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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歌《我们爱北京》应征“
歌唱北京” 为第一首少儿题材应征作品

何欣 写出儿时记忆中的北京

为孩子写歌的音乐人何欣。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火热
进行中，截至 5月 14日，应征
作品总数达到 2021件，其中歌
词作品 1730件、歌曲作品 291
件。应征作品中，有一首儿童歌
曲格外引人注目，这也是组委会
目前接到的第一首少儿题材应
征作品。这就是由中国儿童艺
术中心选送、何欣作词作曲的

《我们爱北京》。对此，作者何欣
表示，“我要把儿时记忆中的北
京写出来”。
有着多年音乐工作经历的
何欣，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
父亲了。作为父亲，何欣经常会
在网上给孩子搜索儿童歌曲，但
他发现婴幼儿歌曲不计其数，对
于其他年龄段的孩子却是要么
还在唱着自己当年唱过的儿
歌，要么早早哼唱起了成人流
行歌曲。“儿童有独特的心智阶
段，非常需要适合他们成长的儿
歌，抒发孩子独有的情感，我们
这些音乐制作人不应该忽略孩
子们的音乐需求，应该放下身
段，用孩子活泼的视角看世界。
所以，当中国儿童艺术中心找
到我，希望我创作一首歌唱北
京的歌曲时，我第一个念头就
是要写一首从曲风到歌词都积
极阳光、励志向上的儿童歌曲，
这应该是一首适合孩子演唱的
歌颂北京、赞美家乡的歌曲。”

谈及创作过程，何欣说：
“身
为北京人，写一首歌唱自己家乡
的歌是一种荣幸，如果能用最童
真的语言表达方式，写出一首既
具有北京地方特色，又能够充分
表达儿童对于北京这个城市，对
于美好的大自然、快乐幸福生活
的热爱与向往更是一种成功。得
知‘歌唱北京’征集活动的时候
正好是春节期间，于是一直在家
里构思。看着两个孩子在捧着手
机、平板电脑打游戏，听着他们
聊天嬉闹，我深深感受到现在孩
子们的状态与我小时候不同，我
仿佛穿越回了自己的童年时代，
耳边响起春节的鞭炮声、此起彼
伏的拜年声。我知道，灵感来了。
我要通过这首歌告诉孩子们，最
具有老北京特色的游戏是什么。
于是我写出了‘听爸爸说他小时
候常听见鸽哨哼鸣，鸽子们无忧
无虑翱翔在那蓝天白云。还记得
妈妈说她跟小伙伴来跳皮筋，奔
跑在绿油油的一片大草地’这几

句歌词。”
何欣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北京的
点滴变化我都看在眼里。北京
情结是一种刻在我骨子里的东
西。”而“爱国、创新、包容、厚德”
的北京精神，在何欣看来，正是
把北京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国际
化大都市的完美统一、是城市特
色与市民气质的恰当融合。“越
来越多的人来到北京工作、生
活，这座城市也正发生着巨大
的变化。所以当得知‘歌唱北京’
原创歌曲征集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地提起了笔，我要把
儿时记忆中的北京写出来。我
希望通过自己创作的作品，弘
扬北京精神，歌颂新时代新北
京。”
据了解，中国儿童艺术中心
还准备将《我们爱北京》拍摄成
MV，而且将全部由中国儿童艺
术团的孩子们完成。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李澄

祖克曼 大师返场伴奏《摇篮曲》
与指挥大师圣克莱尔同台亮相五月音乐节 热情观众令七旬大师两度返场

国太平洋交响乐团一起亮相五
北京晨报讯 （首席记者 李
“请大家跟着我的琴声唱起 月音乐节。圣克莱尔是 20世纪
来！”再次返场的年逾七旬的平 指挥巨星、作曲家伯恩斯坦的学
夏斯·祖克曼大师操起小提琴轻 生，深得伯恩斯坦艺术思想的精
轻奏起了《摇篮曲》的旋律…… 髓，而从未来过中国的美国太平
观众席间渐渐地传出越来越多 洋交响乐团对于中国乐迷来讲
人的哼唱声，祖克曼就这样轻松 也颇有几分神秘感，这个“大神
地把观众拉到了自己身边，这是 级”的组合以及他们带着莫扎
前天晚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美 特、拉威尔、穆索尔斯基的曲目
国太平洋交响乐团音乐会上半 造访国家大剧院，令北京的乐迷
充满了期待。
场最后感人的一幕。
音乐会上半场以拉威尔的
平夏斯·祖克曼上一次来北
京还是 2009年，想要现场领略 《达芙妮与克洛埃》第二组曲开
这位神话级的小提琴大师真的 场，绚烂的色彩，华丽的音响，带
是不容易。此次是祖克曼与指 着美国本土气质的演奏风格，让
挥大师卡尔·圣克莱尔率领的美 这个《达芙妮与克洛埃》有着另一
澄）

