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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9
日，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从河南省赛艇
协会获悉，在刚刚结
束的 2018 全国中学
生赛艇锦标赛上，代
表河南出战的郑州第
九十四中赛艇队力夺
四枚金牌和一枚银
牌。

2018 全国中学
生赛艇锦标赛由中国
中学生体育协会、中
国赛艇协会主办，作
为首届全国中学生赛
艇比赛，吸引了来自
国内外 20 多所名校
的参赛队伍，共 300
余名选手参赛。经过
激烈角逐，郑州第九
十四中赛艇队取得了
男子四人双桨、男女
混合四人双桨、男女
混合八人单桨，以及
陆上划船器团体四个
项目的金牌。同时，
还取得了女子四人双
桨的亚军，女子双人
双桨的第四名，以及
男子、女子陆上划船

器前三名的多项好成
绩。

能取得如此优异
的成绩，和科学的日
常训练是分不开的。
郑东新区赛艇协会会
长师保林在接受大河
报记者采访时说：“不
管多苦多累，我们的
学生始终在学习之余
坚持训练，这是我们
取胜的秘诀。”负责郑
州第九十四中赛艇队
日常训练的郑州丰合
赛艇俱乐部负责人透
露，“郑东新区已经在
10多所中小学开展了
赛艇夏令营活动，附
近的高校基本都有学
生和教师赛艇队，不
少企业也先后组建了
自己的赛艇队。”近几
年，高端赛艇活动在
郑州频繁落地，郑州
2012 国际名校赛艇
挑战赛，“世界名校·
艇进中原”2018 郑
州·智慧岛（龙子湖）
赛艇挑战赛等知名赛
事，纷纷落户郑州。

8 月 10 日晚，建
业将在客场挑战天津
泰达。目前，建业几
位 锋 线 射 手 状 态 正
佳，而天津泰达的中
场核心也在战前伤愈
复出，应该说这是一
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上轮比赛中，建
业在客场拿下天津权
健 。 据 悉 比 赛 第 二
天，建业主帅张外龙
就赶到了河北廊坊，
现场观看了泰达客场
2∶1 击败河北华夏幸
福的比赛，并认真地
做了笔记。在张外龙
看来，比赛中的很多
细节通过电视是看不
到的，多年来，只要时
间允许，他一直坚持
到现场刺探军情。

世 界 杯 间 歇 期
后，建业全队一直保
持着上升的势头，目
前建业已经拿到了18
分，距离降级区拉开
了5分的分差，压力已
经小了很多。目前，
排在联赛第 8 位的天
津泰达拿到 21 分，排
在第13名的建业与身
前的 5 支球队分差只
有 3 分，只需再进一
步，建业就能跻身联
赛中游集团。对于这
场具有战略意义的比

赛，张外龙会在锋线
上如何排兵布阵，是
唯一悬念。上轮卡兰
加遭遇停赛，但他在
预备队比赛中独中三
元完成帽子戏法，状
态火热，而里卡多近
来更是完全刷新了球
迷对他的印象，他上
轮打进两球，是建业
取胜的绝对功臣。这
两人如何取舍，将是
张外龙幸福的烦恼。

此前，间歇期的
热身赛中，建业客场
4∶1击败泰达，那场比
赛，里卡多、伊沃和巴
索戈都取得了进球，
吃过建业防守反击的
大亏，泰达这场比赛
不会再掉以轻心，主
帅施蒂利克认为这将
是一场困难的比赛，
泰达若想拿到3分，就
必须加强进攻端的实
力，破建业的铁桶阵，
但更重要的还是稳固
好防守。对于泰达来
说，赛前一个重大利
好消息是，伤停多轮
的中场核心米克尔已
经伤愈，泰达此役四
名外援都具备了出场
的条件，让施蒂利克
的战术选择可以更为
从容。

“原来有这么多娃娃在
学习唢呐！”8月9日，2018
河南省唢呐展演活动在郑
州文化馆落幕，活动吸引
200余名唢呐选手前来参
赛，其中70多名少儿组选
手的亮相，让观众们激动不
已。

对于唢呐的传承，两年
前的电影《百鸟朝凤》中老
艺人落寞的眼神让人们着
实揪了一把心，但作为唢呐
大省的河南，唢呐传承的脚
步从未停歇，只是从过去的
家庭口传心授悄然过渡到
了如今的学校培养。

◆唢呐传承
从口传心授到学校培养

哪些孩子在学习唢
呐？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通过采访参加决赛的20
多位少儿选手发现，最小的

