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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演出季，50多个世界剧目献给市民

———访河南百禾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鹤壁百禾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明华

如今， 聆听新年音乐会已成为越

来越多都市人辞旧岁，迎新年的选择。

而此次邀请意大利爱乐乐团及意大利

三大男高音到我市演出， 对承办方河

南百禾传媒有限公司、 鹤壁百禾艺术

中心管理有限公司意义重大。“这是百

禾传媒自 9 月份以来正式托管运营市

艺术中心的首场音乐会， 一方面为丰

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也是市艺术

中心走出去的重要一步。 ”昨晚，河南

百禾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鹤壁百

禾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明

华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据介绍，百禾传媒作为专业的、国

际化的文化传播者，历时 8 年发展，到

过省城，去过地市，进过高校，走进社

区，让 10 万多名观众面对面直击国际

文化。

此次意大利爱乐乐团携手意大利

三大男高音河南巡演已经到过新乡、

周口、 信阳、 驻马店、 郑州等市， 鹤

壁是巡演的最后一站。“希望现场观众

踏着新年临近的钟声， 聆听一次难忘

的新年音乐会， 度过一个欢乐、 温馨

的美好夜晚。” 周明华还告诉记者，

明年， 鹤壁百禾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

司将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 50 多个精

彩剧目， 感恩回馈社会各界， 开辟属

于 鹤 壁 市 民 的 2013 年 演 出 季 ， 即

“春季———和谐鹤壁”、“夏季———责任

鹤 壁 ”、“秋 季———幸 福 鹤 壁 ”、“冬

季———交响鹤壁”，让老百姓在全年各

个季节都能欣赏到精彩纷呈的演出，

享受高雅艺术的熏陶， 让更多优秀的

剧目走进企业， 走进社区， 走进校

园， 走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使市艺

术中心真正成为陶冶鹤壁人民精神的

乐园、 文化欣赏的殿堂、 艺术教育的

基地。

鹤城刮来“地中海音乐旋风”

