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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黄淮 声名鹊起

4月 12日夜晚，“壮美
70年·唱响新时代”校园歌手
邵帅演唱会在驻马店市黄淮
学院北区体育场火热开唱。

“写给了你的迷茫，写给了我
的轻狂，写给了我们飘荡的
理想。”邵帅以一首原创歌曲
《你是我所有的梦》拉开整场
演唱会的序幕。当晚，来自
北京、天津的几百名歌迷专
程赶来和黄淮学院的3000多
师生一起，跟着节拍，挥舞着
手机闪光灯，来为邵帅的演
唱会打call。

邵帅为大家演唱了《南
风北巷》《驻马店西》《关于高
考的岁月》等一系列原创歌
曲。当《写给黄淮》的旋律一
响起，现场立刻欢呼起来，大
家一起挥舞、一起高歌，唱出
了所有学子对校园的眷恋和
最深情的“表白”。

作为黄淮学院大二在校
生，邵帅因2018年 8月创作
的《写给黄淮》而声名鹊起，
之后创作的《我们都是无名
之辈》《你是人间四月天》等
歌曲更为他拓宽了音乐道
路。今年4月，邵帅将正式发
售《解忧》专辑，并开启全国
24城巡演，黄淮学院是全国
首演。

目前，郑州、北京、天津、
石家庄、济南、长沙、福州、厦
门、重庆、成都、杭州、上海、
银川、兰州、太原、西安、武
汉、深圳、广州、南京全国20
城和暑期东北大连、沈阳、长
春、哈尔滨四城巡演，均已启
动售票程序。

4月 21日晚 8时至晚9
时30分，全国巡演首站——
解忧邵帅「解忧」2019巡演郑
州站将在省会郑州市金水区
中原大舞台二楼 7LIVE-
HOUSE举行。目前，演唱会
入场票已经售罄。

邵帅坦言，24座全国巡
演城市都是自己看着中国地
图找的，是想历练自己，锻炼
一下自己的现场能力，到各
地走一走，他不希望巡演太
过商业化，想少获得一些东
西，多学习一些东西。

借钱买吉他
每天少吃一顿饭还账

邵帅给自己起了个艺名
——解忧邵帅，专辑和全国
巡演也叫《解忧》。“我希望我
的歌儿能解你忧愁，但又不
伤你身体。”邵帅坦言，他试
着将自己定位为新校园民谣
拓荒者的一种，歌似乎忧愁，

有点苦，其实品品后味，是带
甜味的。

邵帅1998年3月出生于
周口市扶沟县大新镇一个全
村姓邵的村庄。目前，在学
校的扶持下，他已经在黄淮
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拥
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邵帅说，高二时，参加元
旦晚会，他感觉吉他的声音
特别好听，就喜欢上了。拿
出自己的200元钱，找同学你
50他 100又借了 350元，跑
去买了把吉他。没敢带回
家，瞒着父母。学琴没钱，又
借了700多元。当时，一个月
家里给400多元生活费，他花
200元，省下200多元。“为学
吉他，我不能吃晚饭，每天省
下一顿饭钱还账。”

“我是上了几年技校才
又去上高中的。上扶沟二高
时，全校倒数。但班主任陈
老师对我特别好，一直鼓励
我，允许我有自己的爱好和
特长。想着成绩提高后，可
以天天学吉他，我就疯狂学
习，晚上学到午夜，次日四点
钟就起来背书，成绩提高很
快。高二最好时，考过年级
十几名，在班内考过第四第
五名。老师说，只要我保持
这个成绩，每周四下午阅读
课，就叫我出去学吉他。”邵
帅笑言，高二成绩冲上来后，
高三他的成绩没下去过，在
高三成立全县唯一一个校园
乐队的情况下，另类的他高
考分数过了二本线，被黄淮
学院录取。

想为音乐画个句号
结果“画”亮了乐坛

高考完第二天，邵帅就
背着一把吉他，掂着一个麻
袋、一个行李箱、一床被子，
坐车到郑州二七塔附近的乐
器一条街，寻找心中的梦
想。“干了两个多月，开学时，
我就创业，在驻马店卖吉

他。除大一学费和第一个月
的生活费外，我没向家里再
要过一分钱。”

邵帅记忆最深的是，教
吉他的老师上第一节课就给
他聊音乐、聊梦想、聊经历。

“他弹着《老男孩》，我唱着。
那一刻，我感觉音乐太有意
思了，比打游戏、吹牛强太多
了。那种精神上的需求和满
足，说不出来，但能感觉到。
我这才意识到，音乐会让人
发光，能给人自信和一种浑
身发热的力量。”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
骨感。2018年，驻马店一家
演艺厅一天给邵帅200元演
出费用，8月份的一天，国内
知名歌手来此演出，出场费8
万，听众爆满。歌手下场，邵
帅上场，还没唱，听众走完
了。“想着这么多年的过往，
徘徊在黄淮校园，那个夜晚
我失眠了。想着我的音乐可
能没出路了，就写一首歌，给
自己的音乐梦画个句号，然
后回归现实，好好创业吧。
就写了这首《写给黄淮》，旋
律也从大脑里冒了出来。”

