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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老哥哥哥俩俩俩的的的唢唢唢呐呐呐情情情结结结

唢呐!俗称"喇叭#!属木制双簧管乐器!是我国各地

广泛流传的民间乐器$ 发音高亢%嘹亮!多在民间的吹歌

会%秧歌会和地方曲艺的伴奏中应用!善于表现热烈奔放

的场面及大喜大悲的情调$

最初的唢呐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唢呐这个名称

就是古代波斯语
!"#$!

的音译$ 唢呐大约在公元
%

世纪

在中国出现$ 在金%元时代!传到我国中原地区$

&'('

年!沁阳人乐圣朱载癱用科学的方法阐明了十

二平均律!并改良了唢呐的发音位置!在唢呐八音孔的基

础上研制出&三眼管子#!为我国民族管乐的发展做出了

巨大贡献$经过不断发展!唢呐已成为一件具有特色的独

奏乐器!并用于民族乐队合奏或戏曲%歌舞伴奏$

)(('

年!唢呐艺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

唢呐唢呐!曲儿小!腔儿大" 在#唢

呐之乡$沁阳!贺德义%李金海与唢呐

结下了不解之缘" 知道自己当选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后! 老哥俩激动地一宿没睡" 贺德义

说&#这唢呐比我们的命还金贵' 我俩

能得到国家的承认!比过年都高兴" 现

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这唢呐吹得也

越来越有劲" $说得兴起!贺德义和李

金海拿起唢呐来了一段(一枝花)*

一辈子的唢呐情

在沁阳民间!有#玻璃轿!麻金吹!

麻金不吹不结婚$的说法!

!"

岁的贺德

义就是贺家唢呐的第六代传人+ 唢呐

高手麻金的儿子" ,父亲是上世纪
!#

年代的唢呐高手* 他功底深厚%技艺超

群*我最多学到他的皮毛*我
!

岁开始

跟父亲学艺!苦没少吃!不过总算学到

了父亲的硬功唢呐技艺* 别看我现在

年纪大了!我还能一口气吹十里地* $

"#

岁的李金海被誉为 ,小麻金$!

师从沁阳贾家唢呐第三代传人贾自

成* 李金海说&,在沁阳!唢呐分为三大

系-..贾家+贺家和张家* 我为了得到

师傅的真传!从小就给师傅打工* 我的

诚意感动了师傅们! 将贾家唢呐的精

髓全部传给了我* 然后!我又在贺家和

张家拜师学艺!

$%

岁我就是/唢呐小魁

首0了* $

贺德义+李金海从小就认识!再加

上有唢呐这个共同的爱好! 两人的感

情堪比兄弟* 贺德义说!,俺俩没事的

时候!老爱切磋一下技艺* 闲着没事!

就想找他斗一斗* $李金海说!练唢呐

要冬天吹到手出汗!夏天吹到手无汗!

想起当年两人一起吃苦!他唏嘘不已*

他伸出布满老茧的双手&,我们这手不

仅能拿锄头!还能拿唢呐!都是吃苦换

来的* $

唢呐艺术不能丢

唢呐不仅在农村红白喜事中唱主

角! 在我省古老剧种怀梆里也是重要

的伴奏乐器* 然而!现在传统的唢呐演

奏技艺随着老艺人们的相继去世面临

失传的危险* 贺德义说!,现在演出的

环境很差! 收入太低! 不能吸引年轻

人* 但这门艺术要是从我们这代断了

根!我愧对先人* 现在也有年轻人学吹

唢呐!可大多把它当成升学的捷径!图

的是考试时能多加分* $

李金海也对唢呐,气脉不畅$的状

况表示担忧* 他说&,要是沁阳没人吹

唢呐!还咋叫/唢呐之乡01 我在化肥厂

上班!还有点生活费!可很多演员连基

本的生活费都没法保障* 国家现在重

视保护唢呐艺术!真是及时雨* $

他们一直在考虑搞一个唢呐学

会! 把喜欢吹唢呐的都聚集起来* 现

在!他俩到各村演奏唢呐时!都会收上

几个徒弟* 不仅传授技艺!还逐渐将唢

呐艺术形成文字资料* 目前!跟李金海

学吹唢呐的已有
&##

人! 贺德义也成

立了由
'!

