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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目前在国内，表演

学科还只有硕士学位。博士培

养层次的缺失，是我国音乐高

等教育体系的一块明显短板。

近日，上音在前期充分酝

酿的基础上，决定参考欧美两

种不同的模式分别进行闯关突

围。一条路是探索设立表演专

业博士学位点，2018 年将率先

在弦乐（小提琴）表演艺术研究

和声乐（美声）表演艺术研究两

个方向招生。另一条路，是与

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表演大学

（HfMT）达成协议，双方联合培

养高级演奏家，并颁发质量标

准与HfMT现有标准完全一致

的证书，相当于行业内的博士

学位。

国际合作培养高级演奏家

与表演专业博士（DFA）学位点，

独具上音特色的顶尖人才培养

路径，让上海音乐学院又一次

走到了时代发展的最前沿。

学术严谨，博士点论证遵

循学科建设规律

据悉，上海音乐学院秉承

学术严谨的传统，在表演专业

博士学位点论证上经过多方讨

论，率先确立下声乐（美声）表

演艺术研究和弦乐（小提琴）表

演艺术研究两个方向，以期树

立起学科建设的标准和标杆。

以上音副院长、著名男中

音廖昌永领衔的声乐（美声）表

演方向是上音传统优势学科。

（下转第3版）
本报讯 提到真正具有中国

风味的钢琴作品，大家一定会立

刻想到《牧童短笛》。1934年，在

上海举办的“征求有中国风味的

钢琴曲”比赛中，刚过而立之年

的他凭借这首作品拔得头筹。

1937年，他为电影《马路天

使》谱写的主题歌《天涯歌女》，

成为当时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的

歌曲。1937年底他写下了著名

的《游击队歌》，传遍大江南北。

两年后，他借鉴了西方艺

术歌曲的创作手法，结合中国

传统声韵和节奏又写下抗日救

亡歌曲《嘉陵江上》。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回到母

校——上海音乐学院，担任院

长，从此再也未曾离开。在长达

数十年的岁月里，他倾尽毕生的

心血为上音的发展奔波筹谋。

他就是贺绿汀，“贺老”永

远是上音人的精神丰碑！

九十校庆来临之际，我院

隆重推出原创歌剧——《贺绿

汀》。该剧被列入上海文化发

展基金会 2017重大文艺创作资

助项目及上海市教卫工作党

委、市教委“大师系列校园剧”扶
持计划。

原创歌剧《贺绿汀》以 20世

纪上半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

争取解放的宏大历史为背景，

真实再现了人民音乐家、上海

音乐学院老院长贺绿汀怎样从

青年时期开始把个人融入大时

代，始终向往光明，奋进不止，

成长为时代的歌手、人民音乐

家的感人故事。

全剧以真实典型事例为主

要情节，表现贺绿汀承先启后，

融会中西，开辟文化自信和追求

卓越的音乐之路。全剧以主义

的真、人格的善、艺术的美，树立

起主人公艺术人生的光辉典范。

该剧由上海音乐学院党委

书记、院长林在勇总策划并作

词，著名作曲家张千一领衔作

曲，作曲团队包括三位优秀青年

作曲家戴维一、邱晓柳、徐可，上

音青年剧作家陆驾云编剧，制

作人兼多媒体总监尤继一，导演

刘恋，指挥周珂，合唱指挥王海

灵，声歌系陈剑波、施恒等师生

主演，演奏上音青年交响乐团，

合唱上音音教系和声歌系，视觉

呈现上音数媒学院。

林在勇：贺老是革命家，是

人民的艺术家，同时他又是在

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办学的过

程中，对近代音乐的专业教育

领域起到承前启后、开拓性作

用的教育者。我们纪念上音90

年，不单单是要讲述建校历史，

更重要的是从中回顾，总结前

人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勇往直

前，展示上音人的音乐创作在

我们国家近现代以来奋斗牺

牲、救亡图存的历史中凝聚民

心、鼓舞士气的强大力量。

张千一：这部剧表现了贺老

在精神世界上的追求，一方面是

他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

是对艺术理想的追求。两者在

剧中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在那

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挽

救国家，他投身于所热爱的事业

中，并用他的艺术来呼唤我们的

民族。同时，这部剧还保持了中

国民族风格的特点。

陆驾云：贺老对艺术的精

益求精，对民族音乐的热爱是

扎根在他的心中的。贺老出生

在湖南一个农民家庭，靠着自

己的艰苦奋斗，最后成为“人民

音乐家”。不管经历多少磨难，

仍怀一颗赤诚之心，永远记得

自己是个中国人，这就是为什

么他的音乐这么多年来始终深

受人民喜爱、唱响国际舞台。

该剧目前正在最后的联排

中，将于 11 月 20-23 日上演于

云峰剧院。

