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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首
岚
在
音 画《海 峡 海 峡》

■融媒体记者 陈澜清 文/摄
天堑通途，
宝岛归航，
两岸骨肉，
圆梦中华……7 月 29 日晚，
福建省
重点音乐项目“大海的呼唤——交响音画《海峡 海峡》
”在平潭国际演
艺中心成功首演。
据了解，
交响音画《海峡 海峡》由国内顶级团队打造，
由著名歌唱
家孙砾担任艺术总监，
著名作曲家杜鸣担任音乐会作曲，
著名导演邢时
苗担任总导演，
著名剧作家游暐之担任文学撰稿，
青年指挥家林冬晴负
责指挥，
著名歌唱家王庆爽、冯国栋携手福建省歌舞剧院附属合唱团演
唱，
著名演播艺术家徐涛负责朗诵。
当天，
平潭国际演艺中心内余音绕梁，
气势磅礡的交响乐搭配饱含
深情的朗诵，
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广阔无垠的台湾海峡，
眼望波光粼粼、
岛屿罗列，
耳听海风猎猎、波涛轰鸣，
在音乐中感受到海峡两岸数十年
来情牵意连的岁月情怀。

奏响艺术之声
表达两岸统一心愿
《海峡 海峡》交响音画由《故
园依稀》
《红烛喜娘》
《孤影离愁》
《同源血脉》四个乐章以及序《海
的记忆》和尾声《海峡梦圆》六部
分组成，从家园、亲情、爱情及乡
愁等角度，以宏大的音乐叙事，展
现海峡两岸的历史变迁，表达出
从骨肉分离到共盼统一的浓浓情
愫。
《海峡 海峡》每个乐章的节奏
风格各有特色，又一脉相承。
“选
择交响音画这一与时俱进、传承
创新的艺术形式，能让更多人看
懂作品所传递的主题思想，产生
情感共鸣。”
《海峡 海峡》副总导演
谢南说，
《海峡 海峡》打破了传统
音乐会单一表演的形式，借用多
媒体效果将音乐和画面相结合，
既有交响合唱，也有器乐、声乐、

朗诵、舞蹈等艺术形式，更好地展
示了福建民俗风情。
谢南表示，这场交响音画力
求带给观众一场沉浸式视听盛
宴。
“ 希望能通过作品，进一步传
递两岸共盼统一的共同情感和心
声，表达海峡两岸人民同宗同源、
血脉相连的骨肉亲情。
”
谢南说。
演出现场，在岚工作多年的
台湾博士许桂荣看到结尾新郎新
娘相聚团圆拥抱在一起的一幕
时，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眼眶几
近湿润。
“ 新娘缓缓掀开红盖头，
满头青丝，欲语泪先流，脸上露出
团圆幸福的笑容。”许桂荣动情地
说，
“ 两岸一衣带水，血脉同源，这
场交响音画让观众深切感受到两
岸同胞渴望祖国早日统一的热烈
期盼。”

演出结束，
全体参演人员谢幕。

特写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冯国栋

“在平潭演绎《海峡 海峡》更具现实意义”
“晓梦回故园。梦醒湿衣裳，依稀辨，慈母眼泪密密针线，老
父无言望断南飞燕。别乡如昨日，倏忽几十年，犹记否，那鱼丸
肉燕雨夜叫卖，屋檐青苔看金桂谢了又开……”当晚，一位高大
帅气的歌唱家在舞台上深情饱满地唱着《游子心》，现场寂静
无声，
沉醉在他的温暖迷人的声线里。
演出结束后，记者在幕后见到了这位演唱者。著名男
中音歌唱家冯国栋，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我国著名
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郭淑珍教授，艺术指导胡适熙
教授。曾获得第四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第二名、2010 文
化部全国声乐文华奖二等奖等各项殊荣，
现在星海音乐
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作为新郎扮演者，冯国栋负责《海峡 海峡》中两
个独唱和一个二重唱的任务。他表示，男主角经历
了与爱人初见、结婚、年老、再回乡的过程，年龄跨
度大，最后与妻子重逢时，更需要用苍劲、厚实的
音色来演唱歌曲，男中音符合角色定位，更有艺
术表演力。
从排练到正式演出，仅有一个月的时间。
回忆起排练时的场景，冯国栋历历在目。
“排
练《游子吟》时杜鸣老师告诉我，不要太大
声，要轻轻地唱，像和妈妈说话一样；在排
练夫妻团聚的二重唱选段时，两人要像在
互相依偎着，喃喃低语地唱，这样才会唱
到听众心里。”冯国栋说，经过多方面磨
合，
最终舞台上呈现的效果很棒。
《海峡 海峡》的每一个乐章都深
受冯国栋喜爱。从第一乐章中表现
的乡愁，有弱有强，有忧伤也有激
昂，到最后“回家了”的那声呼唤，
彻底释放出的力量感振聋发聩，
一气呵成。
冯国栋坦言，在他新参与
演绎的音乐作品中，对《海峡
海峡》这部交响音画印象尤
深。
“ 相信这部作品能成为
精品，打造成为福建本土
文艺的‘文化名片’。而
平潭是距离台湾本岛最
近 的 地 方 ，在 这 演 绎
《海 峡 海 峡》表 达 两
岸和平统一的共同
心 声 ，更 具 现 实 意
义。”
冯国栋说。

