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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伦不类”还是“相得益彰”？
!!!:;<=>?@"AB"CDEFGH

新华社记者 !"

!交响乐混搭"在中国乐坛着实刮起
了一阵风暴# 梅葆玖唱起了京剧交响乐$

崔健奏响了摇滚交响诗$周立波说起了曲
艺交响书%%

各方评论铺天盖地而至#要么骂其!不
伦不类"!糟蹋艺术"&要么赞其!洋为中用"

!相得益彰"'热议中&让我们听听当事人的
看法&感受音乐发展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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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的!咖啡"&喷香的!油条"&分开享
用都习惯&可掺在一起你还想吃吗(

今年& 多场京剧交响音乐会在全国各
地上演' 就连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的交响乐
团!!中央音乐学院 !"#乐团&也开始为京
剧大师梅葆玖伴奏& 公演京剧交响乐 )西
施*和)赤壁*'

不少观众被!雷"倒了'!交响乐给京剧
伴奏&与其说新鲜&倒不如说荒唐'交响乐
更在乎每个音的干净和纯粹& 而京剧多强
调抹音+滑音+打音之类&两样瞎搅和&京胡
的声和韵全没了&简直不伦不类'"戏迷吴
迪边说边摇头'

!现在不管啥新编戏都得跟交响乐合
作&还美其名曰,洋为中用-&我看是哗众取
宠'"交响乐迷陆嘉文对记者说&!本来交响
乐在中国普及就困难&再加上,同病相怜-

的京剧就更没救了'我一听京剧交响乐&浑
身起鸡皮疙瘩&让我多活两天行不("

也有不少观众对这种新形式挺宽容'观
众张耀蕊点评道#!京剧的文场有点儿单调&在
喧嚷+恢弘气氛时来段交响&在悲凉+细腻感情
间穿插弦乐甚至配些和声&效果还不错'"

面对观众的品评&梅葆玖坦言&交响乐
和京剧表面上水火不容& 实则并不矛盾'

!我从小就很喜欢交响乐'那时父亲从国外
经常带给我不少古典音乐唱片& 我特意学
习国外歌唱家的发音+气息等练声方法&对
京剧表演大有裨益'"

!"#乐团首席指挥胡咏言教授从发展
史的角度把交响乐和京剧比作 !亲哥俩"#

!京剧的全盛时期是乾隆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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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恰恰是莫扎特和古典音乐的鼎盛
时期$京剧当时在皇宫或大户人家演出&而
古典音乐也叫,宫廷音乐-$现如今&它们都
遭遇着受众群减少+ 普及困难等一系列问
题%%"

!问题的关键不在二者该不该混搭&而
是没有很好地融合'作曲结构松散+配器不
着边际&结果成了,魔鬼与嫦娥共舞+领带
和礼帽齐飞-'"著名作曲家叶小钢认为&西
乐与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结合未尝不可&但
要在调式衔接+乐器搭配+节奏掌控等方面
下大工夫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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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摇滚教父"崔健与北京交响乐团
跨界合作的 !摇滚交响诗" 即将在北京亮
相' 有报道称这场音乐会票价比王菲演唱
会还高'

北京交响乐团首席指挥谭利华表示&

他与崔健等人仔细研究了先前摇滚与交响
乐跨界合作的成功案例& 专门邀请作曲家
担任编曲&全力烘托音乐会的表现力'

网友!首席"调侃道#!有些艺术家总离
不开商业炒作' 为谋利不惜让高雅的交响
乐调配摇滚,垃圾-&简直在糟蹋艺术'"

对此&崔健说&商业合作不是他所考虑
的'!摇滚与古典之所以有些排斥& 是因为
有些人总以为古典音乐是宫廷式的+ 贵族
气的&而摇滚乐是旁门左道+不入流的&所
以不屑染指'这是一种误解'"

崔健认为&摇滚有一种!在苦难中破后
而立"的感受&需要古典音乐营造苦难的氛
围& 形成互补'!我想象中的摇滚乐章会更
加交响化'"

有古典音乐背景的崔健曾是一名小号
手'他所演唱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无论
是悲凉的音乐还是深厚的低音& 都来自古
典交响乐对他的熏陶'

一位乐评人认为& 交响乐和摇滚是相

通的'著名音乐人三宝和崔健一样&也曾经
过严格的古典音乐训练'他置!古典逃兵"

的帽子于不顾& 先后创作 )不见不散*)暗
香*等上百首脍炙人口的作品'