本报讯 10月30日-31日，

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

等研究院中国民族管弦乐研究

中心首届学术年会在上海音乐

学院召开。来自中央民族乐团、

上海民族乐团、中央广播民族乐

团、香港中乐团、新加坡华乐团、

澳门中乐团等乐团的音乐总监、

行政总监以及院内外作曲家、表

演艺术家等齐聚上音，参加以

“职业民族乐团与高校民乐人才

培养”为中心议题的高峰论坛。

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院

长、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

院长林在勇致辞。他说，习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

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

的精神，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

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

和时代风采。在新时代召开这

样的年会非常及时，希望高研院

搭建一个新型学术平台，以“反

思概念、做大格局、引领未来”为
方略，以勇于担当的态度做出更

多有利于民族音乐与传统文化

密切、深度结合的具有引领意义

的工作来。 （撰稿 韩斌）

“他永远是上音人的精神丰碑”
原创歌剧《贺绿汀》献礼90校庆

本报讯 11月 3日，“留声岁月——‘上音与中国早期的大学校歌’
系列学术活动暨第二届华东地区校史论坛”在上海音乐学院隆重举行。

本次学术活动由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

主办，上海音乐学院校史馆承办。来自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全国近

20所高校约50名校史研究专家参加。活动围绕“上音人创作的高校校

歌研究”“校歌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关系及意义”“大学校歌与文化育人研

究”三个主题展开，通过展览、学术研讨会、音乐会、文集出版的方式对

主题进行诠释和探讨。 （撰稿 肖阳）

本报讯 上海音乐学院近

日携手上海交响乐团、汉堡音

乐戏剧大学、汉堡交响乐团、

旧金山音乐学院以及伯克利

交响乐团等五所国际顶级音

乐机构组成联盟，推出名为

“乐队文化未来”的国际合作

项目。项目参与者将开展从

管理、演出及音乐会经验全方

位探索的研究和演出项目。

德国联邦政府将在未来三年

内为该项目提供经费资助。

我院第一年参与该项目的是

青年教师潘龑和研究生张润

崯。该项目于今年 9月启动，8
名成员均来自合作音乐院校

的师生，将花一整年的时间致

力于研究和开发交响音乐会

的创新形式。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林在

勇表示：“这个项目的重要意

义在于它不仅为乐队人才的

成长提供了国际化的学术与

艺术实践的机会，而且还为这

些音乐家提供了更加开阔的

人文视野；参加这个项目的音

乐家们不仅可以为乐队文化

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

考，同时也可以以此为基础，

进而为音乐的未来做出一些

开创性的工作。”
（撰稿 张巍、陈天、陈晓翌）

本报讯 2017 年 11 月 9 日

上午，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

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在院行

政楼408会议室举行。

亚欧音乐研究中心是我院

基于院内、国内以及国际学术机

构协同合作而建立的新型学术

平台，由我院党委书记、院长林

在勇倡议设立。该中心将围绕

中国相邻国家的音乐文化研究，

旨在通过学术研究、音响音像档

案建设、博物馆建设，聚焦音乐

生态与文明流动，探索传统音乐

资源的再诠释及其可持续性与

应用。促进国内外学术深度交

流，推动跨学科交叉合作。

来自大英图书馆、美国国

会图书馆、柏林音响档案馆、澳

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日本大阪

民族学博物馆、巴布亚新几内

亚研究所、日内瓦高等音乐学

院以及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

展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台湾

大学音乐研究所等多个单位的

近40位学者们见证了这一历史

时刻。 （撰稿 陈黛莹）

我院探索顶尖表演人才培养模式

我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我院携手五所国际顶级音乐机构
共迎乐队文化未来

贺绿汀高研院民族管弦乐中心召开首届学术年会

全国校史专家研讨“上音与中国早期的大学校歌”