种绚烂的拉威尔色彩。上半场最
让人期待的当然是，
“大神”祖克
曼的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
曲》，年逾七旬的祖克曼宝刀不
老，漂亮而又扎实音色可谓活力
十足，令人赏心悦目，乐曲结束时
迎来满场的喝彩声和掌声。不依
不饶的观众令祖克曼两度返场，
首先带来的电影《辛德勒的名
单》主题曲经典旋律，令观众更
是异常火爆。再度返场的祖克
曼，跟观众玩儿起了互动，
“请你
们跟着我的琴声唱！”随手用小
提琴奏出了《摇篮曲》的曲调，心
领神会的观众跟着哼唱起来，渐
渐汇成了轻声的大合唱，与“大

神”的“合作”经历难忘，中场休息
时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音乐会下半场，乐团在指挥
家圣克莱尔执棒下带来了穆索尔
斯基经典组曲《图画展览会》，音
乐中跌宕的旋律、丰富的色彩、巨
大的能量再一次点燃了观众的热
情。全场最精彩也最能展现这支
“美国五大”之一的交响乐团特色
的是返场的伯恩斯坦音乐剧《西
区故事》中著名的《曼波舞曲》，
乐团以他们最擅长的带有爵士
乐音色的色彩和节奏，让音乐会
进入了“癫狂时间”。看得出来，
伯恩斯坦才是他们最拿手最有
心得的，只可惜演出结束了。

赵茹蘅 《娘子军》有《巴黎的火焰》的基因
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 8 年后重返北京 全明星阵容献演脚尖上的盛宴
北京晨报讯 （首席记者 李

“我看了《巴黎的火焰》，那个
结尾一下子让我想到了我们《红
色娘子军》的结尾跟它如出一
辙，可以肯定，当年我们的《红色
娘子军》是直接受到了《巴黎的
火焰》的影响。”昨天，在莫斯科
大剧院芭蕾舞团媒体见面会上，
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赵茹
蘅满怀感情地讲述着中国芭蕾
的俄罗斯芭蕾基因，5月 18日
至 20日、22日至 25日，莫斯科
大剧院芭蕾舞团时隔 8年后再
携保留剧目《海盗》《巴黎的火
焰》亮相国家大剧院，以全明星
阵容为京城观众献上芭蕾盛宴。
赵茹蘅极力向观众推荐，
“《海盗》和《巴黎的火焰》要全看
才过够瘾！”莫大芭团总监马哈
尔·瓦齐耶夫介绍说，5月 18日
至 20日将上演的《海盗》，是莫
斯科大剧院多年以来的保留剧
澄）

赵茹蘅（左）与瓦齐耶夫在媒体见面会上。

目，同时也是浪漫主义时期的标
志性剧目。为了将这部古典大戏
完美地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此
次莫斯科大剧院派出了实力强
劲的演出阵容。其中，将在 18
日首演当晚和 20日饰演女主
角梅多拉的是舞团备受关注的

首席明星叶卡捷琳娜·克雷萨诺
娃。19日出演梅多拉的则是莫
斯科大剧院连跳三级晋升为首
席的尤利娅·斯捷潘诺娃。18日
与叶卡捷琳娜搭档饰演康拉德
的是首席独舞演员伊戈尔·茨维
尔科，19日康拉德的扮演者是

“90后”首席舞者丹尼斯·罗德
金。而令众多观众所期待的弗拉
季斯拉夫·兰特拉托夫则将于
20日亮相。
5月 22日至 25日登台的
《巴黎的火焰》，瓦齐耶夫介绍
说，这是俄罗斯第一部以人民为
主角的芭蕾舞剧，取材于 19世
纪的法国大革命事件。该舞剧
是莫斯科大剧院前芭蕾总监
阿列克谢·拉特曼斯基在 1932
年瓦伊诺宁原始版本基础上
的改编创作，莫斯科大剧院版
《巴黎的火焰》 在剧情和角色
上有较大改变。值得期待的
是，莫大版《巴黎的火焰》此番
是首度在国内登台，而此次莫
斯科大剧院“最佳芭蕾舞剧指
挥”帕维尔·克林尼契夫也将
随团来华，亲自执棒莫斯科大
剧院交响乐团。
北京晨报记者 柴春霞 / 摄

■速读

江中潮
40 年小结展

江中潮在创作中。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硕）

近日，大江弄潮——
—江中潮美
术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
馆开幕，展览中百余幅作品也
是江中潮从艺 40余年的一个
小结。
江中潮现为武汉画院副院
长。江中潮在画作中用东方精
神、深刻的绘画语言展示出社
会文化各个时期的面貌。此次
参展作品从 20世纪 80年代
初反映黄河流域文化的《十号
地域》到 90年代的文化墙系列
作品，到 2000年转绘于中国
历史传统文化的《古韵》《大唐
遗风》系列，大江弄潮——
—“怒
江吼”“怒江魂”等系列作品，
都以粗犷豪放的笔触表达了艺
术家的胸怀与心声，用时代的
激情谱写艺术华章。江中潮表
示，希望用此次展览表达对中
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理解，“希望
我的艺术语言能表达出积极向
上的时代精神，体现民族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