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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岁的刘彦呈，就读于中天北京小学二年级的他，是一个球场上的精灵，无论足球还是篮球，都非常

喜爱。精力充沛的他，踢足球时力道十足。有一次足球比赛，他发力踢球，足球瞬间将学校的 LED屏撞碎。

生活中的刘彦呈是一个慢热型的男孩，外表看起来温和内向，熟络之后，刘彦呈便会展示他的热情与灵

动。 刘彦呈有较强的节奏感，加上精力等待释放，便又开启了架子鼓的学习之路，成为一名灵动的鼓手。

刘彦呈有较强的节奏感，是他学习

架子鼓的原因之一。 两三岁时，他听到

各种类型的音乐，就可以准确地打出节

奏。 坐在妈妈车上，他常用矿泉水瓶跟

着收音机里的音乐打节奏，一副乐在其

中的样子。 刘彦呈 5岁时，师从杜洋，开

始学习架子鼓。

那时候，刘彦呈小小的身躯坐在架

子鼓前，够不着脚踏器，每次还得站起

来踩脚踏器。 天赋异禀，让刘彦呈进步

较快。 即便是学习比较难的节奏和乐

句，只要经过老师杜洋点播，刘彦呈很

快就能上手。 幼儿园毕业晚会上，刘彦

呈独立演奏欧美摇滚金曲 《rolling� in�

the� deep》。 大方得体的表演，让刘彦呈

的妈妈都有点吃惊。 学习架子鼓，无形

中也让刘彦呈变得自信、大胆。 回忆起

那次表演，刘彦呈淡定地表示：“其实我

并不紧张啊。 ”

经过三年的学习，刘彦呈今年已经

通过了爵士鼓四级的考试，同时可以为

大多数流行歌曲进行架子鼓伴奏。

有浓烈的兴趣作为内驱力，面对枯

燥乏味的训练，刘彦呈选择了坚持。

记者采访刘彦呈时，杜洋老师刚刚

给他上完一堂课。 学习架子鼓，还让刘

彦呈掌握了学习方法，那就是遇到困难

找老师。

杜洋老师表示：“学习乐器，除了培

养音乐素养，也是学习方法的培养。 掌

握了方法， 让孩子有持续学习的能力，

并让孩子学会坚持并克服学习中遇到

的各种困难。 ”

进入小学后， 遇上学习懈怠时，妈

妈也会用学习架子鼓的经历激励刘彦

呈。“演奏好一首乐曲，真的要练习很多

次才行。学习有时候也是一样的。” 刘彦

呈说，经过艰辛付出，收获学习成果时，

内心有满满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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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感强 爱打架子鼓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