①1981年赵元任先生和他的2个女儿

来学校访问，我作为声乐系学生代表为他

演唱之后在学校小礼堂外的合影，里面还

有老院长贺绿汀先生等。

照片由1978级声乐系校友张灵爱提供

②朱钟堂老院长和我父母是上音同班

同学，多年未见，今天他一看到我就给我一

个大惊喜，一张我和父母、朱老师与贺老及

他女儿贺元元的合影，摄于20年前上音70

周年校庆当天，非常珍贵，值得珍藏。

照片由校友李长缨提供

③1987年10月13日的张仁清学生音

乐会，周先生上来祝贺时的留念！

照片由校友、现作曲系教授周温玉提供

④④1983年本科毕业生留影。

照片由1979级钢琴系校友史为夷提供

⑤⑤叶国辉和刘湲1990年在王秀乡劳动

照片由作曲系1986级校友、现作曲系

主任叶国辉提供

⑥⑥作曲系七八级1981年长风公园春游

时部分同学合影。左起第一排黄琼、李晓琦、

许舒亚、金仁权、张国勇、刘键。左起第二排，

陈家驹、夏良、张锐、薛哲夫、茅鼎文、李何。

照片由1978级作曲系校友夏良提供

⑦⑦我和段皑皑与王永德老师在附中。

照片由现民乐系副主任陈春国提供

⑧⑧1986年，附小“小星星艺术团”赴港

演出前合影，左一卢建业老师，左三赵基阳

老师，旁边是麦紫英老师，右二吴国钧校长。

照片由现民乐系副主任陈春国提供

⑨⑨当年年级的毕业大戏歌剧《波西米

亚人》的剧照，张灵爱饰演咪咪、张建一饰

演的鲁道夫。

照片由1978级声乐系校友张灵爱提供

⑩⑩1982年6月24日声乐系1978级本

科生肖艳第一个率先在上海音乐学院小礼

堂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指导教师：钱慧

娜先生、钢琴伴奏：姚志军先生。

照片由1978级声乐系校友肖艳提供

上音女子排球队；1979年10月26

日上音运动会上的场景。

照片由声乐系1978级校友肖艳提供

1978级声乐系合影

照片由声乐系1978级校友肖艳提供

学院庆祝1984年国庆演出。照片

上展示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演出场

面，胡培艺小提琴，上音管弦乐队伴奏，黄晓

同教授指挥。

照片由1986届管弦系校友胡培艺提供

学院音工团去山东演出学院音工团去山东演出。。

照片由照片由19471947级声乐系校友高沛军提供级声乐系校友高沛军提供

照片由网名为“溪边的树”的校友提供

90周年校庆之际开展的“老照片征集活动”受到校友们的积极响应，很多校友发来了他们的老照片，讲述了每个人的上音

故事，展现了属于上音人共同的记忆。本期院报从中精选出来部分作为校友们送给母校的一份特殊生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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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15 日下午，

2017 年上海音乐学院秋季健身

运动会在体育馆举行。

运动会由院工会主席刘英主

持，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瑞致

开幕词，他向举办本届运动会辛

勤付出和工作的老师、同学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指出：2017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上个月19大

