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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3 岁的何斌是江苏省级非遗项目“南京泥人” 的传承人。 他 20 岁入

行，师承惠山泥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喻湘涟，从无锡惠山学艺归来

后开始创作“南京泥人” 。 近年来，何斌除了带徒弟，还开展一些兴趣班教学，

并着手“南京泥人” 的文创产品开发，希望能够“以产养遗” ，将这门非遗技艺

传承下去。 ������������������������季春鹏 摄

何斌努力传承“南京泥人”

何斌正在创作作品。

何斌的澳大利亚学生在学习

制作“鸟形哨” 。

“记得 10 年前贵阳交响乐团

为进行首场演出， 用了三个月时

间排练， 而现在乐团举行一场音

乐会表演只排练两三天。 10 年时

间， 贵阳交响乐团从稚嫩走到成

熟，实属不易。 我衷心希望乐团不

断发展壮大，走得更远。 ” 著名钢

琴家、 贵阳交响乐团人事总监王

小星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

感慨地说。

10 年前，中国首家“民办公

助” 的职业交响乐团———贵阳交

响乐团在筑城诞生。 她的诞生，为

刚刚荣获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

作先进地区” 称号的贵阳增添了

一大亮点。

而该乐团的组建， 源于贵阳

星力集团董事长黄志明的一个美

好心愿———曾经任职于贵州省歌

舞团乐队大提琴手的他， 希望能

致力于贵阳地方文化事业发展。

王小星回忆， 贵阳交响乐团

的成立，得到了贵阳市委、市政府

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贵阳市

不仅无偿提供贵阳大剧院音乐厅

作为贵阳交响乐团的办公、 排练

和演出场所， 每年还投入数百万

元向乐团购买公益性演出服务。

乐团组建之初， 一切从零开

始。 乐团人事总监王小星一次次

赴京， 邀请国内最具活力的著名

青年指挥家、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

首席指挥李心草和中国交响乐团

乐队首席、 小提琴演奏家刘云志

帮助做好建团的基本工作。

让王小星至今印象深刻的

是，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首席刘云

志对于贵阳交响乐团民办公助的

模式非常惊讶，说：“这种模式，连

欧美国家都未曾有过。 ”

了解贵阳市委、

市政府对组建乐团的支持力度与

乐团的发展理念后，刘云志欣然接

受了乐团的邀请，出任名誉团长及

名誉首席。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首席指挥

李心草， 因为看到了贵阳交响乐

团的发展希望， 决定出任乐团首

任音乐总监。

中国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陈

佐湟， 在刘云志的推荐下来到贵

阳，对见到的一切激动不已，当即

同意应邀担任乐团艺术指导，之

后成为该乐团任期最长的一位音

乐总监。

王小星回忆， 为了能如期展

开排练并揭幕首演， 相关负责人

面向世界广罗人才， 从 400 多名

应征者中遴选出 46 人组成乐团

的最初班底。从 2009 年 6 月 6 日

开始， 经过三个多月的高强度排

练，到 9 月 19 日首演，交响乐团

收获了陈佐湟、 刘云志等国内著

名交响乐音乐家

以及社会各界人

士的由衷赞叹。

贵阳交响乐

团成立 10 年来 ，

毫无疑问成为了

贵阳这座西南内

陆城市里的一张

闪闪发光的文化

名片 。 她不仅为

世界推开了一扇

看贵阳的文化之

窗，更为高雅艺术

飞入筑城寻常百姓家打开了一

条光明的通道， 让贵阳市民为之

而骄傲。

王小星说， 贵阳交响乐团的

演奏员时常会遇到出租车司机不

肯收他们车费的“幸运” ；有的演

奏员上牛肉粉店吃早餐， 店主得

知他们的身份后， 硬是要给他们

免费加量。

“这些小事，足以让我们能掂

量出贵阳交响乐团在市民心中的

分量。 这些小事，让我们感觉乐团

成长所经历的所有艰辛努力都是

值得的！ ” 王小星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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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篇