2018年8月31日下午，
邵帅将《写给黄淮》发布到网
上，没想到，一下火爆起来。

“我当作最后一首歌来写，反
而听着特有感觉、特别美、特
别爽，一直写，停不下来了，
句号变成了逗号，半年多写
了14首原创歌曲。”

邵帅说，他对黄淮学院
有一种非常感激的心态，写
歌是对学校的一种深情“表
白”。

本报讯 4月20日，建业
将坐镇主场迎来天津泰达。
已经两连败的建业只有一个
目标，就是拿下赛季首胜止
跌反弹。不过天津泰达也来
者不善，最近三轮两胜一平
的他们士气正盛。作为保级
老对手，两队相遇免不了一
场恶战。

从建业今年的比赛内容
来看，不应该是目前的成绩，
建业已经不再是防守靠人
数、进攻靠巴索戈天赋的老

套路了，进攻中特别是在两
个边路能看到很多战术变
化，防守中队员的拼抢强度
和硬度也做得不错，甚至联
赛领头羊北京国安也坦言，
与建业的比赛是今年最困难
的一仗。因此，建业并没有
背负过大的心理压力，主帅
王宝山相信球队很快就能捅
破胜利的窗户纸。此役面对
保级对手泰达，全队都憋着
一股劲儿要在这个主场止跌
反弹。

本报讯 4月18日，2019
海燕绘本高峰论坛在郑州举
行。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获悉，儿童文学评论家方卫
平、儿童文学作家孟宪明、画
家黄丽、阅读推广人孙慧阳等
都分享了对绘本和儿童文学
的认识。论坛还邀请到法国
插画家、风靡全球的“小兔汤
姆”系列画家玛丽-阿利娜·巴
文，“小兔汤姆”系列绘本作者
伊丽莎白·德·朗比伊进行了
主题演讲。

据统计，绘本类图书在童
书市场中的占比超过四分之
一，是近年来童书中增长最快
的门类。海燕出版社社长黄
天奇介绍，通过努力，海燕出
版社推出了一大批如“金羽
毛”“棒棒仔”“小兔汤姆”“小
雨点”“爱之阅读”等多种绘本
品牌图书，同时在引进绘本方

面，与法国、美国、德国、比利
时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
作，出版了500多种绘本图
书。

在国内绘本的发展方
面，《安的种子》作者黄丽介
绍，以当当网为例，在500本
五星童书里，真正属于本土
原创的只有32本，这个数据
反映了我国原创绘本产能尚
有欠缺。如何打造真正优质
的国产原创绘本？黄丽以10
年前《安的种子》和3年前《外
婆家的马》创作经历为例证
明，创作除了用心、刻苦、积
累，还要给出时间去慢慢发
酵。

参加论坛的嘉宾认为，虽
然当前我国原创绘本数量已
经接近甚至超过引进绘本，但
是如何提升质量正成为原创
绘本必须面对的挑战。

帅！大二男孩开启全国24城巡演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钊 王耀成 通讯员 吴健民

本报讯 4月18日，河南
省“2019全民阅读”活动在省
少儿图书馆正式拉开序幕，时
间贯穿全年。

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以“倡导全民阅读、
共建书香河南”为主题，全省
各级文旅部门及公共图书馆
以各种文化展览、主题演讲、
阅读推广、知识竞赛等活动为
抓手，推动全民阅读深入开
展，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公共
文化服务的需求。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
了今年全民阅读一系列活动

内容，主要包括阅读品牌项目
推广与评选、“让经典走向大
众——《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
典》推介全国行”活动、古籍保
护传承与展示项目、公共数字
文化进景区（试点）活动、.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优秀案例推广
与评选、“阅读推广人”培育行
动、公共图书馆文化志愿者与
志愿者团队培育评选活动、

“老家河南”主题微视频、地方
志、家谱、征文征集活动以及
中原阅读榜榜荐书与评选、河
南省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
动等。

最近，21岁大二男孩邵帅的一首原创歌曲《写给黄淮》，火爆网络和朋友圈，一
句深情“表白”：“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我是你可有可无的人。毕竟这穿越山河的
箭，刺的都是用情致疾的人。”戳中大众泪点，成为网络热词，被海量转发和品评。

邵帅是个怎样的人？他与黄淮有着怎样的故事？昨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走进黄淮学院，面对面专访邵帅，和大家一起认识这个自强自立的大学生。

迎战天津泰达
建业能否止跌反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河南省“2019全民阅读”
活动启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张晓菡

原创绘本如何提升质量？
2019海燕绘本高峰论坛在郑州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实习生 张晓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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