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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仡佬族、水族、苗族……贵州

多地的民间音乐、民间乐器融入在一台音

乐会中。 台上乐手娴熟演奏，台下观众还

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参与演奏，甚至唱起侗

族欢歌。11月 4日晚 20点，由中共贵州省

委宣传部、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贵

州文化演艺集团出品， 贵州民族乐团、贵

州省花灯剧院制作演出的交互式民族音

画《高原·听见贵州》在贵州国际会议中

心演出，获得观众好评。

《高原·听见贵州》以多彩的贵州高

原为创作背景， 以多媒体互动演出为特

色，是融合了民族音乐、民间乐器、美术作

品及展览的可听、可视、高互动综合舞台

表演项目。 交互式民族音画《高原·听见

贵州》源于民族管弦乐《高原》，是由贵州

省民族乐团副团长、贵州省花灯剧院副院

长龙国洪 2016 年始创作并获得国家艺术

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的作品。

2018 年， 龙国洪在原作基础上进行多维

艺术构思，首创了“交互式民族音画” 这

一艺术形式。其音乐作品全部取材于贵州

民间音乐曲调，演奏乐器更是强调贵州特

色，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乐器是贵州民间乐

器或民间改良的乐器，自带贵州标识。 其

中，拉弦和弹弦乐器均为乐团自行研发并

获得专利的乐器。 视觉上，选取多位著名

画家和工艺美术师的作品进行整体、局部

及微动态处理，使音乐与美术的结合更贴

切。 在交互方式上，观众体验了在剧场通

过手机进行互动共演，实现了人人都是艺

术家的大众艺术创造价值。

《高原·听见贵州》共分为五个乐章，

由民族管弦乐《家。 山。 水》、小瓢琴与大

瓢琴二重协奏《高坡顶上》、民族管弦乐

与多媒体《节庆记忆》、民族管弦乐《乌蒙

循回》，民族管弦乐与合唱《天地人间》构

成。 龙国洪说，这次演出的《高原·听见贵

州》和此前的演出相比，进行了提升与改

进。 “音乐品质的提升，乐手对乐器的熟

练程度提升了。 同时，我们削弱画面对音

乐的影响，弱化了高频次闪动的画面。 还

增加了乐章前奏曲： 第一乐章增加了

木叶的现场演奏， 第三乐章增加了黔

西北原生态芦笙的现场演奏， 第四乐

章增加了一种叫六弦和鸣的彝族民间

拉弦与打击乐组合演奏， 第五乐章增

加了侗族的笛子歌。 我们想通过用原

生态前奏曲演奏丰富舞台内容形态，

让更多人了解贵州人心理转变的状

态。 ”

演出中， 观众看见和听见的乐器

当中，约 80%都是贵州省民族乐团自

己研发的。 龙国洪说，很多年来，也有

很多团队都在进行这样的研制， 省民

族乐团也为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低音

提供了解决的方案。 从 2012 年开始，

省花灯剧院对贵州的民族民间乐器进

行收集、整理，然后改良和提升，当中

将苗族的古瓢琴改良细分， 并制作出

大、中、小、低音瓢琴的瓢琴系列，“用

大瓢琴和低音瓢琴， 就可以在我们民

族音乐中， 替代原本使用的大提琴和

低音提琴，这更符合贵州的民族风。 ”

此外，还有作为功能性的拉弦乐、弹拨

乐、吹管乐乐器，都是在贵州民族乐器

的基础上进行改良的。 贵州省民族乐

团在 2015 年至 2016 年获得了国家的

专利，到今年登台的乐器，已经是第 5 次

升级的乐器了。

除了听之外，观众也成为了《高原·

听见贵州》的“表演者” 。 龙国洪解释“交

互式民族音画” 的特点是：让观众和台上

的演奏者共同完成作品，这种融合交互的

方式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尝试。“我们希

望观众在欣赏音乐会的同时，也可以一起

参与， 这种交互应该会让观众感到有

趣” 。 龙国洪说。 省民族乐团为此开发了

一个微信小程序，观众可根据小程序互动

板块中的选项加入演出，“比如可以选择

各种声音配乐，甚至参与演唱。 ” 龙国洪

剧透，演出到第五乐章时会有一段侗族大

歌的音调， 谱子会发在互动小程序上，但

凡是识谱的观众，都可以跟着演员一起演

唱。 龙国洪坦言，自己从事民族音乐会多

年，观众反映说大家就老老实实地坐在下

面听，中间好像有一道屏障，把听众和演

奏家隔开，“那我们就尝试共同演出” 。

在演出的最后一个环节，喜爱音乐的

罗女士跟着大家一起唱起了侗族大歌。

“听过交响乐， 再来听很有贵州风格的民

乐，感到很亲切、很舒心。贵州也有上得了

台面、而且让大家很有民族自豪感的这么

一台音乐会。 作为贵州人很开心， 很骄

傲。 ”肖女士则感叹，作为精品音乐会，作

为传统、民族的东西，能得到发扬和传承，

是年轻人的一种幸福。 “很多民族的音乐

我们不了解，《高原·听见贵州》是一本有

声有画有趣的民族音乐教科书。 ”