个人组成的音乐队伍!开设

了
&

个少儿音乐辅导班* 贺德义还将

其唢呐独奏代表作品(一枝花)+(朝阳

沟)+(智斗)等制成光盘!向世人传播*

,当上传承人!肩上就有这份责任* $贺

德义说*

贺德义和李金海说! 他们接受完

采访!还得回家干农活* 他们说!干活

时也要带着心爱的唢呐!忙累了!就坐

在地头吹它几曲! 让唢呐的声音传遍

十里八乡*

!(

唢呐艺术

"

本报记者 刘 洋

第一印象在社交中的重要性占
!"#

!而

谈话的内容只占
$#

* 尽管有人认为这种说

法不大靠谱儿!但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赞同

这一观点*从事顾问工作的江木园就是其中

之一*

日本(钻石)周刊日前刊登文章介绍了

江木园新近出版的(

"

米和
"%

秒决定第一

印象)一书* 这本书依据的理论是&在刚刚

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通常都会保持
"

米的

所谓,社会距离$*从交换名片+寒暄直到落

座的
"%

秒时间内!就已经决定了印象中的

!%#

*

书中介绍的有关第一印象中穿着的内

容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领带的颜色可以

营造出相应的会谈气氛!而和穿着一样重要

的则是表情*江木园建议人们加强眼睛和嘴

部周围肌肉的锻炼!这样就可以做出丰富而

自然的表情*练习微笑时最重要的是放松肌

肉!尽可能地张开嘴!露出美丽洁白的上齿*

除了微笑!眉毛也很重要* 如果你的脸

给人一种很严厉的感觉! 只要把眉毛修得

弯一些就会大有改观* 许多男士都忽略自

己的眉毛*理想眉毛的长度是
&

毫米!如果

长于这个尺寸就要毫不犹豫地剪短* 如果

眉毛颜色过浅! 即使是男性也可以用眉笔

来加重颜色*

此外! 江木园建议人们练习说话的方

式!因为很多时候!清晰+匀速的声音比你所

说的内容还重要*

理想的讲话速度是每分钟
'"%

个字到

"%%

个字! 而且在会见客人的最初
(%

秒钟

用比平常高一些的语调说话容易引起好感*

江木园建议人们录下自己的声音或影像!以

便通过重播寻找不足*

!(

'据新华社(

日本新书介绍如何建立良好第一印象&

!米和 !"秒决胜社交

中国当代艺术家刘小东的

(温床
)*+(

) 2五联 3 日前以

,$('

万元人民币成交! 创下中

国内地油画拍卖最高纪录'

(温床
)*+(

) 高
'+-

米 !宽

(%

米! 是刘小东极为重要的一

幅作品' 在
'&

日的中国嘉德春

拍会油画专场上!该作品引来了

众多关注! 从
"&%%

万元人民币

起经过数轮叫价! 最后以
,$('

万元成交'

这幅画是刘小东
'%%,

年到

'%%-

年在三峡现场铺地写生所

创作的鸿篇巨制!作品富有情节

性和镜头感!浓重的色彩如实地

记载了三峡移民拆迁时的情景'

作品延续了刘小东一贯在宏大

背景下对于生存其间的平凡人

的关注'

刘小东曾说&,我画了三次

三峡!每次对我而言都是一种提

升' $

'&

日同场亮相的王怀庆的

(没家的家具)! 最终以
'&%%

万

元人民币成交!刷新其个人作品

成交纪录'

!(

'张 舵(

刘小东!温床 !"#$"拍 万元
创中国内地油画拍卖最高纪录

著名作家贾平凹的书画展

'!

