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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音乐盛宴精彩绝伦

二胡演奏大师陈耀星祖孙三代同台献艺———

直通孔学堂

8 月 9 日，孔学堂溪山踏歌行系列活动之“胡琴陈音” 陈耀星、陈军、

陈依妙二胡专场音乐会在孔学堂举行。 陈氏三代二胡传承人———中国胡

琴专业委员会会长、二胡演奏大师陈耀星，著名二胡演奏家陈军，二胡新

秀陈依妙联袂为筑城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二胡音乐盛宴。

新生代二胡演奏家陈依妙，

虽还是初中生，但台风稳健老练，

表演丝丝入扣。 她带来的青年作

曲家王瑞创作的《繁花》和根据

元代名家张可久的 《金字经·胡

琴》创作的一首乐曲，不仅展现出

了年轻一代对传统音乐的新认识

和新理解， 也让观众透过她的弦

音感受到了未来民族音乐的新声

音和新力量。

二胡演奏大师陈耀星则与儿

子陈军带来的 《太湖风》、《山村

小景》，有别于之前曲目的新锐和

时尚，更多展现出二胡那种经典、

质朴、 纯粹的音色。 音乐会的尾

声， 陈氏三代二胡传承人一起演

奏了陈耀星创作的曲子 《陕北抒

怀》。演出由坐在舞台最右边的陈

军开拉， 再传递给坐在最左边的

陈依妙，然后三人一起弹奏。 圆融

悠远的琴声中， 是一个音乐世家

的天伦之乐， 更是三代人的音乐

情怀。 演出结束，陈军特意邀请观

众打开灯光， 一家三代人背对观

众，拍了一张集体留影。

据了解，作为中国二胡世家，

陈氏三代的二胡音乐与马也有着

不解之缘。当年陈耀星创作的《战

马奔腾》 成为了二胡史上的第一

首武曲， 也成为陈氏三代人同台

演绎的必演曲目。 此次音乐会，除

了陈军带来的《新赛马》，陈军携

手女儿陈依妙合作了一曲 《狂野

飞骏图》，以此向父亲的经典作品

致敬。而最后爷孙三代合奏的《战

马奔腾》可谓压轴节目。 三代人、

三把胡琴演绎出万马奔腾的磅礴

气势，把演出推向了高潮。

据介绍， 此次演出是孔学堂

溪山踏歌行系列活动的第 28 场

音乐会， 是孔学堂中国音乐推广

与研修院成立以来的第 12 场音

乐会，也是 2019 年孔学堂第一场

二胡专场音乐会。

谢孟航

8 月 10 日， 贵阳孔学堂民乐

赏析文化系列讲座迎来了我国二

胡大师陈耀星和陈军父子二人，

他们以 《如何在拉琴中寻找快

乐》为主题，一起为前来聆听讲座

的二胡爱好者以及贵阳市民们献

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讲座。

陈耀星和陈军二人一边示

范、一边讲解，语言风趣幽默、活

泼轻松，极具亲和力。 他们形象地

将二胡的控弦指法用白开水、淡

茶、 浓茶、 咖啡等四种饮料做比

喻， 又对二胡的运弓力度用小轿

车、 面包车、 大巴和大卡车做比

喻，加深了听众对二胡的理解。

陈耀星老师表示， 练习二胡

时要专注，不能东张西望，还要有

创新意识， 鼓励业余选手也可以

分析别人的特点， 寻找自己的特

点，寻找新鲜感，保持持续学习的

那份激情。

针对当下出现很多孩子想考

职业二胡的现状， 陈军表示：“要

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演奏家是非

常困难的事情， 我本人的职业生

涯就是泪水伴着汗水一路走来，

所以， 建议家长及孩子在选择职

业演奏时要慎重。 ” 他谈到，自己

作为一个职业演奏家， 传播的却

是一个非职业的活儿， 更喜欢带

大家接触民乐、触碰乐器，在音乐

中寻找乐趣。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

够多多了解和学习中国的民乐，

民乐的继承与发扬还需要大家共

同努力。 谢孟航

陈耀星父子

笑谈二胡艺术

8 月 11 日，著名胡琴演奏家、中国音乐学

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孔学堂中国音乐推广与研

修院院长沈诚教授做客孔学堂， 以 《聆听国

乐，走近传统文化》为题，用“曲目 + 导赏” 的

形式向听众们分享了如何聆听音乐、如何从音

乐中学习和感受传统文化。

沈教授认为，“国乐” 一词古已有之，从唐

朝以来已有记载，泛指古代的宫廷音乐、礼仪

音乐和传统音乐。它既是中国传统音乐在历代

的延续，又是近代受到西方音乐思想、文艺思

潮和音乐技术影响而产生的新的中国音乐，是

与“西乐”相对应产生，相比较而存在。 因此，

它也指的是从近代开始的所有的中国音乐。

“国乐” 具有“民族性” ，这一特点能充分反映

中华民族的气度、美德、个性和人文精神，它就

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下形成了中华民族音乐

自己的范式， 虽然它的表现方式不一定相同，

但它的理论根基，它的目的，它的原理都是一

样的。

沈教授认为，在国学或者传统文化这么一

个包罗万象，无所不包的大背景下，大家可通

过不同的触角， 例如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著作、

历史典籍来感受或者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但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通过听音乐的方式去切

