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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报！上财民乐、合唱
双双荣获大艺展一等奖
2018 年 4 月 21 日，为期 6 天
的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在沪顺利闭幕。凭借精湛的舞台
表现力和默契的团队配合，上海财
经大学学生民乐团以展演曲目《月
儿高》，学生合唱团以《江南好》、
《地球累了》精彩亮相大艺展舞台，
双双获得全国一等奖的好成绩。

本届大艺展，上海财经大学不仅是
器乐组和声乐组的参演单位，还是器乐
专场展演的承办单位。认真筹备确保承
办工作的顺利开展，努力备赛展现最佳
的舞台风采。
用心和坚持，是属于展演团队和工
作团队最好的“代言词”。

袅袅余音沁人心

黑红相间的礼裙配上黄色的缎带，
白底中山装上的金色肩章。
>> 详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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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尽千帆，恣肆万情

1

大艺展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此次大艺展，上海财经大学学生民
乐团和学生合唱团双双出击，载誉而归。
从去年 3 月起，民乐团和合唱团的
全体成员就已经开始展开紧张的排练工
作。

“一等奖”三个字，是指导老师一
遍遍精雕细琢的耐心引导和精心调整，
是团员们一次次精益求精的认真排练和
深入体会，是属于这两个集体的独家记
忆和崭新的荣耀经历。

让我们生活在舞台上！

你是否见过这样一群人，用表演用
语调，雕琢另一个生命的点滴？
>> 详见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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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乐之，琴瑟友之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
面。”
>> 详见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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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衷”共济，唱响青春

江南水乡的场景，随着琴声与歌声
的流淌，被缓缓勾勒而出。琴声悠扬，
晕染出一派朦胧景象。
>> 详见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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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

走走停停，眉眼盈盈，
依靠栏杆，盼然笑兮。
春光正好，人景如画。
>> 详见第八版

合唱团展演曲目介绍 I

江南好

展演围绕“理想与信念”的主题，
旨在展现当代大学生心系祖国、肩负使
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的远大理想；展现当代大学
生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行、与时代同行、
与梦想同行的崇高追求；展现当代大学
生朝气蓬勃、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青
春风采。

大艺展

你是否，听说过“一舞一实”的宏
伟盛况？你是否，看见过小哥哥小姐姐
的动人舞姿？
>> 详见第四版

每一位团员的考核、参赛曲目的选
定、每周 2 次的日常训练、节假日的专
场集训，除了一遍遍熟悉曲谱、调整每
一个音准、推敲每一个衬词、打磨乐句
的演绎，团员们更是在一次次的演绎中，
愈发理解歌曲所表达的精神和底蕴。

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
办，现场集中展演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
至 4 月 21 日在上海市举行。

导读

《江南好》的歌词出自白居易的《忆江南·江
南好》。整首合唱作品温婉清丽，似一幅描绘江
南水乡的画卷，琴声流淌其间。和声出来的那一
刻，让人仿佛看见春水的粼粼波纹，江南女子
的婀娜背影，灵动的歌声中蕴含了所有的美好，
让人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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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展演曲目介绍 II

《地球累了》（原名《Kasarmielaga
-ji》）则是一首后现代风格的无伴奏合
唱作品。
虽然全曲只有一句歌词，但通过变
换多样的节奏、特殊的和声效果、调性
的似是而非、纷繁复杂的肢体动作，展
现出了另类的层次
分 明 的 内 涵。 给 人
以虚弱、紧张、愤怒、
光 明 与 希 望， 如 北
欧神话里的末日景
象， 地 球 虽 满 目 疮
痍， 依 旧 有 希 望 之
光。 在 听 觉 和 视 觉
上给人带去新鲜而
独特的感受。