2019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高原·听见贵州》音乐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杜立

改良贵州民间乐器

观众演员一起演唱

不仅仅是男女主角，东方卫视《奔

腾年代》 的配角们也有着各自的精彩

故事，在一群优秀演员的演绎下，为观

众送上一出出生动饱满的群像戏。冯仕

高（赵达饰）内敛克制，一心追求仕途

发展， 但当他面对暗恋多年的金灿烂

时，那份真挚的感情也将观众带回了纯

粹的 60 年代。 美丽的厂花白曼宁（徐

小飒饰）， 虽然貌美却极度缺乏安全

感，扑朔迷离的身世也暗藏玄机。 十分

圈粉的内燃机车总工姚怀民 （李解

饰），为人踏实勤恳，对工作认真负责，

在李解幽默感十足的方言演绎下，角色

变得愈发真诚可爱。还有一袭旗袍的常

家大姐常汉坤（梁爱琪饰），举手投足

之间尽显大家风范。

剧中，奋斗在铁路一线各岗位的工

作者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火车头精

神” ， 让观众看到了祖国 70 年在电力

机车行业风雨兼程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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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年度战争巨制 《决战中途岛》11 月 3

日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导演罗兰·艾默里奇透

露设计了大量空战特效镜头。 当天，导演李少红、

导演王晶、 演员夏雨、 演员冯绍峰也纷纷到场观

影， 不少军事专家看片后也认为这部电影对历史

的还原度很高,细节也做得十分考究。

电影《决战中途岛》由《2012》《独立日》《后

天》导演罗兰·艾默里奇执导，艾德·斯克林、卢克·

伊万斯、帕特里克·威尔森、伍迪·哈里森等主演，

讲述二战时日本突袭珍珠港后， 美军最具传奇色

彩的反击战役，影片以“恢弘场面 + 真实细节” 造

就了战争史诗。

发布会当天, 导演罗兰·艾默里奇率先亮相。

他介绍，为了真实还原历史，剧组搭建了许多真实

场景，以原尺寸打造了战机，还设计了大量第一视

角的空战特效镜头， 目的就是为了给观众献上一

次绝对不可错过的大银幕体验，“每一次飞机起落

都要两次完成拍摄，先完成地面 360 度记录，再拍

摄飞机的画面，摄影师要抓到绝对精确的角度，后

期也进行了大量的制作和修正。 ”

电影将于 11月 8日公映。

梁晓雯

《决战中途岛》

11月 8日公映

导演艾默里奇说幕后

科幻科普综艺

节目 《从地球出

发》日前在北京启

动,宣布将于 12 月

20日在江苏卫视首

播。 演员张俪加盟

该节目， 发布会现

场她更是打趣道，

“演了这么多年戏，

去了这么多地方，

但是从来没离开过

地球” 。

《从地球出

发》节目幕后团队

集结了来自《疯狂

外星人》《大圣归来》《琅琊榜》《伪装者》《九州

缥缈录》 等多档重磅影视作品的核心团队, 将用

“科幻剧 + 科学说” 的叙事形式,引入电影团队、

科幻大咖、科普达人合力打造。 节目将演播厅构建

成一艘穿梭时空的宇宙飞船， 观众跟随明星嘉宾

代表在飞船中沉浸式目击科幻故事的跌宕起伏，

借助飞船演播厅里的虚拟再现、创意实验、科学脱

口秀等手段，开启深入浅出的宇宙探索之旅。

据悉，“科幻剧” 部分每期讲述一个相对独立

的故事，由众多实力派演员出演。 “科学说” 环节

邀请明星嘉宾、意见领袖、科普达人、科幻作家展

开脱口秀，共同破解天文知识奥秘。

曾乐

“硬核科幻” 串联“知识大秀”

张俪加盟

《从地球出发》

电影 《受益人》11 月 3 日在北京办首映礼，

主演大鹏、柳岩、张子贤，导演申奥、监制宁浩集体

亮相与观众交流。

《受益人》讲述了代驾司机吴海(大鹏饰)对

网络女主播岳淼淼 (柳岩饰) 展开猛烈的求爱攻

势，在好友钟振江(张子贤饰)的唆使下，企图娶妻

骗保的故事，这场婚姻骗局的过程却意外频发、笑

料不断。电影打动了不少现场观众，认为电影把小

人物的挣扎、社会的压力描写得淋漓尽致，“可以

笑着看生活的辛酸” 。

大鹏此次的演技获得不少称赞， 他把自己完

全塞到了一个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身体里， 他也透

露为了体验人物，曾经化妆在重庆街头乞讨卖唱。

大鹏表示希望电影引发一些讨论, 让大家对爱情

有不一样的看法。

导演申奥此次与宁浩监制合作完成自己的首

部长篇电影《受益人》，他也表示“自己的第一部

作品能有这样的呈现效果， 与宁浩在筹备阶段的

魔鬼训练分不开” 。 《受益人》将于 11 月 7 日开

启第三轮点映,11月 8日全国公映。 晓雯

大鹏演技获好评

电影《受益人》首映

张俪

李解饰姚怀民

音乐会现场

演员演奏的都是一些特别的乐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