#Z:;<[\]^%$

这两年&交响乐混搭!西河大鼓"!天津
时调"甚至!海派清口"的演出层出不穷&上
座率高得惊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周立波+余隆合
说!海派清口交响书"'在这场音乐会上&从小
提琴到大提琴+从小号到大号&周立波用海派
清口方式向观众介绍了交响乐数十个声部
和几十种乐器&令观众捧腹大笑&印象颇深'

余隆解释道& 这种演出形式在国外司
空见惯'!如果用周立波的明星效应& 把观
众引入音乐厅& 通过他的幽默讲解提高百
姓对高雅音乐的理解&那绝对是好事'"

两获奥斯卡奖的英国喜剧演员彼得/
乌斯蒂诺夫&曾作为古典音乐的推广者&用
诙谐的语言录制交响童话 )彼得与狼*&广
为流传&一下子令古典乐亲切了起来'

!交响乐,跨界-&不是要把它的一只脚跨
到音乐圈外&而是要让圈外人跨到行内来'用
幽默的方式把交响乐拉下,神坛-&让观众知
道古典音乐并非高不可攀我就满意了'"周立
波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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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获悉&在 $%日举行的首届中华民族
艺术珍品拍卖会上& 河南郏县籍青年画家江
桦的工笔花鸟长卷)盛世牡丹图*以 &'((万
元的价格成交'

)盛世牡丹图*全长 $$'米&宽 $)*米&画
卷部分 $((米&前后各 +米为题跋&属工笔花
鸟整绢作品'整幅画卷注重写生&在传统工笔
技法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写意元素'

据了解&江桦从 $,,,年开始创作&至 -((+

年完笔&历时 ,年又 %个月独立完成'画卷共
绘制工笔牡丹花 -((,朵&工笔鸟虫等数百只'

画卷上还集中了孙菊生+ 娄师白+ 张荣
庆+张世简+米南阳+爱新觉罗/启骧+雷正民+

王挥春等 *&位当代著名书画艺术家以及郭
玉祥中将+袁伟少将等 .位将军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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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 .华赛0$+日在上
海松江举行了颁奖典礼' 澳大利亚摄影师丹
尼尔/贝雷胡拉克拍摄的)巴基斯坦难民营儿
童*获得本届华赛新闻照片的大奖'

据了解&在本届!华赛"中&经过 $&位中
外资深摄影家和图片编辑的精心遴选& 从来
自世界五大洲 .(多个国家和地区 &(((多位
摄影记者和摄影师的 &万多幅.组0参赛作品
中& 共评出 +大类 $'项新闻摄影作品的金+

银+铜奖和优秀奖 '+个&其中&国外获奖作品
的数量达到 **件&进一步体现了!华赛"的辐
射力+影响力+国际性和权威性'

据悉& 由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主办的国际
新闻摄影比赛.华赛0&高扬!和平与发展"的
主题&从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六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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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北京北纬四十度大成国际拍卖
公司获悉&在即将举行的北纬秋拍上&从海外
回流的清康熙御用战袍将现身拍场& 这也是
在国内拍场出现的第一件康熙御用战袍'

黄色云龙纹暗花缎面绵盔甲为康熙在位
时的实战御袍& 盔高 -, 厘米+ 直径 -$).厘
米'甲衣身长 '+厘米+肩宽 %-厘米+下摆宽
+%厘米'围裳腰围 $((厘米 +高 ,-厘米'

盔为钢质&盔梁上刻梵文&盔沿饰錾花金
龙纹'盔顶立缨管&盔缨缺失'护项+护耳和
护颈均为黄色云龙纹暗花缎面& 内絮丝绵&

上编缀鎏金铜钉'甲为上衣下裳式&由甲衣+

左右护肩+左右护腋+左右袖+前挡+左挡和
围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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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部分组成&穿着时由
纽扣+皮条和丝绦连成一整体'其中护肩缀
有鎏金铜板&护腋为云头状&前挡为腹部前
方的一片梯形护腹装置& 左挡设于腰间左
侧&腰右侧因需佩箭囊&则不设这种装置'围
裳分为左右两幅& 穿时用带子联结系于腰
间&两幅围裳的内侧膝盖处各系一块月白色
素绸面内镶钢片的护板'此外&前胸+后背各
悬圆形钢质护心镜一个'

