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7 日， 由苏州市文联、贵

阳市文联主办，苏州市书协、贵阳

市书协承办的“苏州·贵阳交流展”

在贵阳美术馆举行开幕式。

据了解，苏州、贵阳此次展览

共展出 80 件书法作品， 两地各 40

件。 展出的作品充分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以歌颂新中国成立

七十年来发展成就， 歌颂党和人

民，歌颂时代为主题，展览充分展

示了两地在书法传承方面取得的

成果。

“此次展览，是我们两城再续

前缘” ， 苏州市书协主席王伟林介

绍，苏州、贵阳两地书法界颇有渊

源，原苏州市文联主席谢孝思先生

是贵阳人，曾在苏州生活了 62个春

秋，谢孝思先生还曾带领苏州一行

来贵阳作文化交流，就此两城的文

艺界结下深厚的友谊。 有缘的是，

贵州省书协主席包俊宜祖籍也是

江苏太仓。

此次展览将在贵阳展出至 9月

21 日，市民可免费参观。 11 月，该

展将在苏州展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文 /图

十年跬步露锋芒 即将奏响新乐章

贵阳交响乐团成立十周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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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第十一个音乐季“菜单”公布，明日举办开幕音乐会

8 月 15 日， 贵阳交响乐团

正式公布 2019———2020 第十一

音乐季“菜单” ，此次音乐季将

持续至 2020 年 7 月， 期间将上

演 20 余场音乐会。

贵阳交响乐团自 2009 年 9

月 19 日首演至今， 已走过十个

春秋。 9 月 19 日和 20 日晚 20

时，贵阳交响乐团将在贵阳大剧

院音乐厅举办开幕音乐会，这场

音乐会也是 “建团十周年庆

典” ，是乐团历经风雨十年磨砺

和开拓终成文化名片的见证。

乐团十周年

庆典音乐会亮点多多

2009年， 副团长盛文强还是一

名单簧管演奏员，从海外归国后，报

考了贵阳交响乐团。 他从建团的第

一天到如今一直跟随着乐团一起成

长。 根据他回忆， 乐团的第一场演

出，是由著名指挥家李心草、陈佐湟

执棒。 小提琴演奏家刘云志的《梁

祝》让他至今难忘。

“这是婴儿的第一声啼哭。 ” 指

挥陈佐湟这样评价十年前的那场音

乐会。 盛文强还记得，十年前，为了

亮好第一次相， 乐团整整排练了三

个月。 如今，即将上演的“建团十周

年庆典———开幕音乐会” 也将连演

两天，而乐团仅需排练三天。

为了过个有意义的十岁生日，

“建团十周年庆典———开幕音乐

会” 如十年前一般特地请来著名指

挥家陈佐湟、著名小提琴家刘云志。

演出将由陈佐湟、张国勇执棒，刘云

志将再次奏响小提琴协奏曲 《梁

祝》。

“建团十周年庆典———开幕音

乐会” 将在威尔第《命运之力》序曲

拉开序幕， 随后小提琴协奏曲 《梁

祝》亮相，最后由肖斯塔科维奇《d

小调第五交响曲》收尾。据盛文强介

绍，贵阳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指挥张

国勇是目前国内公认的肖斯塔科维

奇交响曲的最佳诠释者。

第十一个音乐季

两大亮点奏响新乐章

从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7

月， 贵阳交响乐团 2019———2020

第十一个音乐季的节目单早已安

排妥当，共有 23 场音乐会、6 场艺

术普及音乐会。期间有《新年音乐

会》《儿童音乐会》《北京现代音

乐节》等音乐会，以及《俄罗斯风

情》《法兰西韵律》《纵横欧亚》

《浓情意大利》 等异域风情浓郁

的交响乐音乐会。

据张国勇介绍， 此次音乐季

在曲目上有两个亮点。 第一个亮

点是： 因为 2020 年是贝多芬诞辰

250 周年，所以乐团将在整个 2020

年 （包括第十一个音乐季下半季

与未来的第十二个音乐季上半

季） 为观众献上全套贝多芬交响

曲。 其中，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的

闭幕音乐会上， 指挥张国勇将与

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合作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第二个亮点是艺术普及板

块———赏心 “乐” 目音乐会。 在

2019-2020 演出季中将开设 6 场普

及音乐会， 将邀请著名指挥家与贵

阳交响乐团合作， 一边演奏交响乐

作品一边从不同的角度为观众进行

讲解 ， 并且特别设置了亲民票

价———69元。

“低票价，主要是为了让更多的

听众能够来到音乐厅， 和我们享受

音乐之美。 ”音乐总监、指挥张国勇

一直致力于推广交响乐， 从乐迷俱

乐部到赏心“乐” 目音乐会，目的都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走进古典

音乐的世界。 他说：“贵阳交响乐团

的壮大， 其实是让我们贵阳这张文

化名片更加靓丽。 ”

第一场赏心 “乐” 目音乐会

已在 9 月 14 日开演。 由中国第一

位交响乐女指挥家郑小瑛执棒，

以“有故事的音乐” 为主题，带来

经典歌剧中的序曲， 给新乐季的

音乐普及开了个好头， 现场演奏

的瞿维、马可等版本的《白毛女》

之“北风吹” 、贝多芬的《艾格蒙

特》序曲、威尔第《茶花女》序曲、

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等，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乐曲。“交响