只有9岁，他们主要来自民
间艺人家庭，从小受到民乐
氛围的熏陶。

15岁的齐锦非来自唢
呐世家，一家五代吹唢呐，
在扶沟小有名气，家人不想
让这门祖传技艺失传，三年
前主动教他吹奏，学习不到
半年时间，便能跟随父母受
邀到红白事活动中演奏。
虽然是祖传唢呐，但父亲还
是送他到扶沟一所唢呐学
校，两年下来已经能独奏较
高难度的《社庆》《黄土情》
等传统曲目。

齐锦非所在的学校里，
学习唢呐的学生有百余人，
暑假班也有数十人报名。

唢呐老师路远告诉记者，学
校开办5年来生源不断，学
生多数是来自戏曲、乐器演
奏等艺术家庭。“过去唢呐
都是自传自家，不外传，这
种相对保守的传承，也使得
与外界交流不多，吹奏的也
多是传统曲目，技巧上也不
成系统。如今唢呐教育已
经比较科学成熟，通过系统
学习可以打好基础。”

这场唢呐展演中，也能
看到城市少年的身影。郑
州四中初二学生王乐垚演
奏的中音加键唢呐，和人们
熟悉的唢呐有所不同，附在
唢呐管上的有许多按键。
这是对传统唢呐的改良型
乐器，借鉴了单簧管机械装
置，能满足十二平均律，主
要应用在现代民族管弦乐
队中。

王乐垚是学校民族管
弦乐团的成员，乐团中有6
名唢呐演奏员，有传统唢呐
与加键唢呐，涵盖了各个声
部，可以与各种乐器合奏。
接触唢呐之前，王乐垚从未
见到过这件民族乐器，但如
今她已经立志将来报考音
乐学院继续深造，“唢呐是
极具中国特色的民族乐器，
应该被更多人知道，我希望
能把它发扬光大”。

“从这次展演来看，河
南唢呐的传承让人欣慰。”
青年唢呐演奏家郝晓东表
示，基层的唢呐学校培养了
许多优秀学生，和过去单一
的家庭口传心授相比，学校
专业的唢呐学习视野更为
开阔，吸收了各种流派，演
奏技法也更为全面，推动了
唢呐的现代发展。

◆院校唢呐
离不开民间的滋养

在中原地区，唢呐有着
悠远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
基础，这次活动还吸引了安
徽等外省的唢呐艺人前来

观摩。
值得一提的是，展演首

次设置了“民间艺人”组
别。经过新老艺人间的口
口相传，延续至今的唢呐曲
目，如今却濒临失传，展演
为这些土生土长的民间唢
呐演奏者提供了一个平台，
鼓励他们将心爱的唢呐艺
术传承下去。主办方河南
省民族管弦乐学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借此机会，
呼吁专家及知名演奏家们，
关注民间唢呐曲谱的挖掘
整理，将老祖宗留下的宝贵
遗产完好留存并让更多人
能够欣赏。

“中原是唢呐之乡，长
久以来，正是民间沃土滋养
了唢呐这朵艺术之花。”中
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民族
管弦乐学会唢呐专业委员
会会长石海彬观看展演后
表示，院校唢呐从民间唢呐
派生而来，离不开民间的滋
养，也希望优秀的孩子们报
考专业院校，接受唢呐的科
学培养，从而反哺民间唢
呐，共同推动唢呐艺术、民
族音乐的繁荣发展。

看到学习唢呐的青少
年人数多、年龄跨度大、演
奏内容丰富，西安音乐学院
培训学院院长高晓鹏惊喜
不已。他认为，专业院校应
当学习、吸取地方唢呐的优
秀养分，多与河南民间唢呐
演奏家交流，丰富专业院校
的学习内容。

空闲时，00后齐锦非也
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露一手，
看到很多同龄人在屏幕上
点赞，他感到“很骄傲”。尽
管在专业学校学习两年多，
技巧进步很快，但他最钦佩
的还是吹了半辈子唢呐的
父亲，父亲也常将积累的心
得传授给他，齐锦非感受最
深的是，“唢呐也要多向老
艺人学习，凭真情感吹出来
的声音和靠技法曲谱吹出
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娃娃吹起来，唢呐有未来！
70多名少儿声动河南唢呐展演

首届全国中学生赛艇锦标赛
郑州九十四中夺四金

今晚建业客战泰达
张外龙已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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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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