多媒体技术加持
带来绝佳视听体验
蓝色灯光将观众带入蔚蓝的
海洋，恢弘澎湃的鼓声从序《海的
记忆》贯穿尾声《海峡梦圆》，层出
不穷的敲击，丰富的节奏韵律，加
上多媒体技术的加持，令观众目不
转睛，沉浸其中。
“深蓝的海，海水拍打着海岸，
浪花飞溅在礁石上，仿佛记忆的碎
片，拼接成久远的思念。从这边就
能看到那一边，久别的故园依稀在
眼前……”静默等待片刻，徐涛老
师嘹亮浑厚的朗诵声款款而来，浑
厚的男声后传来一对孩童唱起的
童谣：
“ 天黑黑，欲落雨，阿公仔拿
锄头……”开场强烈的声音张力对
比，一下子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
第一乐章《故园依稀》的故事便开
始娓娓道来。
这场饱含深情的配乐诗朗诵

让观众印象深刻。徐涛表示，朗
诵词表达了创作者对两岸统一的
情感寄托和呼唤。
“ 朗诵文本与音
乐融合在一起，在篇章与篇章之
间起到了非常好的衔接作用，有
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作品。”
徐涛说。
鼓面颤颤，余音悠长。除了配
乐朗诵，现场还运用 LED 彩屏画面
同音乐巧妙配合，使听觉与视觉的
有机统一。当“涛声依旧，海风呜
咽，烟波苍茫一孤帆”的男中音响
起时，舞台巨幕上，幻灯片开始播
放，闪过一幅幅富含两岸元素的照
片。
画面里，平潭北港村如彩色古
堡的石头厝，与高雄旗津半岛的五
彩楼房遥相呼应；平潭石牌洋景区
高耸入云的碑形海蚀柱，与台湾阿

里山日月潭
的重峦叠峰相
互映衬；新年福
州闽江畔的火花
银花对照着台北
101 大楼的跨年焰
火……在背景音乐
烘托下，这一幕幕场
景让人不禁遐想，想插
上一对羽翼飞跃海峡，
饱览祖国大美山河。
“《海峡 海峡》恢宏的
气势、流彩的灯光和震撼
的音乐令我着迷。乐曲时
而悠扬高亢，时而柔美舒缓，
心绪也随着灯光的变化而起
伏，舞台美术效果整体上贴近
角色的情感表达。”
“90”后观众
康佳丽说。

富含闽台元素
唤醒家乡生活记忆
内心喜悦、甜蜜、幸福和对爱情忠
贞的情绪，极富感染力。
市民刘珍珍带着还在读小学
的孩子观看演出，她说，现场丰富
多样的演出内容，刷新了自己以往
对传统交响乐演出的认知。
“ 舞台
上撑着油纸伞的姑娘们跳起欢乐
的舞蹈，新娘团坐在椅子上梳妆打
扮，处处体现了浓郁的闽南婚礼习
俗。”刘珍珍表示，
《海峡 海峡》凸
显了福建地域特色，第一次在“家
门口”接触到这样高规格的舞台艺
术，给了她丰富的艺术体验，期待
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演出在平潭国
际演艺中心上演。
“00”
后吴玥来自福州，
是此次参
与表演合唱团的青年演员，
目前就读
于中央戏剧学院 2020 级歌剧表演

系。
“ 福州三坊
七巷里的叫卖
场景，
喜庆的闽
南婚俗特色，
寄
托美好祝福的
妈祖祭拜等活
动，
是生活中真
实存在的场景，
勾起了大家在
家乡生活美好的
回忆。
”
吴玥说，
有
幸来到平潭和众
多艺术家们同台
演出，平潭是个
非常适合旅游、
宜居的城市，希
望以后有机会来
这里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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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多媒体技术的运用，观众
还在节目中目睹了闽南婚俗、祭拜
妈祖等闽台文化习俗元素。
当红色的舞台灯光亮起，节目
进行到第二乐章《红烛喜娘》。舞
台上，古厝内外火树银花，张灯结
彩，大红喜字铺满了整个舞台巨
幕。舞台一侧，急促而有节奏的小
鼓声响起，另一侧的古厝闺房中，
新娘正对着菱花镜梳妆打扮，做出
嫁前的最后准备。
“梳起，额前刘海，挽起，青丝
长发，一朵百合鬓间插……”扮演
新娘的王庆爽唱起《新娘》。作为
中央歌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她曾
参与《土楼》
《大舜》等歌剧演出，
比较了解闽台本土民俗特色文
化，唱出的曲调反映出待嫁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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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 海峡
海峡》
》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