十年磨剑 所有付出都值得

———访贵阳交响乐团人事总监王小星

■ 编者按

中国首家“民办公助” 的

职业交响乐团———贵阳交响

乐团， 即将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迎来成立 10 周年的日子。

作为全国唯一由民营企

业出资创办运营、 政府扶持

的贵阳交响乐团， 在国内率

先成功探索了交响乐团经营

发展的新机制， 在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对外开放、丰富市

民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以十年磨一

剑的不平凡历程， 打造了独

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名片。 本

报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访谈回

顾报道。

前不久，第十届茅盾文

学奖揭晓，五部最终获奖作

品分别是 《人世间》（梁晓

声）、《牵风记》（徐怀中）、

《北上》（徐则臣）、《主

角》（陈彦） 和 《应物兄》

（李洱）。 获奖排名是按照

得票多少排列的， 所以，梁

晓声的《人世间》是本届茅

奖最受评委青睐的作品。

获奖为《人世间》增加

了关注度，但是否能明显增

加销量，并不容乐观。 在将

书稿交给出版社的时候，梁

晓声并未对《人世间》抱有

多大期望，首印数字只要求

1 万套，他对出版社编辑说，

“十年里一万册总该能卖得

掉吧。” 要知道，第三届茅奖

首名获奖作品 《平凡的世

界》仅平装正版就有上千万

的销量，对比之下，严肃文

学作品今昔之别令人唏嘘。

茅奖四年一届，文坛内

外等待四年，只有五颗“明

珠” 闪亮，它们的诞生过程

自然万众瞩目。 前几届茅奖

在评奖过程及颁奖之后均

有热烈反响：网上公布各轮

投票过程追求透明化，却被

认为是“走形式” ；看重作

家知名度而轻看作品质量，

被批评茅奖是“作家奖” 而

非“作品奖” ；因为获奖者

身份是各地作协主席、副主

席， 被调侃为 “茅盾主席

奖” ……

批评说明公众还是关

注茅奖的，对茅奖的“吹毛

求疵” ， 其实是对文学还有

着较高的要求。 第十届茅奖

的结果出来后，虽然也有不

少报道，但却没有出现大的

话题讨论，更鲜见尖锐的批

评。 写作圈内除了获奖者之

外，少有同行发声，读者圈

里也有着令人不安的寂静

……这不奇怪，诺奖掀起的

舆论都在连年降温，茅奖没

法激起公众兴趣也在情理

之中，茅奖一纸风行的时代

早就过去了。

本届茅奖最有争议的作

品，当属《应物兄》，这部小说

的走红速度出人意料，它的出

现 “悄然挪动了中国当代文

学地图的坐标” ，这样的评价

被网友认为 “拍马屁拍得太

过了” 。 有评论说《应物兄》

写出了当下文化人的颓唐，内

容既荒诞又真实，也有评论说

它与当年的《废都》类似，多

是文人的恶趣味……但侧面

也表明，《应物兄》 需要茅奖

的加持， 茅奖也需要 《应物

兄》 带来活力……相比另外

四部的扎实沉稳，《应物兄》

算是搅动了茅奖这池 “春

水” 。

《人世间》梁晓声用笔

在稿纸与 A4 纸上一笔一画

地写了五年，《应物兄》李

洱前前后后写了 13 年写坏

了 3 台电脑，《牵风记》发

表时作者徐怀中已经 89 岁

高龄，“尽最大力量去完成

精彩的一击” ， 这是一位文

学老人最有力的一次“全垒

打” ，《北上》与《主角》均

是基于厚重的运河文化与

黄土地文化创作的作品……

整体看来，本届茅奖获奖作

品是注重记录性的，拥有某

种历史使命感的，在向时代

精神靠拢方面，也与最早茅

奖作品的目标是一致的。

记得第七届茅奖公布的

时候， 有一项调查显示，有

37%的受访者 “一本获奖作

品也没读过” ， 十多年过去

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会有

多少人 “一本也没读过？ ”

茅奖是一个文学标准，而恰

恰在这个时代，各种标准尤

其是所谓的 “文学标准” ，

已经不再被读者所遵循。 茅

奖的存在，更多价值体现于

彰显一种文学姿态，而不是

取悦更多读者。

换句话说， 就算茅奖竭

尽全力取悦读者，读者也不

见得照单全收—————这或许

是茅奖与读者渐行渐远的

主要原因。 读懂这个原因，

我们就不会对茅奖太过苛

求了。

它创造了全国交响乐领域的

“贵阳模式” ———

从 2009 年 9 月 19 日首演至

今， 已演出 800余场高品质的音乐

会，吸引 40余万名观众走进音乐厅；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首席指挥

李心草、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陈佐

湟、 世界级指挥家里科·萨卡尼以

及上海歌剧院首席指挥张国勇等

音乐名家， 相继担任乐团音乐总

监；频频在国内外巡演、亮相各类

高端表演平台；

……

这一切始于 10 年前，中国第

一个民营交响乐团———贵阳交响

乐团的诞生。

贵阳交响乐团的诞生，填补了

我国交响乐领域多年来没有民营

资本注册进入的空白，被中国音乐

界最权威的报刊《音乐周刊》誉为

交响乐领域的“贵阳模式” 。

2009 年 2 月 19 日，全国首家

“民办公助” 职业交响乐团———

贵阳交响乐团落户筑城。 在贵阳

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贵

阳大剧院里有 600 个座位的音乐

厅成为该乐团无偿使用的演出场

所。 乐团创建之初， 获得市政府

拨款 100 万元用于购买乐器，在

连续四年每年获得地方政府拨款

200 万元购买乐团的公益性演出

服务后， 第五年起， 这笔拨款增

加至 300 万元。

作为股份制企业， 贵阳交响

乐团的建设和运转管理， 都由本

土企业星力集团董事会监督，至

今， 星力集团已经为乐团的发展

注资 1.5 亿元。

体制创新， 让贵阳交响乐团

迅速完成了品牌塑造， 成为贵阳

城市文化新名片。10 年来，他们以

无数次高水准的演出，让“贵阳”