日在成都开幕! 贾平凹还将

在,五一$期间在现场签售他的

书画集'

据介绍! 此次展出的贾平

凹书画作品有
,%

余幅!都是他

的精心之作' 这些作品秉承了

中国传统文人作书习画的人文

风尚!大气深藏!韵味十足'

贾平凹现任陕西省作家

协会主席 + 中国作协主席团

委员等 ! 目前已出版小说集

(兵娃 ) (山地笔记 ) (制造声

音 ) 等
"%

余部 ! 并著有长篇

小说 (浮躁 ) (废都 ) (秦腔 )等

诸多作品 '

贾平凹表示!他平常搞文学

写作!书画是业余爱好!特别是

有些内心的东西无法用文字表

达时!就用书画表达' 他说&,我

认为写作与书画可以互相表达!

因为其境界和审美都相差不多!

都有乐趣在里面' $

贾平凹还表示! 目前自己

正在创作一部关于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的作品! 估计要两三年

才能写出来'他说&,我有电脑!

但是我从小没学过拼音! 别的

打字法又学不会! 所以坚持手

写!这样对写毛笔字也有好处'

打字省事! 但人一生能写多少

字呢1 $

!(

'苑 坚(

刚刚落幕的第十八届全国

图书交易博览会上! 一部名为

(中国北朝石刻拓片精品集)的

图书因填补了北朝石刻造像拓

片的空白!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

注'

该书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作

者李仁清在
(#

多年的传拓工作

实践中!摸索出一种高浮雕传拓

技法!弥补了北朝石刻只有文字

拓片! 没有造像拓片的千年遗

憾' 为了使这项技艺发扬光大!

作者对多年来摸索出的高浮雕

传拓经验进行了整理!配以实物

拓片编辑成册'

北京大学金石学家胡海帆

认为!此书展示了一批最新发现

的北朝石刻!部分图文是首次面

世!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 河南

省古建筑研究所原所长+古建筑

专家张家泰认为此书全面地反

映了北朝时期的代表性石刻艺

术!对研究北朝石刻的总体面貌

十分可贵'

!!

'冻凤秋(

贾平凹在成都展出书画作品

!中国北朝石刻拓片精品集"出版

台湾作家柏杨
'!

日凌晨
(

时

('

分!在台北县新店耕莘医院病逝!

享年
&&

岁'

柏杨晚年健康不佳!多次住院'

今年
'

月
'.

日因肺炎及呼吸衰竭再

次住院!但这次未能出院返家'

柏杨
(!'%

年出生于河南!

(!.!

年前往台湾'自上世纪
,%

年代初!柏

杨用郭衣洞之名开始创作 !

(!-%

年

用笔名柏杨写杂文'

(!-&

年因所谓

,挑拨人民与政府间感情$ 而获罪于

台湾当局! 度过了
!

年零
'-

天的铁

窗生涯'

柏杨一生著述丰厚!(柏杨版资

治通鉴) 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

最畅销的一部书 !(中国人史纲 )被

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

一'

!(

'据新华社(

台
湾
作
家
柏
杨
病
逝

盛况空前的第十届北京车展

于
"#

日拉下帷幕' 据车展组委会

统计! 本届车展观众人数达到
$%

万!成为历届北京车展观众人数最

多的一届! 国人的热情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国际原油价格一度逼近

&'(

美元一桶!再创近年新高'节能

减排!再次成为业界的焦点'

在全球汽车工业发展面临能

源紧缺和环保巨大压力的背景下!

参展的中外汽车厂家!带来了节能

环保的新技术+新产品以及绿色汽

车消费理念' 节能减排成为本届北

京车展的主旋律'

节能未来三大趋势!新能源 轻

量级 迷你型

新能源无疑是未来节能减排

的关键' 现阶段!混合动力模式最

适合批量生产' 日系企业!如丰田

将油电混合动力作为突破口!而欧

洲厂商则多采用柴油机与电动机

的组合方式' 本届车展上!丰田就

一口气端出了
)

款油电混合及纯

电动概念车4而通用将君越混合动

力车型推向市场!并承诺每个季度

都将推出一款混合动力车型'

