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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琴台响起世界最美的音乐

柏林爱乐
本报讯（记者黄丽娟）
“太精彩了”。昨晚10点40分，作为第六届琴台音乐节的重
磅演出，指挥家西蒙·拉特携柏林爱乐乐团、中国钢琴家王羽佳，在琴台音乐厅演绎
了一台宏大而高难度的音乐会，被震撼的武汉乐迷给予了长达10分钟之久的掌声。
历史悠久的柏林爱乐被誉为世界最顶级的交响乐团， 很多伟大的音乐家把能
与这支乐团合作视为人生最大荣耀。 柏林爱乐现任总监西蒙·拉特爵士是目前世界
上炙手可热的指挥家，此次来汉，是柏林爱乐首次亮相武汉，也是西蒙·拉特明年卸
任前最后一次带领柏林爱乐巡演。
这也是第六届琴台音乐节的重磅演出， 柏林爱乐总经理齐茨施曼表示，“举办
一个好的音乐节，对于一座城市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未来，希望柏林爱乐能够更
多地来到武汉这座城市演出，也对武汉有更多的了解。 ”
令观众折服的不仅仅是王羽佳迷人的身材，更是她高超的技艺

通讯员陈思 摄

【现场】
王羽佳很兴奋：一切都很棒

现场比唱片还赞，这是真正顶级乐团的魅力
昨晚对于爱乐者而言，真是一个令人心醉的美好夜晚。
晚上不到7点，剧场外已经围满了乐迷。
晚上8点半，一头花白的西蒙·拉特登上指挥台。 他稍一
致意，全场顿时安静下来，指挥棒扬起，美妙的音乐就在音
乐厅流淌开来。 序曲《唐璜》整整17分钟，观众沉醉其中。 下
半场则是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近一个小时的演出，观众
都在静静地聆听，不愿错过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丝感动。
理查·施特劳斯的《唐璜》被视为考验乐团各部分乐器
能力的试金石；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则是这位德国古典
主义最后一位作曲家最悲凉、最古雅的代表作。 柏林爱乐总

经理安德莱娅特别强调：“
《唐璜》 以及勃拉姆斯的作品，都
是柏林爱乐日常经常练习的曲目， 是柏林爱乐基因组成的
一部分， 对艺术家的要求也非常高。 我们希望将乐团的
DNA传递给中国的乐迷。 ”
当乐团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乐迷持续而热烈鼓掌，时间
长达10分钟。 直到西蒙·拉特返场登上指挥台，整个观众席
才在美好的音乐中再次安静而沉醉。
现场不少专业的音乐人在讨论着技术，但是，今晚真正
用音乐感动的还不只是技术，《唐璜》和勃四，技术隐藏在音
乐背后，现场比唱片更赞，这是真正世界顶级乐团的魅力。

钢琴家王羽佳的着装依旧是性感的：一亮相就赢来欢呼声。 但是令人折服的不
仅仅是王羽佳迷人的身材，更是她高超的技艺。
王羽佳与柏林爱乐合作的是巴托克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部色彩丰富的
炫技作品，被认为是最难演奏的钢琴协奏曲之一，当然这很适合王羽佳这位“炫技狂
人”了。
王羽佳的手指在琴键上飞快地舞动，技巧让人惊叹，感情也同样丰富。协奏曲结
束后，她又三次返场，西蒙·拉特和所有的乐手都静静地坐在舞台上聆听着王羽佳的
琴声，返场曲目演绎完毕，西蒙·拉特也和大家一起，给予王羽佳持续而热烈的掌声。
在后台，王羽佳也非常兴奋，一直在说“all great”，“音乐厅的音响效果非常棒，
武汉的观众也非常好，很安静，让人特别能进入状态。 ”

装修前 不看广告看现场

“太精彩了”“看完后我整个人都觉得晕乎乎
的，太美了！ ”
昨天晚上11点， 琴台音乐厅的后台出口被激
动的乐迷“打围”了，大家都在等待西蒙·拉特出
现，希望能跟这位“偶像级”的指挥大师再近距离
的接触。
来自武汉“浩然室内乐”的小提琴手周末说，
她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就排练过《唐璜》这首
曲子，感觉非常熟悉。 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象过在柏
林爱乐的演绎下，《唐璜》出来的声音，可以美到这
种程度。
武汉爱乐乐团总监刘鹏评价，“德国乐团真的
很棒，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乐团，有的不仅仅
是厚重， 现在更多了一份张扬， 特别是管乐的表
现。 整个乐团演绎出来的音乐语言非常美，无论是
强度、能力都很有魅力。 ”刘鹏也观摩了彩排，“柏
林爱乐此次的巡演行程非常赶， 乐手应该是很疲
惫，但是所有乐手在彩排时，立刻就进入了状态。
他们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对音乐作品的理解，还
有技巧的完美掌握，无论何时都在享受音乐。 ”