顺利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

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给予我们

新机遇、新气象，希望全体运动

员、裁判员能够充分发扬上音人

团结拼搏、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

把本届运动会办成一次成功、精

彩、快乐、运动、智慧的运动会。

本次运动会共分为集体项

目和个人项目两类。集体项目

包括跳长绳、雷霆战鼓和救生圈

接力。在长绳项目中，各系部选

手争分夺秒、奋勇当先，不怕辛

苦不怕累；啦啦队成员卯足劲为

参赛选手加油、鼓劲、数个数，充

分体现了我院师生团结一致、奋

勇拼搏、不言放弃的上音精神。

（撰稿 曹逸佳）

本报讯 2017 年 11 月 9 日上

午，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上海音

乐学院研究生部和作曲理论学科

团队协办的“2017 作曲理论学科

建设国际高峰论坛——向上音九

十周年校庆致敬”，在我院学术厅

隆重开幕。

来自国内外的作曲

及 作 曲 理 论 学 科 的 170
余位专家、学者和全国高

校作曲专业的教师齐集

一堂，在三天时间里，以

“中国与世界：音乐理论

的思维、观念与研究生教

育”为主题，共同探讨音

乐理论学科建设的未来

发 展 与 研 究 生 课 程 建 设 等 问

题。其中，为本次论坛作主旨发

言的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美

国、奥地利、中国等国家与地区

23位专家。

开幕式上，上海音乐学院副

院长杨燕迪教授首先代表学院致

辞，热烈欢迎来自海内外的专家、

教师和学生。杨燕迪教授指出，

我院在作曲理论学科一直引领着

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在国

内和国际上都享有一定的盛誉。

此次“作曲理论高峰论坛”在上海

音乐学院 90华诞之际召开，既是

对上音优良作曲学科传统的致

敬，也是继承与发展这一传统的

良好契机。此次论坛的议题内容

丰富，讲座、论坛所探讨题目都是

国际音乐理论研究前沿论题，相

信能够在上音雄厚的作曲理论基

础上，进一步推动作曲理论乃至

音乐理论的发展。

（撰稿 张泽亮 摄影 王捷）

本报讯 11月11日，在上海

音乐学院喜迎90华诞之际，“上
音众乐”星期音乐会的舞台上迎

来了由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与

校史馆合力打造的“一弦一管宏

国光”校史音乐专场音乐会。

今年，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

团也迎来了成立的第 80 载春

秋。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是

由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本科生、

研究生组成的音乐表演团体，前

身为成立于 1937 年 10 月 16 日

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管弦乐

队。乐团演奏风格严谨、音乐表

现细腻，兼具娴熟的演奏技巧和

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多年来，乐

团演奏过众多中外经典作品，涵

盖巴洛克、古典、浪漫、印象派及

近现代音乐，并出色的完成了多

部作品的世界首演，均获业内人

士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是一个生

机勃勃、充满朝气、极具潜力和

发展前途的交响乐团。

本场音乐会以上音交响乐

团成立 80 周年为主题，以上音

人创作或改编的不同时期经典

作品为脉络，通过铜管重奏、木

管重奏、弦乐四重奏、弦乐独奏

以及管弦乐队等不同乐器的组

合形式，旨在为市民朋友带来

一场“老歌新演绎”、跨越时空

的校史作品专场音乐会。

本场音乐会校史讲解与音

乐会相结合的形式，在音乐会

结束后获得了星期音乐会新老

观众们的纷纷好评，而这样的

形式，也正是上海音乐学院校

史馆“动态化”校史宣传的体

现。 （撰稿 高菁滢）

2017作曲理论学科建设国际高峰论坛开幕

本报讯 11 月 4 日，上海

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刘艳应邀出席由中共玉

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主

办的“七彩云南，抚仙玉溪”
2017 招商引智峰会，并代表

我院签署“玉溪市人民政府-
上海音乐学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该框架协议目标是在玉