二字在各地发光———

2010 年元旦， 贵阳交响乐团

代表中国民营交响乐团， 在中央

电视台音乐频道为全国人民呈上

新年音乐会；

同年 4 月， 贵阳交响乐团作

为全国 10 家优秀乐团之一，受邀

参演 “第二届中国交响乐之春”

音乐会， 被业内评价为在地方职

业交响乐团“名列前茅” ；

2010 年 8 月， 乐团成功举办

了国内首届“森林音乐会” ；

2012 年 6 月起，赴韩国、新加

坡、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成

都、沈阳等地演出；

2014年参加“第四届中国交响

乐之春” ，被誉为“中国最强音” ；

……

特别令音乐家们难忘的还

有：2016 年 4 月， 在国家大剧院

音乐厅举办的 “历史的回声” 特

别音乐会上担纲开幕式音乐会演

出， 陈佐湟先生执棒贵阳交响乐

团， 演奏了 20 世纪 50 年代前的

10 部中国管弦乐作品，成为这场

中国交响乐盛宴的重头角色。

陈佐湟在当天的音乐会结束

后非常感慨：“成立才 7 年的贵阳

交响乐团，在中国交响乐团的版图

上，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光荣的位

置，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贵

阳的骄傲！ ”

2019 年 5 月 22 日，乐团应邀

参加北京现代音乐节展演， 于中

央音乐学院音乐厅向听众献上交

响音乐会《大地颂歌》。 堪称完美

的演奏， 在音乐节上赢得了极大

的反响。 中国音协主席、北京现代

音乐节艺术总监、 著名作曲家叶

小纲当即邀约贵阳交响乐团承担

2020 年北京现代音乐节开幕音乐

会演出任务……

采用音乐季的运作方式，贵

阳交响乐团成立迄今已连续举办

10 个音乐季。 音乐季从每年 9 月

到次年 7 月， 由音乐总监总体构

思，提出方案，排出时间表，定好

每场要演出的曲目， 包括从国内

外邀请哪些音乐家来演奏等，均

一一落实。 据介绍，这样的运作可

谓高难度， 国内仅有四五家交响

乐团能够做到。

专业化的运作， 不仅确保了

交响音乐会的质量， 更吸引了国

内外音乐大师“扎堆” 而来———

世界著名指挥家卡尔·圣克

莱尔， 著名钢琴大师、 费城柯蒂

斯音乐学院前院长加里·格拉夫

曼， 世界著名小提琴家伊利亚·

卡勒，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乐队首

席刘云志， 曾获帕格尼尼国际小

提琴比赛第一名的著名小提琴家

宁峰等音乐大师们魅力四射的表

演，不断给筑城听众带来惊喜。

乐团首演以来， 每场音乐会

上座率都在八成以上， 一些重量

级音乐会甚至连加座都售罄。 十

年间，乐团收获了 2000 多名固定

消费的会员。

走过硕果累累的十年， 贵阳交

响乐团在交响音乐界留下了让人难

以忘怀的风采， 更让贵阳这座城市

孕育了独有的高雅文化气质。

新华社电（记者 孙丽萍）

第二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将于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7 日举行，已确定有来自全球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43 台剧目

参演。

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上

海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二十一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演

出“花落” 中国原创大型杂技

剧《战上海》。 适逢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 上海杂技团与上海

市马戏学校联合创作的杂技剧

《战上海》 以惊心动魄的杂技

表演“回放” 上海解放的历史

时刻。 成立于 1950 年的北德广

播爱乐乐团则将与中国小提琴

家黄蒙拉联袂奉献闭幕演出。

一批“有筋骨、有血肉、有

温度” 的红色剧目将亮相舞

台， 其中包括中国国家话剧院

原创话剧《三湾，那一夜》、沪

剧《一号机密》、上海音乐学院

交响诗《英雄颂》、山东歌舞剧

院民族歌剧《沂蒙山》、深圳交

响乐团大型交响套曲 《我的祖

国》，等等。

第二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的国际板块阵容强大，

邀请到荷兰国家芭蕾舞团、维

也纳爱乐乐团、东京交响乐团、

以色列卡梅尔剧院等参演。 享

誉国际的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

与斯卡拉歌剧院学院还将分别

带来两部原汁原味的莫扎特歌

剧———《假扮园丁的姑娘》与

《魔笛》。 据介绍，这将是意大

利斯卡拉歌剧院成立 200 多年

来首次集结全班人马携歌剧制

作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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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弹

我们该如何看待茅奖

韩浩月

时讯

第二十一届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十月开幕

贵阳交响乐团：

民办公助 打造运营交响乐团的“贵阳模式”

访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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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星近照。

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西南（黔西）合唱节在黔西县

圆满落下帷幕。来自贵州、云南、四川、重庆、广西五省市自治区的

90支参赛合唱团决出了金银铜及优秀奖。其中，贵州文华合唱团、

贵阳一中“春之芽” 合唱团等团队荣摘金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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