第一站：

无忧装体验馆
考察主材品质
澳华无忧装体验馆作为装修界的
“网红”体验馆，是有原因的，除了视觉
上的不落俗套，展馆的“干货”和体验感
才是最大的亮点。
无忧装体验馆打破传统，从用户思
维、客户体验的角度出发，将产品的模
式、配置、工艺、主材、效果，用权威的数
据、真实的场景、图片、视频、模型等形
式来让客户更好地了解无忧装。 把生硬

无忧装工地样板间
考察施工质量
如果说，你想要真正去了解一家装
饰公司，就要去看他们的工地！
澳华无忧装首批工地正式对外开
放，每家工地由金牌施工队施工。 其所
配套的 《现场监理手册》《现场管理手
册》，分别为监理和客户使用，明确标注
了114个工程节点的用材及施工标准。
还有专业设计师、工程经理全程讲解！
还在等什么，赶快报名吧~
参团热线：027-82411111

这座城市，有数量众多的观众，让我们非常兴奋
昨天在演出前，柏林爱乐乐团的总经理安德莱娅接受了武汉媒体的采访，
解答了种种疑问。

为什么是王羽佳？
原定合作的钢琴家郎朗出了一点意外， 但是乐团也非常开心跟青年钢琴
家王羽佳合作，她是我们的第一候选人。 王羽佳曾经于2015年在柏林爱乐的音
乐厅演奏过，也是一位受到关注的音乐家，王羽佳将会于2018年回到柏林来演
奏。

为什么是武汉琴台音乐厅？
我们通过一些在琴台音乐厅演出的艺术家朋友， 来获悉这座音乐厅的情
况，收获的反馈非常好。 听说柏林爱乐乐团在武汉的门票，开票两个小时就被
乐迷抢光，我们非常兴奋，在这座城市，有数量众多的观众，对我们非常感兴
趣。

这是柏林爱乐在中国首次采取直播的形式来播出，为什么选在武汉？
我们去5个城市演出，但是更多的城市我们去不到。 我们希望通过直播的
手段，让更多其他城市的观众看到音乐会。 我们需要与更广泛的剧院院线进行
这方面的合作，希望挑选一个各方面硬件、设施都非常好的音乐厅，来做一个
直播，琴台音乐厅是非常合适的合作伙伴。
此次采取的直播形式，跟我们在德国的数字音乐厅比较相似，让他们坐在
其他的剧院里，能够更近距离的感受音乐会。 在未来，乐团也希望用数字音乐
厅的模式，来中国进行推广，让乐团的音乐会接触到更多的听众。 记者黄丽娟

开会就是头脑风暴

刘璐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第二站：

柏林爱乐乐团总经理安德莱娅·齐茨施曼

昨天下午1点半， 西蒙·
拉特和柏林爱乐的乐手们、
王羽佳，一起抵达武汉站，开
始了他们在武汉不到24个小
时的行程。
前一天晚上才在广州演
出完毕，西蒙·拉特和王羽佳
显得有点疲惫。 接过大家送
的鲜花， 西蒙·拉特很开心，
不过他并没有说过多的话，
上车就睡觉。
因为直接从国外飞广州
演出，王羽佳一直在倒时差。
赶早班高铁来武汉的路上，
她一直在睡觉。 下火车后感
觉特别饿， 王羽佳在车上就
点了鱼、肉、米饭，准备一到
酒店就开吃。遗憾的是，酒店
准备的食物以西餐为主，王
羽佳很遗憾没有喝到藕汤。
乐手们对武汉这座城市
也非常感兴趣， 他们经过长
江大桥、 看到黄鹤楼，“武汉
对我们而言是座很新鲜的城
市。 ”
今天早上7点， 西蒙·拉
特、 王羽佳和乐手们将出发
前往上海，进行下一场演出。

责编 袁毅 美编 童胤文 校对 洪洵

楼市与爱情
枯燥的东西变得简单易懂，体验感超级
棒。 逛下来，可以很好地掌握装修的基
本流程、了解主材常识、以及标准的施
工流程，让你从装修“小白”秒变“老司
机”！

偶像级指挥大师西蒙·拉特

连载

本报第一季“
工地考察团”
开始招募

11月起，武汉进入交房高峰期。 装
修需求大增，但武汉大大小小的装饰公
司有近万家，鱼目混珠，良莠不齐，一不
小心就会被坑。 为了帮助家装消费者甄
别有实力、口碑好的装饰公司，第一季
工地考察团活动，本报将联合澳华装饰
开启，即日起，正式开始报名！

