唱的魅力，是一

项音域宽广、音色丰富的群体艺术，

激发着听众的情感共鸣。

提到黔东南州的肇兴侗寨，大

家都会想起一座座错落有致的鼓

楼、夜晚灯火辉煌的风雨桥，还有唱

着侗族大歌的少女。前不久，贵阳姑

娘冯婷用画笔描绘出肇兴侗寨的全

域景象，并做成手绘地图，之后走红

网络。

翻开这幅一米多长的手绘地图

画卷，一幅风光旖旎，犹如世外桃源

般的侗寨村落跃入眼中， 穿寨而过

的河流、整齐的民居，村寨周围的田

野森林， 让人不禁有想到画中一游

的冲动。仔细看，画卷里的景象绘得

十分细致， 甚至能看到行色匆匆的

游客、挑着扁担的村民、穿着侗族服

饰的姑娘， 俨然是一幅贵州侗寨版

“清明上河图” 的样子。

这幅手绘地图出自贵阳姑娘冯

婷之手， 爱好绘画的她时常会到贵

州的各个景区写生， 在肇兴侗寨和

镇远古镇也开有自己的文创体验门

店。 平时在和外地游客的交流中，她

发现肇兴侗寨的风景和民俗很值得

挖掘， 想着如果能把它重现在画本

上，能起到旅游宣传的作用，也能让

游客欣赏和了解贵州文化。

有了这个想法后， 冯婷去年 12

月中旬时开始在肇兴侗寨踩点，去到

寨子各个区域的最高处，鸟瞰每个角

度的侗寨，并拍摄好照片，记录下坐

标点的位置。 绘画前期工作准备好

后，冯婷决定以侗寨里的河流为中心

点，先用铅笔画出河流周围建筑群的

草图，再根据草图用针管笔细化出每

个景物的详细形态和线条。

在这幅手绘地图里， 侗寨里的

鼓楼和民居是图画中的重点， 在周

围的森林和田地里， 根据植物长势

不同， 用水彩毛笔上色时也会有变

化。 在我们看来，画这些内容是一件

很琐碎的事，必须非常认真和细心，

但对于冯婷而言， 这种琐碎的工作

很减压， 她感觉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很享受。

创作途中， 冯婷也在不断参考

其他地方手绘地图的构成元素，想

到如果可以把肇兴侗寨周边可赏可

玩的原始村落也画出来， 并写一些

游玩攻略， 这样手绘地图的功能性

就显现出来了。为此，她又为肇兴侗

寨绘制了简略的交通地图， 以及周

边的岜沙苗寨、加榜梯田等景点，并

在地图反面用文字和图画介绍了肇

兴侗寨的文化和“吃住行”信息。

“我希望能通过我的作品，让外

地游客了解贵州文化， 还能带走收

藏。 ”冯婷说，自己做文创开发已经

有 3 年多的时间，除了手绘地图外，

还原创制作有胶带、手办、笔记本等

产品，都融入有贵州特色元素，她也

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 创造一扇了

解贵州文化的窗口， 让更多人能够

欣赏贵州， 为宣传贵州的旅游魅力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罗林 文 /图

贵阳姑娘手绘肇兴侗寨地图

省美术馆 3 月 16 日开讲

文艺复兴艺术

说起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

“文艺复兴三杰” 达·芬奇、米开朗

琪罗和拉斐尔无人不知。 那他们有

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刻画？ 3 月 16

日下午 2点半， 在贵州美术馆学术

报告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

士研究生导师丁宁将带领大家领略

文艺复兴艺术的奇异风采。

届时， 丁宁教授将从文艺复兴

的“人性”角度展开分析，回顾文艺

复兴时期的威尼斯、 佛罗伦萨在艺

术方面所取得辉煌成就。此外，丁宁

教授还会特别讲述代表画家们张扬

的自我意识， 包括： 乔托自信的微

笑、提香“黑叶鸢尾花” 恰到好处的

细节安排、“文艺复兴三杰“不为人

知的细节刻画” 以及介绍丢勒为什

么是个“特别的天才”……

据介绍， 主讲人丁宁是北京大

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中国美协策

展委员会副主任，北

京国际双年展策

划委员，教育部

美术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上海美术

学院特聘

教授。 著

有《视远

惟 明———感

悟最美的艺术》

《感动心灵的西

方美术》《西方

美术史》等。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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