溪“科技创新城”核心区合作共

建“玉溪师范学院聂耳音乐学

院”“聂耳艺术研究院”，弘扬聂

耳文化精神，强化聂耳文化研

究，推动音乐、舞蹈等学科专

业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艺

术创作等方面取得显著成

效。云南玉溪是著名作曲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

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故乡，

合作共建聂耳音乐学院、艺术

研究院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带动西南音乐发展有着

重要意义。 （撰稿 陆妍）

我院与云南玉溪市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 10 月 31 日，首届国

际钢琴教学法学术周在上海音乐

学院贺绿汀音乐厅拉开帷幕。本

次活动由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

系主办，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音

乐学院高峰高原学科“钢琴教学

法”项目团队承办。

开幕式由高峰高原学科“钢

琴教学法”项目团队行政负责人

赵小红副教授主持。上海音乐学

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音乐教育

系主任余丹红教授、前副院长李

名强教授、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

费维耀先生在开幕式上分别讲

话，他们共同表达了对首届国际

钢琴教学法周的愿景和期待。

本次活动历时5天，包括六场

由中外专家带来的讲座、五场学术

论坛、两场音乐会和一场优秀论文

评选。首届国际钢琴教学法学术

周可谓意义非凡。主办方希望借

本届学术周活动，共邀专家、学者与

业界同仁一起为我国钢琴教育事

业的发展建言献策。（撰稿 俞飞帆）

本报讯 第三届“新艺术季”
于2017年10月26日至28日举办。

作为上海音乐学院数字媒体

艺术学院（筹）的品牌艺术实践活

动，“新艺术季”每两年举办一次，

其目标是成为现代跨界合作的音

乐剧场原创作品的盛会。

本届“新艺术季”承袭上届传

统，以“跨界与融合”“打破与创

造”为主旨，力求探寻当代艺术精

神的风格特质。11 位视觉艺术

家、8位顶级作曲家、39位表演艺

术家，1场多媒体音乐剧场、1场新

媒体戏剧剧场、13 件剧场展演作

品、1场高峰论坛、3场主题演讲，

创作团队以音乐为核心，用多媒

体视听现场多角度呈现全新的艺

术形态，探究舞台艺术无限的可

能性。

10月 26日多媒体音乐剧《东

去西来》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

心上演，拉开“新艺术季”的帷

幕。作为上海音乐学院数字媒体

艺术学院品牌音乐剧场《镜子里

的风景》的第四季，《东去西来》延

续了《镜子里的风景》系列主题下

张扬个性的艺术主旨及结构方

式，全场共八个作品，尝试从不同

维度及精神气质探讨“东方传统

精神结合西方现代演绎”的命题。

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努斯勒

提·瓦吉丁携手我院唐俊乔教授、

箜篌演奏家鲁璐及多位表演艺术

家联袂演绎《龟兹宴舞》等一系列

跨界艺术作品。除此之外，著名

舞蹈艺术家黄豆豆、音乐人帕尔

哈提，以及被列入世界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侗族大歌”及“呼

麦”等多位重量级创作、表演艺术

家、演出团体及艺术种类均参与

到此次演出中。

10 月 28 日新媒体戏剧剧场

集《重构》作为闭幕演出在上海戏

剧学院端钧剧场上演。《重构》包

括新媒体室内歌剧《夸父逐日》

《精卫填海》及新媒体羌族舞剧

《你是我的山》等五部微型而独立

的作品。五部作品形态各异，共

同探索新媒体概念、技术特点在

传统戏曲、舞剧、音乐剧和歌剧等

领域的应用，及其在艺术理念和

语言方面的拓展和改革，进而形

成具有“重构”传统戏剧形态意味

的新媒体后戏剧剧场。

（供稿 数媒学院）

“新艺术季”探究舞台艺术无限可能性

首届国际钢琴教学法学术周在我院开幕

本报讯 11月13日下午，

蔡元培讲堂第二十一期在北

215 教室成功举办。本期讲

堂邀请了中央音乐学院研究

员戴嘉枋进行题为《20 世纪

中国音乐家的“立体”研究》

的讲座，讲座由上海音乐学

院副院长杨燕迪主持。

讲座中，戴嘉枋分别从

多维视角下的音乐家研究、

作为“人”的音乐家、音乐家

的个人档案、几个与 20 世纪

上海有关的音乐家案例入

手，结合丰富的影像资料，生

动地为我们讲述应该如何研

究音乐家。他指出，在对于

音乐家的研究中，我们应当

重视被“历史想象”隐匿的历

史真实，并且应当特别注意

口述历史的真伪与甄别。同

时，对于 20 世纪中国音乐家

而言，我们也应当关注到“启

蒙”与“救亡”双主题之外的

“娱乐主题”。
最后，洛秦教授对整场讲

座进行了简短精炼地总结，并

再次强调了在“历史想象”中

挖掘“历史真实”，以及“立体”
与“多维视角”研究的重要性

和意义所在。 （撰稿 秦思）

本报讯 11 月 7 日下午 3 时，

第十二届上海音乐学院奏鸣·研

究生艺术节开幕活动——第三届

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唱响青

春”乐评比赛颁奖典礼暨研讨会

在南楼211室举行。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

教授、音乐学系韩锺恩教授、研

究生部副主任邓佳、汉堡音乐与

戏剧大学陈晓勇教授、杭州师范

大学王旭青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姜蕾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杨