这套盔甲用黄色云龙纹暗花缎作面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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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絮丝
绵&通身钉缀鎏金铜泡钉&以增强绵甲的耐磨
和防护性能' 整套盔甲的边缘从外向内均为
镶青色漳绒边+ 编结丝绦边和菱形鎏铜钉边
各一道&颇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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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今年是我国已故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
百年华诞& 清华大学师生连日来举行各种纪
念活动&深情缅怀这位清华优秀毕业生'

在 $+日的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学生话剧队
和化工系同学共同奉献了一场声情并茂的朗
诵& 以钱钟书先生经历为时间脉络& 分学生时
光+游历英法+执教清华+学术人生+家庭生活五
个阶段回忆钱钟书先生'

-(($年与钱钟书夫人杨绛签订)清华大
学好读书奖学金基金信托协议书* 的清华大
学原党委书记贺美英回忆说& 早在 $,,&年
初& 钱钟书+ 杨绛先生就打算捐设奖学金'

$,,'年& 钱先生病重而其爱女钱瑷已病危
时&三人在病榻前商定&这个奖学金不用他们
个人的名字&就叫!好读书奖学金"&用以帮助
那些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顺利完成学业'好
读书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共同爱好& 他们都将
读书治学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奖学金决定
设在全家最爱的清华大学& 钱先生和杨先生
都曾在清华做学生+当教授$而对于钱瑷&清
华是她童年美梦的摇篮'

据悉&为纪念钱钟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清华大学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除师生座
谈会外&还有专题演讲+大型图片展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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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为更好保护敦煌石窟这一举世闻名的
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一场名为!聚焦敦煌"的
拍卖筹款晚会 $+日晚在香港举行'$*件国
学大师饶宗颐的作品共拍得 $('*万港元'

拍卖活动由饶宗颐学术馆之友主办&吸
引约 &((名香港各界人士参与'$*件拍品全
部出自饶宗颐之手&多为字画&其中 $(件来
自于饶宗颐的捐赠&另外 *件则来自热心收
藏家' 作品拍卖所得加上到场嘉宾捐赠&令
实际筹款总额达 $&$'万港元' 全部款项将
捐献给敦煌研究院&用作石窟维修经费'

饶宗颐从上世纪 *(年代已开始对敦煌
出土文物展开研究&被尊为敦煌学的创始人
之一'今年 +月&饶宗颐庆贺 ,*岁寿诞的地
点也选在了与他有着不解之缘的敦煌'

$+日晚& 饶宗颐在旁人搀扶下亲临现
场'他用有些沙哑的声音对记者说#!敦煌是
古代中外交通的门户& 东西方文化的结晶&

现代人一定要想办法保护'"他说&!敦煌是
中西荟萃之地& 香港的情况也是类似"&这
次活动希望唤起香港人对敦煌的重视&号
召更多人为保护这一民族瑰宝做出贡献'

当天上午& 旨在促进敦煌保护和教育
工作的!香港敦煌之友"在香港大学美术博
物馆举行成立仪式'!莫高余馥1饶宗颐敦
煌书画艺术香港特展"也在同一地点揭幕'

饶宗颐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 学贯东
西&在古文字学+敦煌学+考古学+金石学+

史学+古典文学+词学+音乐史+艺术史+中
印关系史+宗教史+楚辞学+目录学+方志学
诸方面均成就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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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从孤儿的安置+基本生活保障+

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做出了系统的安
排& 对于确保孤儿的健康成长将起到积极
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意见*的出台可谓全
国孤儿的福音& 标志着我国的孤儿保障工
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但我认为&

让孤儿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不仅是
政府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年全国孤儿排查数据显示&我国
孤儿总数为 *.)&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万分
之 %)%&&其中生活在农村的孤儿有 %,)*万
人&占孤儿总数的 +')&"'这些孤儿失去父
母&无人抚养&处于生存和发展的困境&是
社会上最弱小+最困难的群体'饥饿+疾病+

生命安全等阴影每天都笼罩在他们头上&

不少孤儿甚至被迫走上了卖淫+ 吸毒+抢
劫等犯罪的道路'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
对孤儿救助力度&但调查显示仍有超过三
成孤儿没有得到经常性的制度救助' 面对
庞大的孤儿群体&显然仅靠政府的力量救
助还不够' 一方面政府的资金毕竟有限&

另一方面是政府服务在很多方面无法覆
盖和满足孤儿成长的全部需求' 政府可以
给这些孤儿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让他们
不至于挨饿受冻&但政府无法给他们父母
般的温情和爱$政府可以提供一个成长的
基本环境&但一个人的成长更需要良师益
友和心灵的沟通' 孤儿的精神+心理问题
以及成长中的困惑等问题&都不是靠钱能
解决的& 所有这些都需要社会和我们每个
人来承担'