此外 !采用新型材料 +减轻汽

车自重也是节能的方向之一' 标致

*(+

概念车借鉴
,&

方程式赛车的

做法
-

不惜以昂贵的碳纤维为主体

结构
-

以减轻车身重量' 本田,

./0

'

$ 轻型运动款混合动力概念车将

车身
1(2

的面积都覆盖着玻璃
-

号

称,全车彻底追求轻量化$'

与此同时 !小型化 +小排量再

度挑战,以大为美$的传统观念
-

丰

田的,

34

$

-

三菱的,

567589

$

:

本田的

,理念 $小车
-

日产的 ,

;59<'

$55

车身小巧!造形新奇!十分讨巧'

两大障碍阻挠节能进程

尽管!经过各大厂商的不懈努

力! 各项节能技术均已日趋成熟'

然而!各大汽车厂商在中国推出的

节能型轿车!却面临着尴尬'

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混合

动力车!丰田普锐斯在全球已经卖

了
=((

多万辆!成为混合动力的代

名词! 但在中国市场!

>((+

年最后

两个月! 普锐斯的销量只有
*

辆'

本田去年在中国投入思域混合动

力版!销量也不算好'

此外 ! 在油价高企的今天 !

?@A

却在中国大行其道! 此次车

展 !

=B

款
?@A

竞相亮相 ! 这场

?@A

的盛会显然与节能减排的大

环境背道而驰'

是谁在阻挠节能的进程1 首先

与国人节能环保意识淡漠有关!自

上世纪
C(

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欧

美+ 日本等地意识到节能环保的重

要性! 尚未经历过能源危机的中国

消费者对此没有切身的体会'

此外!价格也成为阻碍节能进

程的一个因素!经常有消费者告诉

记者&如果只是因为省油或环保的

因素!而多花十几万人民币谁会考

虑1 在欧美+日本等地!政府不仅在

研发过程中给予厂家政策及经济

上的支持!对购买每辆混合动力车

给予相当数量的补贴!大大缓解了

价格门槛的问题'

目前!国家对厂商新能源开发

进行贴补的政策正在酝酿当中!面

对国际市场的高油价!,燃油税$也

呼之欲出 !与此同时 !很多汽车企

业都在呼吁出台鼓励小排量汽车

的新政策'

只有得到全社会的关注!中国

汽车的节能化进程才能不断向前

推进'

!"#$%&'()

关注北京车展之

本报记者 李涛

在日前结束的第十届北京车展上!海马

股份郑州基地正式亮相!并推出微车系列产

品!其中包括微轿+微面以及纯电动轿车!海

马全面进军微车市场的战略将拉开序幕!此

举吸引了众多业界关注的目光' 在车展现

场 !(车世界 ) 与海马汽车郑州基地负责

人---海马股份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欧永富

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

"车世界#!海马郑州是一个全新建成的

生产基地吗$

欧永富!这个基地是去年海马在重组了

郑州轻汽的基础之上建立的!进行了产能扩

建和改造提升$新产品的研发%配套体系%销

售体系都在同步进行!同时我们会启动新的

工厂!以满足市场方面的要求$

%车世界&!今天是海马郑州基地第一次

亮相'大部分以微型车为主'是不是今后海

马郑州将承担更多微型车的任务$

欧永富!这次车展是郑州基地和海南基

地共同参展!也是郑州基地的首次亮相$ 郑

州基地这次带来了三款新产品! 福仕达微

轿%福仕达微面!还有福仕达
D

电动车$ 这

次郑州基地是以微车为市场切入点!逐步丰

富我们产品的系列!海南基地主要是以中级

车市场来切入!目前大家都知道现在海南基

地这边以海马
E

%福美来%海福星等中级车

产品为主!品牌更多强调的是时尚%动感%品

位%造精品车!郑州这边品牌定位是以品质%

经济%实惠为主!以造老百姓买得起的车来

作为一个切入点$这是海马自主品牌发展一

个新的阶段! 是海马进入微车领域的新起

点$

%车世界&!这次发布的微型车有哪些特

点$

欧永富! 现在大家看到的福仕达微面!