婧、浙江音乐学院李鹏程与获奖

选手及我院部分研究生出席此

次活动。

本届比赛共由 51 篇稿件参

选，分别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华东

师范大学及上海师范大学等高

校，经过专家评委的认真评判，共

产生一等奖1名（郭茹心）、二等奖

2 名（熊至尧、徐来）、三等奖 3 名

（武跃、楼乐、刘青）、优秀奖 5 名

（杜鹃、刘雨矽、杜牧天、杨越麟、

汪雨腾），为了向上音九十周年校

庆致敬，本届比赛特设“上音作曲

家作品评论奖”（熊至尧）。

（撰稿 孙斐然）

本报讯 为全面总结近

年来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所取

得的经验和成果，进一步提

升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

培养质量，11月 3日下午，上

海音乐学院组织召开了 2017
年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成果奖

遴选评审会。主管本科教学

副院长廖昌永、主管研究生

教学副院长杨燕迪及评审专

家参加会议。

会上，各成果完成人围绕

申报的成果内容、成果创新

点、成果应用情况等方面进行

现场答辩。与会评审专家根

据答辩内容及申报材料提出

了针对性的修改意见，并按照

评审标准进行了投票。最终

遴选出七项院级特等奖、五项

院级一等奖、五项院级二等奖

共计17个院级奖项。其中七

项院级特等奖将推荐申报上

海市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评审。 （撰稿 邵巍巍）

我院评出17项
2017年院级教学成果奖

第十二届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艺术节开幕

戴嘉枋研究员主讲蔡元培讲堂第二十一期

来自以色列的纳达夫·希默

尔从江南丝竹《欢乐歌》中寻找灵

感，来自澳大利亚的伊莱·铂赛克

对豫剧《花木兰》展开探索，上海

音乐学院“听见中国”项目进行到

第三年，迎来8位来自六个不同

国家的青年作曲家。他们根据中

国传统音乐元素编创的交响作

品昨天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由上海爱乐乐团上演。“听见中

国”艺术总监叶国辉说：“当中国

风格遇到西方传统，文化的互动

带来全新的创意。”

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中找灵感

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作

曲家来说，“听见中国”是一次

充满挑战的命题作文，每个参

与者要依据指定的中国传统音

乐素材进行创作。来自罗马尼

亚的塞巴斯蒂安被分派的素材

是陕北民歌《兰花花》。初次听

到这首民歌时，塞巴斯蒂安就

觉得这是一次挑战，他潜心做

功课，了解音乐背后的故事。

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伊莱

对豫剧《花木兰》的探索，同样

从音乐背后的故事和人物入手。

不仅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

中寻找灵感，作曲家们还在自己

的作品中用到二胡、竹笛、笙等

中国传统乐器。俄罗斯青年作

曲家德米特里·博罗戴夫是位专

业吉他手，这一次，他的作品为

琵琶和管弦乐队所作。德米特

里发现，琵琶和吉他有异曲同工

之处，因为演奏时手都直接接触

琴弦，有种相似的亲和感。

成多元创作实践的国际化平台

过去几天，在排练交流之外，

8位作曲家还走进上海昆剧团，穿

上昆曲服饰，跟演员学习昆曲。

喜欢戴帽子的以色列青年

作曲家纳达夫说：“一个创作者

总有不同的帽子，这些帽子象

征着不同的身份标签，每个标

签都在影响他的创作。

如果对外国作曲家来说，

“听见中国”项目是全新的旅

程，那对于中国作曲家来说，这

就是一次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

识。青年作曲家居文沛的原创

水墨音韵《九天玄鸟》，灵感来

自《山海经》。

在艺术总监叶国辉看来，

这些年轻人的作品常带来意想

不到的惊喜。他说：“‘听见中

国’是个走近中国传统文化并

进行多元创作实践的国际化平

台，希望通过越来越多来自世

界各地的青年音乐家的加入，

产生新的思考和创意，推动文

化的交融与传播。”
（节选自《解放日报》11 月

13日5版 记者 吴桐）

一弦一管宏国光
上音众乐星期音乐会举办校史音乐专场

本报讯 近日，我院管弦系

部分教师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学生干部一行来到北京，参观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