乐迷” 老杨在听完现场后，激动地

评价这位 91 岁的女指挥家：“这

是一位满头白发的淑女， 生命不

止，指挥不停，激情澎湃，艺术永

恒。 ”

赏心“乐” 目系列音乐会的首

场告捷， 是张国勇早就预料到的：

“我相信这个节目推出之后，一定可

以在贵阳听众中间引起一番轰动，

因为这个节目是接地气的， 是能够

凝聚人心的。 ” 而通过古典乐的普

及， 张国勇希望：“我们贵阳听众能

够像过去十年那样， 更多地支持关

心贵阳交响乐团。” 贵阳交响乐团的

壮大， 其实是让贵阳这张文化名片

更加靓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当初，我感觉在贵阳交响乐

团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果断

地来到贵阳。 十年过去，与这个乐

团一起成长， 我很庆幸当初的选

择。 ” 贵阳交响乐团副团长盛文强

深有感触地说。

盛文强自幼学习单簧管，于

2000 年就读于白俄罗斯国立音乐

学院；2006年获得乌克兰国际管乐

比赛的重奏金奖及独奏第二名；

2007 年取得单簧管演奏及室内乐

演奏硕士学位。

盛文强回忆，2009 年 3 月份

时，他与妻子都在山东济南担任音

乐老师， 得知贵阳交响乐团招考，

盛文强动心了：“作为一位乐手，更

希望有一个舞台，让自己能与观众

交流，得到锻炼。” 他与妻子一拍即

合，双双到贵阳参加考试。“那天一

进入考场，我吃了一惊，面前的考

官都是国家交响乐团各声部首席。

我当时就感觉，这会是个很有前途

的乐团。 ”

通过严格的考试，盛文强与妻

子成为该乐团第一批演奏员。

盛文强记得， 进入乐团后，首

先感受到的是优厚的待遇和工作

条件。 除了收入水平高于国内其他

职业交响乐团外，由星力集团出资

购买 10 套住宅用于中国籍演奏员

居住，并为外籍团员安排了贵阳大

剧院内便于上班的住房，还购买了

一台豪华大巴接送员工上下班。

但在享受优越工作待遇的同

时，乐团成员也要遵守严格的管理

制度。 每一个签约进入贵阳交响乐

团的音乐人，都会收到一份《演奏

人员工作守则》， 其文字内容长达

20页。 这一“守则” 从基本行为规

范到薪资管理，以及奖惩条例等都

做出了全面的规定，细化到如“不

能穿短裤、 拖鞋上班”“排练时不

能带手机”“提前 5 分钟进入排练

场”等等。 “守则”里的很多内容，

如对工作时间的规定等，都参照了

国际惯例。 此外，乐团会定期对演

奏人员进行业务考核，实行末位淘

汰制。同时，表现突出的乐手，也会

站到前台。 “这里没有铁饭碗，待

遇全凭实力争取。 ” 盛文强说。

创新体制、良好的氛围、优厚

的待遇，让音乐人丢掉杂念，专注

于艺术创作，使乐团迅速成长。

在舞台上得到锻炼的同时，盛

文强在乐团的角色也在改变， 到乐

团的第二年，盛文强成为团长助理，

第三年开始任副团长。“作为乐手，

在台上表演会享受到掌声鲜花。 而

在舞台下工作是为所有的乐手、为

整个音乐会做服务， 当看到所有的

观众为这场音乐会鼓掌、喝彩，这时

候我获得的满足是同样的。 ”

如今，盛文强定居贵阳已经 10

年了，有了孩子，将双方的父母也

接到了贵阳居住，而且已拿到了贵

阳的身份证，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

贵阳人。

盛文强告诉记者，不仅是他这

一家，乐团的很多乐手也都在贵阳

买了房成了家。 一名意大利籍和一

名英国籍的演奏员分别在贵阳找

到了伴侣，结婚安家；一对白俄罗

斯夫妇把孩子接来贵阳读书……

“目前乐团成员有贵州的， 也有中

国各个省市的， 还有来自意大利、

法国、白俄罗斯、西班牙、哥伦比亚

等国的优秀乐手。 大家都很喜欢贵

阳，把乐团当成了家。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文 郭然 /图

“我很庆幸当初的选择”

———贵阳交响乐团副团长盛文强

演出时的贵阳交响乐团

贵阳交响乐团音乐

总监、指挥张国勇

苏州·贵阳交流展开幕

两城书法作品

贵阳美术馆展出

展览现场

东方卫视今年的 “燃情筑梦，

剧献祖国”季，共推出五部剧作。日

前举行的“剧耀东方” 超前点映会

北京站上播放了五部剧的片花，有

三部剧作以行业建设为题材，此

外，还有一部当代军旅题材以及一

部反特题材。

军旅题材的《陆战之王》以坦

克兵为题材的军旅剧，以新兵与老

兵之间的碰撞作为主要的戏剧点。

定档于 9 月 22 日播出的 《在

远方》， 表达了在新世纪来临之际

的创业者们的“豪情” 。

描绘中国第一代电力机车工

程师的《奔腾年代》定位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

聚焦中国电脑行业发展的《大

时代》，则有一种风雨不改的“激

情” 。

另外，反特剧《瞄准》可说是

五部剧中气质最为独特的一部。 以

1949 年的“松江” 为背景，两方之

间的较量被浓缩在了两个顶尖狙

击手的瞄准镜当中。

据《北京青年报》

五部电视剧

“剧献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