保障孤儿健康成长& 让孤儿生活得更
加幸福+更有尊严&整个社会都有责任&每
个人都有责任& 它需要我们每个人奉献爱
心' 失去父母的孤儿无依无靠& 政府和社
会理当成为他们的依靠' 每个人都应当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伸出援助之手& 让这些
孤儿也能感受到幸福和尊严& 让他们幼小
的心灵沐浴在爱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只有
政府和社会相互配合+良性互动&建立起一
个!政府出资+社会支持+人人参与+家族抚
养"的孤儿保障模式&才能给孤儿的健康成
长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关怀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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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邯郸的这位老人一句 !我不会讹
人"的感谢语&让我立即想起了南京市另外
一位老汉的悲怆呼喊#!我自己跌倒的'"一
名 .*岁的老汉在南京市下关区三汊河公
交站台下车时& 一头从公交车后门跌倒在

地&当场爬不起来&跟在身后的乘客都不敢
上前救他&老汉大喊#!是我自己跌的&你们
不用担心'"听了这话&众乘客才上前救他'

不同的地点&雷同的一幕' 他人有难&

不敢伸手'无论我们承认或者不承认&这样
的事情都已不鲜见' 每逢读到这种新闻或
者亲身经历这种事情& 我们的耳边似乎都
会回响起南京!彭宇案"的被告彭宇走出法
院大门所说的一句话 !再不会这么冲动
了' "不能怪我们太敏感&而是此类发生在
身边的道德遭遇讹诈事件太多太频繁&让
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难堪而难安的道德阵
痛中#伸手还是不伸手( 万一%%

社会需要美德& 社会公平正义永远离

不了道德的力量'而时下&道德的义举屡屡
遭遇不道德的!诬陷"&无数的现实案例诱
导着足以影响一个社会的负面情绪' 而由
此引发的是社会道德的集体退化' 极端的
个例&具有相当强烈的辐射性&从个体的迷
惘到群体的担忧& 最终影响着大众的社会
行为'

我们正在从!熟人社会"大步走向!陌
生人社会"' 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曾经这
样分析!陌生人社会"111!当我们走在大
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
威胁我们&如罪犯' 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
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可如果
连伸手扶人都不敢& 漠视他人危难于眼

前&我们如何能成功实现向!陌生人社会"

的转型(

在陌生人社会中&失去了!人情与血
脉"的联系&面对城市中来来往往的陌生
人&除了法律的监控之外&我们需要以涵
盖公民素质+公民精神等在内的契约理性
来维持与他人+与社会的交往&履行社会
责任' !济危扶困" 和见义勇为成为稀缺
品&相对应的表象是道德的沦落&而深层
次的原因则是公民契约理性力量薄弱导
致的社会信任纽带断裂' 信任的断裂&加
剧了道德的沦落111!我不讹人" 呼唤的
是信任而不是道德&不敢伸手的道德恐惧
正是一种社会信任危机的阵痛&对此进行
泛泛地道德倡导于事无补&当务之急的是
如何让公民精神尽快成长起来&修补起那
一条社会信任的纽带&才能实现根本上的
道德救赎'

大火能否烧灭“违法分包”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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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分包其实早就是建设行业的 !老
大难"问题&只不过&这次上海的大火再次
烧出其原形' 国家审计署发布的 -((.年第
-号审计公告指出& 全国 &%个高等级公路
建设项目& 其中有的项目被建设单位违规
直接发包和指定分包工程 $.),'亿元&施工
单位违规转分包工程达 .-)&,亿元'而据商
务部消息显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已向境
外承接的工程蔓延& 在国际上造成不良的
影响' 在今年浙江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

浙江省政协委员陈焕昌提出& 目前建筑工
程项目普遍存在的违法转分包行为& 在行
业内& 甚至包括有关行业管理部门都对转

分包问题视为行业!潜规则"'

建设工程的分包是允许的&但是&合法
的分包是指承包人将建设工程中的专业工
程或者劳务作业交由具备相关资质的建筑
企业完成的行为' 但它要符合如下条件#一
是总承包合同必须是有效合同$ 二是承包
人分包时必须分包给具备相应资质的分包
单位$ 三是分包必须基于合同的约定或取
得发包人的许可$ 四是施工总承包的建筑
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
行完成$五是分包只能进行一次&不得层层
分包' 与此相应&违法分包是不被允许的'