应该讲是在国内全新的新一代全能微面$和

现在市场上现有的微面相比!融入了更多的

轿车化元素!既有轿车流线型的设计和舒适

感!又有微面的空间和装载力!同时操控方

面有轿车方面灵活的操控性能!排放达到了

欧
3A

排放标准!而且升功率%油耗方面也能

够满足国家最新的要求$中国市场对微面这

种车型新外形的需求%性能的需求也提出一

种新趋势! 用户希望在微面方面有一种变

通!我们这款微面满足了原来买微面的一些

客户群体新趋势下的需求$

%车世界&!销售方面'郑州基地是否和

海南基地共用一个销售渠道$

欧永富!无论福仕达微轿也好!还是福

仕达微面也好!市场目标的客户群体和现在

海南的产品细分市场是有冲突的!所以根据

这个情况郑州基地将建立新的销售网络来

满足这方面的市场需求$ 这次的北京车展!

我们开始正式启动郑州基地网络的进一步

发展!我们今年的目标是
%(

家!而且重心是

围绕着以河南为中心的省份展开! 如河南%

山东%山西%河北%湖南%安徽等地!然后逐渐

辐射$ '朱庭延3

*+,-!./0123

)))访海马股份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欧永富

南京
7F

名爵荣耀登陆中原
B

月
>E

日上午! 南京
7F

名爵汽车在中原西路河南瑞爵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正式与消费

者见面$作为河南地区首批成立

的
7F

名爵系列轿车的
B?

店!

河南瑞爵将对丰富河南汽车市

场的品牌和汽车销售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此次登陆湖南市场

的 &英伦高性能轿车 #

7FC (%

款车型将以更高的性价比和全

面升级的多项配置!让消费者在

尽享驾驶与操控乐趣的同时!更

安全无虑地享受如家般的舒适

感$ 据河南瑞爵负责人介绍!名

爵
7FC

的销售价格在
=G

万

元)

=%

万元之间$ 2朱庭延3

现代汽车积极推进内蒙治沙

B

月
>E

日!韩国现代汽车集

团%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以及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联

合韩国最大的环境保护组织 &环

境运动联合# 与内蒙古阿巴嘎旗

人民政府就有关 &中国荒漠化防

治)查干诺尔# 生态治理项目在

北京举行签约仪式$值此!现代汽

车集团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查

干诺尔湖所开展的种草治沙活动

正式拉开帷幕$ 在未来五年时间

里!现代汽车将投入总计约
=1

亿

韩元!以加强当地的绿化工作!减

缓沙化速度$ 直到
>(=>

年!现代

汽车将完成
=1((

万平方米的湖

区植草$ 2陈晖3

吉利北京对话!爆胎安全控制与生命呵护"

日前! 一场关于
H7H?

的

对话即&爆胎安全控制与生命呵

护#对话活动在北京举行
:

这场

对话汇集了行内的权威人士%专

家和学者共同就
H7H?

话题进

行讨论!同时在现场还邀请来自

全国媒体和普通消费者亲自体

验
H7H?

技术! 参与实车爆胎

演示活动!现场感受该技术带来

的驾乘安全$ 据了解!

H7H?

为

&爆胎监测与安全控制系统#的

英文简称$该技术是世界上唯一

受专利保护的汽车类主动防御

技术$ 此前
H7H?

技术分别在

北美车展和北京金港进行国际%

国内发布!引起了世界汽车技术

领域的一场飓风$

2申明贵3

礼动
>((%

森雅车市塑!金身"

近日从森雅的经销店得到

消息!

(%

款森雅亮剑出招!推出

了家庭版%商务版%运动版三种

价值
1(((

元的超值精品装饰套

餐! 以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需

求$ 据了解!家庭版森雅加装了

带灯后视镜盖%行李架%倒车雷

达等
=(

项精品装饰* 商务版森

雅的铝合金轮毂% 前大灯罩%后

组合灯罩等应用让这款家用车

型变得更加富有品位和内涵*而

加装大包围等装饰件的运动版

森雅则更加时尚%动感!更贴近

城市
?@A

车型! 更加符合广大

年轻消费者的喜好$可容纳
C

人

乘坐的超大空间令森雅契合了

消费者的多种需求!使之成为当

之无愧的精品小车$ 2时红旭3

众泰汽车北京车展搭建大舞台#大平台
在第十届北京国际车展上!