的形状，地球是圆的，房

子是长方形的， 桥梁有

拱形的， 甚至树木、花

朵、 石头都有着自己的

形状。 在拍照时，我们可

以去发现这些形状，找

到有趣的构图方式，拍

出一张好看的照片。

在摄影中， 这样的

方式常常被称为极简主

义， 是如今流行的一种

艺术风格， 使用简单的框架构图方式

来诠释画面的美感。 这种拍摄方法

就是指拍摄时将一些单独或者

多样的形状放进各自的背景

中， 与其他景物或人物相呼

应，从而产生有趣的画面感。

通过图一可以看出，整体

画面看似构成物体多样、复杂，

其实就是由两个主要的形状构

成的， 天上半圆形状的彩虹与地上

的马路、 车流和高楼共同形成的三角

形， 这样的框架构图画面会让观赏人

的第一视觉是从形状中进入， 快速吸

引人的眼球。

而图二就更加简单明了， 长方形

的楼房、长方形的天空与圆形的月亮，

想要找到完美的对称是不容易的，因

此最简单的就是不对称。 让画面简洁

地分成两到三个部分， 其中一个部分

安置着拍摄的主体月亮， 这样观众一

下就能明白你的拍摄主体是夜晚安静

城市上空的一轮圆月，画面简洁又不失

美感。

在摄影构图中，形状可能是一个最

基本的要素，一些获奖照片只凭借单个

形状就可以具有视觉冲击效果，或是通

过几个形状之间的巧妙组合而达到不

同的美感。 尝试挖掘生活中的形状，你

也可以拍出别具一格的照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巧妙利用各种形状

拍摄出有趣的照片

图一

这张照片大家肯定都很熟悉， 对了，他

就是雷锋。 看到这张照片，不知大家注意到

没有，他的胸前挂着一把很威风的枪，这支

枪叫什么？ 又是怎样的存在？ 来看看聂老师

的讲解。

雷锋胸前挂的，是波波沙冲锋枪中的一

种。 这是世界上第一种豪华版的冲锋枪，它

火力凶猛、耐用，而且非常好看！

冲锋枪是 20世纪 20年代发明的。 在它

出现以前，步兵使用的长枪只有步枪和机关

枪。步枪是单发射击，机枪是连发射击。两种

枪都有优势，但各自都有缺点。 机枪的缺点

就是太长、太重，打枪时后坐力大，瘦弱的人

胸膛顶不住。 而步枪只能单发射击，杀伤力

不强。

“能不能造一种能像机枪一样连发，但

又轻巧短小的枪呢？ ” 于是一种微型机关枪

就出现了。 因为这种枪适合阵地上冲锋陷

阵，所以取名“冲锋枪”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世界上已经

有了多种冲锋枪，著名的是英国的司登冲锋

枪，还有德国的MP38式冲锋枪。

1940年，苏联人斯帕金研制出了波波沙

冲锋枪。这种冲锋枪，枪管上包裹着散热筒，

还有木枪托。最独特的是配备了圆盘形的弹

匣，能装 71发子弹。 而其他冲锋枪的弹匣一

般是 30发子弹。 弹匣装的子弹越多，连续射

击的时间就越长， 对敌人的杀伤力就越强，

更能占尽先机。

波波沙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能单发射

击，而且精确度很高，在 200 米距离内，可以

当步枪用。 这是其他冲锋枪无法比拟的优

点。 据了解，波波沙冲锋枪 1940 年诞生，第

二年，纳粹德国就大规模侵略苏联。 面对德

军的闪电战，苏联有些措手不及，被打得节

节败退。 但 2年后，苏联凭借强大的实力，开

始对德国实施反攻，并于 1945 年打进德国，

攻占了它的首都柏林，逼得德国人投降。

在这场战争中， 波波沙冲锋枪功不可

没。 在反攻时，苏联红军经常是一个营几百

人全部使用波波沙冲锋枪。 密集的火力，让

德国士兵闻风而逃。

6 年后， 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的志愿军

战士也用上了波波沙冲锋枪。 在这场战争

中，除了志愿军战士英勇战斗、指挥员指挥

得当外， 波波沙冲锋枪也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 志愿军战士用这种冲锋枪，打得美国军

队晕头转向，最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

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聂俊

波波沙冲锋枪

集中步枪机枪优点

除了热爱打架子鼓，刘彦呈还喜欢

足球和篮球。 4 岁时，父母想让刘彦呈

增强体质，便让他学习足球。 “在球场

上跑起来很酷啊。 ”这是刘彦呈想要学

习足球的动力。父母将他送到一家足球

培训班， 他当时还是班级最小的学员，

穿的球衣都是松松垮垮的。

只喜欢在球场奔跑射门的刘彦呈

意外的是，学习足球，首先是练习基本

功，跑步、颠球、练脚法……这让刘彦呈

感到疲惫不堪。 不过，刘彦呈一直期待

着自己在场上帅气地奔跑射门，所以每

次上课都坚持。

随着训练的深入，刘彦呈逐渐进入

了状态， 成为了球队里的足球小将，以

力量大著称。有一次比赛，大力射门时，

球偏了，将学校的 LED屏撞碎。 这一脚

力量之大，让教练都有点惊讶。

刘彦呈的妈妈说，足球训练燃烧了

卡路里，释放了能量，只有运动后他才

会静如处子。 学习足球后，刘彦呈的平

衡感、协调性也得到训练。随后，他还加

入了篮球学习及滑雪训练。

贵阳晚报融媒体记者 杜立

足球小将 帅气奔跑

刘彦呈： 灵动的鼓手 球场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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