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
施工企业&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总承包人将

其专业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 总承包人
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
位& 分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
等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像上海这一事件违
法分包主要体现就是分承包人将其承包的
建设工程再分包&也就是多次分包'

很显然& 违法分包将留下诸多隐患和
导致严重的后果' 其一就是让不具备相应
资质的施工人能够承揽工程.劳务0&产生
安全隐患和事故& 上海这一事故就是违法
分包+多次分包&导致无证电焊工上岗&导
致发生特大火灾$其二&同样由于违法分包
让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人承揽工程 .劳
务0&极易留下质量隐患&甚至是豆腐渣工

程$其三&违法分包也容易造成工程款层层
拖欠&最终损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违法分包现象的泛滥& 当然有法律规
定上的不完善的问题& 比如必须更加明确
违法转分包行为的认定标准& 规范招投标
管理&建立!工程建设不良行为和黑名单"

制度&建立企业诚信体系&等等' 但更重要
的是必须落实监管责任& 加大对于监管部
门的监督与问责' 在上海这次事件中&上海
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作为一个分包商&

在安全生产方面明显资质不佳& 但就是这
样一家企业& 还将工程进一步作了层层分
包& 有关部门仍然坐视不管& 最终酿成大
祸' 这样的惨痛教训&无疑值得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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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
亚/森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中说的那
样&!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

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可是这么多
年来& 我们不少地方都把贫困看成是收入
低下&在减少贫困的人口上&总是想出办法
提高他们的收入&如帮助他们找致富项目+

帮助他们找工作&给他们资金等&但是很多
地方还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贫穷并不可怕& 只要还有机会能改变
贫困&很多人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有信
心的'可是最怕没机会&看到自己无论怎样
努力+勤奋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才是
最可怕的'人一但失去了信心&也就没有了
前进的动力'人没有了前进的动力&又怎么
会去奋斗+努力(

一个贫困农民说出了!苦累都不怕&最

怕的是没机会"&也许道出了很多贫困群体
的心声&这样的话不能不对我们有所启示'

在扶贫进入新阶段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更
多的精力放在给贫困人口更多的机会上&

放在给贫困人口更多的话语权上' 只有他
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有更多的话语权&他们
就会更快的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

令人警惕的是&很多地方都没有重视
这一点& 导致贫困人口的话语权越来越
弱'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
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低收入群体的代
表太少&在话语权上没有优势&在政府决
策上影响力不大' 话语权的过弱&使他们
的利益没受到应有的重视' 二是有的地方

还不能依法行政' 让贫困人口有话语权&

就是要让他们能在这个社会中自由地为
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争取&可是有的时
候&我们有关部门还对他们进行打击' 如
有的农民就是因为土地被不合理的征用
后上访&被有关部门进行打击&从而使他
们不敢发声'

当贫困人口的话语权弱小时& 政府部
门在制定政策决策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必然会在政策制定上不能很好的向他们倾
斜' 因此&给贫困群体更多的机会&给贫困
群体更多的话语权& 就是最好的帮助弱势
群体脱贫脱困的办法'这就要求我们&在政
策制定上&要多照顾贫困人口&要创造机会
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没有机会的贫困才是真贫困' 我们不
希望有这样的贫困& 如此我们的社会才会
有更大的希望&更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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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第二财政的
现实语境下& 政府如果把廉租房建在城市
中心&那么必然要损失很大一笔土地收益&

而建在城郊外& 政府不仅在表面上承担了
应尽的义务& 又能让巨额土地出让金装进
自己的腰包' 这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
选择位置偏远和交通不便的地方建设廉租
房的根本原因'

反观世界上& 很多国家的廉租房建设
选址上& 都考虑到穷人的生活成本和就业
机会&以及贫富对立等诸多因素&也正因如
此&在美国&建造了大约 $&(万套公共住房
.廉租房0& 根据 $,,$年的数据&.%"的公
共住房建在市中心' 而日本& 也是把廉租
房建在东京等大城市的中心地带或热闹区
域'

到目前为止&廉租房注重!廉租"轻视
!廉住"的怪癖&并未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
关注和重视' 事实证明&廉租房建在哪&看
似是简单的区位选择&其实&它则考验着政
府关怀贫困群体的诚意& 关乎着社会的稳
定&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各级地方政府绝不
能等闲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