入、感受和了解传统文化。 因为音乐文化也是

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部分。聆听音乐是非常愉悦

的， 因为聆听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过程，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感受传统文化的途径。

现场， 沈教授还以 《高山流水》、《月儿

高》、《十面埋伏》等经典曲目为例，用“曲目

+讲解” 的形式向在座听众详细介绍了如何欣

赏、如何从聆听中感受到作品的文化内涵和历

史背景，这样的“学习方式” 获得了现场观众

的一致好评。 谢孟航

著名胡琴演奏家沈诚讲

解如何欣赏音乐

著名胡琴演奏家， 现任中国音乐学院教

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

乐委员会委员，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普及民

族音乐艺术委员会会长， 胡琴专业委员会副

会长， 教育部艺术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

委员，全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

专家

简介

孔学堂

中国音乐推

广与研修院

院长沈诚教

授

音乐会开场， 陈军

以一首融入了西方音乐

元素的自创曲 《弦语》

拉开音乐会帷幕， 全新

的曲风、 全新的演绎以

及炉火纯青的技艺，一

下子抓住了观众的耳

朵。 随后他带来的自创

曲《心中的阿尔金》、久

石让的 《天空之城》让

二胡这种古老乐器发出

了更具有时代气质的丰

富音色。 而陈军演绎的

经典改编作品 《新赛

马》， 其恢弘的气势、炫

技式的华彩段落也让观

众连连叫好。

8 月 10 日至 11 日，2019 年

第四届全国哲学伦理学博士生学

术论坛在贵阳孔学堂举行。 来自

全国各高校哲学伦理学领域的专

家学者及博士生 80 余人， 围绕

“中华传统伦理与当代道德问

题” 主题，展开为期 2 天的学术

研讨。

本届论坛由中国伦理学会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

心主办，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

心、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

院、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

院承办， 旨在推动哲学伦理学的

深入研究和发展， 提升博士研究

生学术能力， 增强博士生关注和

研究时代问题的使命感与自觉

性， 促进各高校和研究院所哲学

伦理学专业博士生的学术交流。

据了解， 本届论坛通过近半

年的精心组织， 共收到来自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

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

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同济

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师范大

学、首都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

南大学、贵州大学等 40 余所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学术论文 76篇。此

外， 论坛还邀请到 《哲学动态》

《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等

诸多重要期刊的主编和著名学者

担任本届论坛的点评专家， 为各

位学员的论文把脉会诊， 极大地

提升了本次论坛的质量和水平。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来自

全国各高校哲学伦理学领域的专

家学者及博士生 80 余人， 围绕

“中华传统伦理与当代道德问

题” 为主题，以小组讨论与专家

点评、哲学伦理学学术沙龙、博士

生论文颁奖仪式、 传统伦理与当

代道德之行等形式， 展开了关于

中西方哲学思想、 中西方伦理思

想、 哲学及伦理学的当代价值与

应用等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最终， 本届论坛产生获奖论

文 46 篇， 其中一等奖论文 5 篇，

二等奖论文 10 篇， 三等奖论文

20篇，优秀奖论文 11篇。 在颁奖

仪式上， 本次论坛主办方与承办

方共同为获奖学员进行了现场颁

奖。 谢孟航

8 月 9 日上午，“中国精神·

中国梦”———第三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书法作品主题创作暨全

国基层巡展在贵阳孔学堂开幕。

书法名家和广大书法爱好者 200

余人参加活动。

此次巡展将于今年 8 至 9 月

在贵州、海南、北京三地举行，展

览所展出的 100 余幅作品， 是由

90余位来自基层一线的青年骨干

书法家，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主题， 精选与之相关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经典名句进行创作。

书法家们以为时代而书、 为时代

立传、为时代明德的精神，凭借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感知

和时代体悟， 立足传统、 传承创

新， 向广大书法爱好者展示艺术

家们把握时代脉搏、 笔墨当随时

代的文化自信和不忘初心、 砥砺

前行的坚定信念。

据悉，自 2014 年开始，中国

文联、 中国书协已经连续五年举

办“中国精神·中国梦 ---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书法作品主题创作

暨全国基层巡展” 活动，曾先后走

进四川、江西、江苏、甘肃、河北等

地。 谢孟航

第三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法作品展在孔学堂开幕

百余幅展出作品

均来自基层一线

数十名博士生

“切磋” 中华传统伦理

聚焦 2019 年第四届全国哲学伦理学博士生学

术论坛

音乐会上的陈耀星、陈军及陈依妙祖孙三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