展，同时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

艺术大课堂搬进北京大学，举

办“琴声悠扬九十载 未名湖畔

谱华章”艺术实践交流活动。

在即将迎来上海音乐学院

建校 90 周年之际，管弦系对本

场音乐会进行了精心策划，在

秉承音乐艺术大课堂讲演结合

的基础上，将上音校史和上音

人创作的管弦乐作品融入其

中，演绎了贺绿汀院长的《游击

队歌》、蜚声国际的由上音人创

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上

音校友刘庄改编的木管五重奏

《春江花月夜》等耳熟能详的经

典作品。

出色的技艺和精湛的表

演，不仅展示了我校师生扎实

的基础功底，还很好地诠释了

作曲家的创作技术和作品精

神，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

欢呼声，现场高潮不断，交流活

动圆满成功。 （撰稿 张洋）

我院师生赴北大举办校史音乐会

媒体视角

●近日，国际顶尖学术刊物

《音乐科学》与《实证音乐学》等发

表了针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

程系杨健教授参与合著的《数音

的对话：音乐表演与创作中的数

学与计算》书评，其中积极推介了

杨教授所撰写的章节《高等音乐

教育中的数理思维与实证方法》。

《数音的对话》一书邀请了

来自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

学、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与

法国 IRCAM 等著名机构的十

余位专家共同撰写。杨健教授

是唯一受邀的中国学者。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示范

性品牌大师班系列活动于 2017

年11月8日—11月12日举行，来

自美国旧金山音乐学院大提琴

Jean-Michel Fonteneau 教授、钢

琴 Yoshikazu Nagai 教授和美国

茱莉亚学校圆号Eric Reed教授

给附中师生带来了为期三天的

大师公开课，刘英校长为三位专

家颁发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名

师工作室》客座教授的荣誉证书，

作为海外专家库的必要补充。

●2017年11月6日，上海音

乐学院附中刘英校长会见了克

利夫兰音乐学院院长Paul Ho-

gle 先 生 、钢 琴 系 主 任 Kathryn

Brwon 女士和克利夫兰音乐学

院海外联络处刘诗聪先生。

刘英校长对克利夫兰一行的

来访表示欢迎，他提到通过这次

巴洛克活动周的活动，加深了两

校之间的了解。克利夫兰音乐学

院院长简要介绍了克利夫兰音乐

学院的概况和特色，希望推动克

利夫兰预科班与上音附中的交流

以及多样化的国际交流。

•居文沛获第十三届中美电影节最佳电影配乐奖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韩佳昊获2017首届金鸡湖钢琴比赛第三名

简讯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2017 年 11
月 10 日，上音各民主党派和统

战团体的艺术家们和中科院各

民主党派科学家们 40余人共同

举行“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

前行”十九大精神主题学习交流

活动。

本次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不

仅让大家深刻领会了党的十九大

精神实质，提升了政治理论素养，

也更激发了民主党派艺术家们与

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

的信念，提升了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制度的信心，今后将更

紧密地团结在院党委周围，充分

发挥统一战线队伍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 （撰稿 沈敏、赵莉）

“运动我参与 一起动起来”
2017上海音乐学院秋季健身运动会顺利开展

我院统战部与中科院
联手举办十九大精神学习活动

（上接第1版）同样，俞丽拿教授

领衔的弦乐（小提琴）表演艺术

研究方向也是在学科具备绝对

引领条件下确立的。

高瞻远瞩，国际合作培养

高级演奏家

在美国，音乐艺术博士学

位叫 DMA（Doctor of Musical
Arts），培养目标是具有一定独

立学术功底研究能力的音乐演

奏家和高校教师；在欧洲，音乐

艺术博士分为两大类型，一是

学术研究型，即 PhD（Philoso⁃

phy Doctor），有学位证书；二是

职业专家型，即高级演奏家文

凭，是受行业认可的专业水准，

相当于博士级别。

日前，上海音乐学院与汉堡

音乐与戏剧大学（HfMT）签署协

议，将联合培养高级演奏家，并

为达到标准的学习者颁发高级

演奏家证书，证书的质量标准与

HfMT 现有标准完全一致。据

悉，项目学制为两年。第一年在

上音，第二年在HfMT。第一阶

段合作学科主要是在钢琴与弦

乐领域，由上音为主体颁发经双

方认定签署的高级演奏家证

书。上音-汉堡联合演奏家培

养项目每年3月份开始报名，报

考学生首先要获得相关表演专

业硕士学位，以及具有流畅的英

文或德语书写及口语表达能力，

在经过资格初审和在德国进行

的专业复试后，方能入围。

上海音乐学院近年来致力

于拓展各项国际合作平台，构

筑开放的国际化办学模式。

（撰稿 彭畅）

我院探索顶尖表演人才培养模式

“听见中国”以中国传统音乐为素材，邀六国青年作曲家编创交响作品

作曲家走近中国，带来全新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