众泰控股集团高调出击! 以
1(*

平方米的展台面积强势亮相
IB

馆国际馆!与宝马%奔驰等国际知

名品牌同台竞技! 并带来了即将

于年内下线的
7

平台%

J

平台的

新款车型和正在热销的新众泰

'((#

$泰控股集团从
'((E

年筹划

进入整车产业!

'((G

年
=

月首款

产品上市 !

'((C

年重组江南汽

车$

'((C

年全年产销突破
B

万

辆! 今年第一季度! 产销近
'

万

辆$强劲的增长势头主要得益于!

在战略上依靠"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在产业链上坚持"整车

与零部件+互动垂直发展!在运营

管理上坚持民营企业机制与科学

化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 在营销

渠道管理上坚持与合作伙伴共同

创业的发展模式$ 2刘金勇3

B

月
'B

日! 上汽荣威组织河南媒体举

行荣威
C1( =K%L

深度试驾体验活动! 在往

返
1

个多小时的试驾体验中!笔者确实亲身

感受到了荣威
C1( =K#L

车型的强劲动力和

稳定的操控性'

独具英伦气质的内外设计

雪茄型车身+ 典雅精致的镀铬饰条装

饰+方形的大嘴+网状格栅!勾勒出英国风格

最经典的轮廓'椭圆形的仪表和空调出风口

呼应了外观的古典风格!来自加拿大的无铬

环保
D;?

真皮座椅和搭配适度的木纹饰条

恰到好处的营造出雅致舒适的氛围'

出色非凡的动力操控

在高速路段轻踩油门起步!转速一般很

容易突破
>(((

转!而速度并没有立刻显现!

继续深踩油门!转度到了涡轮增压的打开极

限!这时!动力立刻凸显!车身迅速猛进!有

很强的推背感'荣威
C1( =K#L

在高速阶段

的动力非常令人满意!从
#(

公里
M

小时的

时速开始!在你没有轻易察觉之间!速度

已经上到
&B(

公里' 在
&>(

公里
M

小时-

&G(

公里
M

小时的速度是其非凡的动力区

间 ! 在这个速度区间轻踩油门荣威
C1(

&K%L

的时速可以轻松达到
&G(

公里!时速

到了
>((

公里之后感觉脚下油门还有余

量!不过速度的提升已放缓'

在舞钢市的乡村道路上!即使路面有

较深的凹陷!坐在车里!最多感觉到稍微

抖动一下!这一半要归功于同级车中超长

轴距的结构!另一半则依靠偏舒适型的前

悬架的液压空气弹簧!它可以非常可靠地

缓冲震动和路面的冲击'

全面突破豪华车标准的安全装备

荣威
C1( &K%L

配备了周全的安全装

置!其前+后通风盘设计制动效果很优秀!通

过合理分配制动力!即使是急刹车!也很难

出现,点头$的情况' 此外!荣威
C1( &K%L

采

用了
(K%1

毫米厚的
@?N

双面镀锌强化钢

板!与宝马等顶级车型一致!且关键部位为

激光焊接 !

1B((

个焊点构筑起欧洲
O.P;

五星级的安全水准'

试驾小结!

=K#L

涡轮增压
QR9RST5

发动

机!全面升级的
H;=(

底盘平台!众多高科

技舒适配置三大产品亮点!再加上大气典雅

的外形%行政级的后排空间%舒适的乘坐感

受等契合公商务市场需求的特点!荣威
+U(

=K%L

无疑将成为上海汽车冲击主流公商务

轿车市场的主打产品$ 2申明贵3

456789:; +U( =K%L

试驾车型!荣威
+U( =K%L

试驾路线!郑州河南旭致荣威展厅)郑许高速

)许平南高速)舞钢石漫滩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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