意大利爱乐乐团携手意大利三大男高音 2013 新年音乐会昨晚举行

晨报讯（记者 渠稳）12 月 25 日

晚上 19 时 30 分，由鹤壁银行主办，鹤

壁市淇河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天馨商

务集团、 鹤壁林州商会协办， 河南百

禾传媒有限公司、 河南百禾艺术中心

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的“鹤壁银行·璀

璨之夜” 2013 新年音乐会在市艺术中

心举行 。 本场音乐会邀请了被誉为

“地中海的音乐旋风 ” 的意大利爱乐

乐团， 素有“欧洲小泽征尔” 之称的

指挥家奥威迪·巴兰以及意大利三大

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关门弟子

罗伯特·考斯蒂、 情歌王子斯塔西·多

明戈、民歌王子巴勃罗·杜佩·胡安，他

们共同为市民带来了一场高雅的音乐

盛宴。

19 时 30 分，音乐会在交响乐《轻

骑兵序曲》的优美旋律中拉开帷幕。 随

后，意大利三大男高音陆续登场，相继

演唱了《塞尔维亚理发师》、《图兰朵》、

《茶花女》等著名歌剧选段。 为了迎合

市民的欣赏口味， 意大利爱乐乐团还

特别添加了中国元素，演奏了《红色娘

子军操练舞》、《我爱你中国》、《梁祝》、

《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知名曲目，赢得

了现场观众的一片掌声。

为了活跃现场气氛，指挥家奥威迪·巴

兰不仅穿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唐服 ，

还即兴邀请了一位七八岁的男孩与他

一同指挥交响乐。 在时长 100 分钟的

音乐会上， 意大利爱乐乐团及三大男

高音共为观众奉献了 21 首经典曲目。

“第一次欣赏到意大利著名乐团

带来的音乐会，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

三大著名男高音的演唱如同天籁之

音， 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 。” 音乐会

结束后， 观众王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记者了解到， 意大利爱乐乐团创

建于 1970 年，自成立之日便引起世界

乐坛的高度关注 。 经过 40 多年的磨

砺， 意大利爱乐乐团如今已登上欧洲

乃至世界古典乐坛的高峰， 受到乐迷

们的追捧。 意大利爱乐乐团在世界 50

多个国家巡回演出时， 美国 《纽约时

报》用“演奏大气浑然，很有立体感”等

赞美之词给予了高度评价， 全球各大

媒体纷纷报道。

指挥家风趣幽默

□

晨报记者 李丹丹

在昨晚的音乐会上， 优美动人的嗓音和旋律让

观众难以忘怀，指挥家奥威迪·巴兰随意挑选了一名

小男孩上台当指挥，还喝起香槟，成为整场音乐会的

焦点， 他在舞台上的随意洒脱和风趣幽默引来观众

的阵阵掌声。

当晚的音乐会上，奥威迪·巴兰在指挥中国曲目

《我爱你中国》之前，戴上了“雷锋帽”，并用中文大声

向观众喊道：“我爱你们，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爱中

国吗？ ”顿时，观众席上响起阵阵掌声。

在指挥《跳跃波尔卡》曲目时，巴兰走下舞台，随

意拉起观众席上一个小男孩当指挥。 在演奏《狩猎波

尔卡》 曲目时， 他从后台拿来 4 个酒杯放在指挥台

上， 又拿出一瓶香槟幽默地试图打开， 可是盖子过

紧，巴兰使尽力气也难以打开，近 50 名乐师最后一

个高音拉个不停，配合着他，观众们也一直拍手鼓励

他，他还掀起燕尾服垫在瓶盖上使劲儿拧，最后无奈

请出 3 名歌唱家帮助他，才把瓶盖打开。 这个过程持

续了近 3 分钟，惹得观众们哈哈大笑。

带着孩子

听高雅音乐会

□

晨报记者 李丹丹

“意大利爱乐乐团会聚了意大利歌剧音乐的精

髓，尤其是三大男高音更是闻名世界，通过聆听顶级

歌唱家的演唱，可以培养孩子的乐感和艺术细胞。 ”

25 日晚，赵先生带着 7 岁的女儿一起欣赏音乐会。

像赵先生这样带着孩子去看音乐会的市民还有

很多。“孩子从小就喜欢音乐，从 5 岁起就接受音乐

培训，为了培养孩子的音乐素养，咱市举行的每场音

乐会我都会给孩子买票去听， 这次世界顶级的意大

利歌唱家的音乐会更是不能错过。 ”市民马红娟的儿

子孙英杰今年 12 岁，曾在市第四届青歌赛中获得少

儿组二等奖。

演出已经结束，孙英杰仍沉浸在美妙的歌声中，

“我对意大利民歌特别着迷， 昨天我就看了节目单，

里边有好几首曲目我都听过很多遍。 今晚通过观看

音乐会，我学到了很多。 三大男高音，其中罗伯特·

考斯蒂是帕瓦罗蒂的关门弟子，唱腔流畅独特。 另外

两名男高音的音色也特别浑厚有力， 都值得我好好

学习。 ”

奥威迪·巴兰请一位小朋友上台当指挥。

三大男高音演唱《我爱你中国》。

□

晨报记者 王帅

<<<

三大男高音联袂演唱。

□

晨报记者 李丹丹

昨晚的音乐会上，许多观众在聆听时，还跟随着

节奏打着节拍，有的摇头晃脑，有的学着指挥，还有

的跟着音乐哼起了曲子。

郭山雨是鹤壁职业技术学院的音乐老师， 当晚

他也购票来欣赏音乐会。 他告诉记者，音乐会所演奏

的 22 首名曲，他都听过多遍，还会唱其中的 10 首意

大利民歌。 有 18 年美声学习经历的郭山雨深深陶醉

在该场音乐会中， 他不停地跟旁边的同事讲解歌唱

家们的歌唱方法和歌唱的精妙之处。 听到高兴处，他

抬起手臂跟着音乐节奏打着拍子， 并情不自禁地唱

出声来。 他告诉记者：“今天晚上的曲目大部分选自

歌剧，歌剧在国外就相当于中国的戏剧，是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方式。 这 3 名歌唱家有着深厚的

演唱功底，嗓音流畅，不愧为意大利著名的三大男高

音。 ”

当晚观看演出的观众中， 像郭山雨这样懂音乐

的人不在少数，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而不懂音乐的

观众也深深地被优美的旋律打动， 他们不停地发出

“啧啧”的赞叹声。

懂不懂音乐

观众都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