武汉对我们而言
是新鲜的城市

【访谈】

“从没想到在柏林爱乐的
演绎下，《唐璜》出来的声音，可
以美到这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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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以前在网上看过，有人问学建筑
的人最需要看的是什么书，答曰《如何治
疗颈椎病》，自己这行看来也差不多。
一晃下午，黑石广告公司的章总一行
人也到了。 开会就是头脑风暴！ 照理说广
告公司应该是“丙方”，但由于目前公司还
没有聘请代理公司，所以他们自然也就升
级成为了乙方。 章总是一个光头，发亮，反
光。 他的女助手，不论冬暖夏凉都穿着深
V打扮。 闻道只能说他们的这个组合简直
是绝配！
光头晃眼加上深V吸睛，这个组合在
广告投标的时候所向披靡，鲜有失手。 当
然，这只是调侃，老章还是很有水平的，往
往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并拿出
让你不得不佩服的提案来。 但这也正是他
们公司的问题所在。 老章一个人太牛了，

其他员工又不争气，他肯定很累。 闻道一
边想着老章一边看了他的女助手一眼。
刚坐下来会议室就乌烟瘴气了。 老章
那边包括女助手在内的4个人全部抽烟，
自己这边策划部的孙磊也抽。 闻道不抽，
高蕾蕾和依依两个女生也不抽。 孙磊盯着
老章的女助手看着也就不说了，高蕾蕾也
盯着看。 闻道觉得这种场合肯定难为依依
了。 老章时不时瞅一眼依依，让闻道觉得
有些不爽。 对了，今天这会必须要让售楼
小姐们也来听一下，能提建议最好，不能
提建议也要熟悉项目嘛，反正会议室大。
几分钟后，销售经理王艳领着10个售
楼小姐缓缓走进了会议室。 那架势……就
像是一个婀娜多姿的出场秀一样。 在场的
人都被这气势震撼了一下，闻道承认这批
售楼小姐是很有水平的。 老章假装低头没
看，但偷瞟了几眼，被他的女助手盯了回
去，看来管得还真紧。

孙磊就不说了，感觉哈喇子都要流出
来了。 高蕾蕾面无表情，可能看得多了，依
依则感觉很新奇的样子。 一坐下，有的售
楼小姐也开始抽烟，有的则嫌室内烟味太
浓，反正会议室一下热闹了起来。
“好吧，我们开会。 ”闻道清了清嗓子。
“今天把各位请来主要是为了把我们项目
即将开始发售的全新组团的信息再次梳理
一下，并争取把销售说词定稿。 依依，你注
” 好的！ ”依依打开一个很大
意做好记录。 “
的笔记本，那是公司配发的。 除了售楼小姐
以外的其他人则打开各自的笔记本电脑。
闻道心想还是先鼓舞一下士气吧， 便说：
“
这次开盘的重要性我想我不需要多说，我
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做人，特别是做男
人，一定要做到三个‘
P’：Passion（激情）,
Patience（耐心）, Persistence（毅力）。 当
然，也不是所有的事情努力就能成功，但至
少先尽力过，才能果断的放弃。 ”

三级大医院 种植牙公益报名倒计时
最后省钱机会！ 进口种植牙立减5000元！
苦！“
排骨啃不动，青菜咬不了”
七旬缺牙爹爹 多想吃一顿畅快饭

坚守！ 低价坚守：
“
要让老百姓觉得实惠”
种植牙10个大项0费用！ 一省到底！

“原来每次吃完饭， 抽上一根烟，再
拿牙签剔剔牙是一件极惬意的事。 现在
连根青菜都咬不动，更别说吃肉了。 ”
自从牙齿陆续“离岗”后，这可苦了
70岁的爹爹。 听说武汉华美口腔（三级医
院资质）采用的是德国“种植技术”，全口
缺牙仅需2-8颗种植体，爹爹报着一线希
望拨通了热线电话027-83778500。

“国外进口种植牙，这么便宜？ 还是三
级大医院？ 能保证品质吗？ ”活动期间，不
少市民打来电话咨询。 据介绍，3980元保
证每一颗都是国外高品质种植体，免费送
牙冠、基台。 全、半口缺牙种植只需4-8颗
种植体，更省钱！ 让更多全、半口缺牙患者
也能种好牙！
◆10项免费：挂号、CT、专家手术费
等（价值6000元）
◆国外进口种植牙减5000元送基台
送牙冠（原价8980元）
◆承诺种植牙质保维护

现场！ 上下颌各种2颗植体当
“
桥墩”
全口“
长”新牙，费用省一大半
爹爹上下颌各种2颗植体，只用一上
午时间，恢复全口咀嚼力。“感谢这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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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花絮】

江城首秀震撼乐迷
【反响】

星期二

动，没想到这份幸运可以降临到我身上，居
然可以免这么多费用， 我多年的种牙心愿
总算是实现了！ ”爹爹激动不已。
据悉，此次援助活动，市民可享受国外
进口种植牙减免5000元/颗，还可享受到种
植牙挂号、CT、手术十个大项全免费（价值
6000元）。

武汉华美口腔
三级医院资质
让老百姓种得起牙！

栏目热线：

027-83778500
院址：汉口解放大道1087号华美医
院7楼口腔中心（蓝天宾馆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