民乐团展演曲目介绍
中国古代琵琶传统大套文曲《月儿
高》是民族音乐里的代表之作，和现在
流行的、相对西化的民乐曲子不同，它
是一首明代嘉靖年间的琵琶古曲。后经
中国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先生
等几代民族管弦乐人的改编完善，才有
了如今的民族管弦乐曲谱《月儿高》。
《月儿高》的曲子类似唐玄宗的《霓
裳羽衣曲》，舞蹈性很强，有大唐的风韵，
却很古朴。
讲述的是月亮从海上升起直到西山
沉没这一过程中的种种景色，充满了美
感和意韵。
这首曲子寄情于景，结合了现实主
义和理想主义，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之
美，把中国人传统的精神意蕴带到了美
的意境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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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有条不紊分工明晰。
为确保大艺展器乐专场承办工作的
有序、有效开展，学校于 2017 年 8 月成
立大艺展专项工作组，各组对应市教委
科艺中心大赛组委会一室八部的工作机
制，确保各项工作在学校的及时落地。
学校党委（校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
团委、后勤管理处、保卫处、新建办、
教育技术中心、医疗健康服务中心、上
财后勤中心等多部门统筹协调、高效组
织、明确计划、及时调整，为大艺展与
上财的相遇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

精心布置深入细致。
为确保展演活动的顺利进行，校艺
术中心自 2017 年修建完善以来，先后承
办了多场次的重大文艺演出活动，在硬
件配套上不断进行艺术中心展演压力测
试，确保展演活动硬件设施万无一失。
此外，学校特别开放校综合体育馆为团
队排练和休息场地，大屏幕滚动播放团
队排练和走台的时间，结合广播语音播
报和志愿者的定点提醒，确保每支展演
团队接收信息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场内
特意增设主题背板和手持趣味 logo 牌，
委派专人进行团队集体照摄影工作，确

保每支团队能及时定格精彩瞬间。在校
内外交通方面，学校采用校外“专团专
车专人跟进”+ 校内“短途接驳循环流动”
的方式，确保所有展演团队的顺畅出行；
在在医疗保障方面，工作组特委派具有
临床医师资格证、急救培训合格证的医
生全程跟进，在艺术中心和综合体育馆
各专设医疗台一个，配有 AED、氧气、急
救药品及其它专用设施；在餐饮服务方
面，学校特别开放国定路校区绿叶餐厅
二楼和清真餐厅，同时采用“分时分段
定点通知”的方法，避免了较大客流所
造成的用餐困难情况。

踏实工作热情服务。
220 余名志愿者“小海燕”，分布于
随队志愿者、综合体育馆志愿者、艺术
中心展演志愿者、宣传工作志愿者四大
工作板块，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从培
训到上岗演练，从熟悉基本流程到了解
突发事件基本解决方式，始终用饱满的
热情和优质的服务迎接展演团队师生。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作为
全国最高水平的艺术展演活动，
大艺展承载着无数师生对艺术梦
想的坚持和追求，也成为了展现
美育教育成果的重要缩影。
作为本届大艺展器乐专场活
动的承办单位，同时作为本届大
艺展展演团队学生民乐团和学生
合唱团的培育单位，上海财经大
学在美育教育工作中始终坚持
“艺
术培养、美育拓展、服务成长”
的宗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
升学生艺术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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袅袅余音沁人心

——大艺展器乐专场圆满落幕

2018 年 4 月 18 日，上海财经大学迎
来了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器
乐（第二场）现场展演活动。校内各条
线的工作团队经过前期的不断排练和展
演首日的实战磨合，以更加饱满的工作
热情投入到新一天紧张有序的工作中。
与展演首日管弦乐团队整齐划一的
黑色燕尾服和礼裙不同的是，今天的综
合体育馆候场区内，前来展演的 21 支团
队显得更加缤纷多姿。黑红相间的礼裙
配上黄色的缎带，白底中山装上的金色
肩章，带有异域风情的民族服饰和小毡
帽，尽展艺术的灵动风韵。

“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全国第五
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我们是上海财经大
学学生联合会。今天在体育馆内我们将
进行‘你来我往，异口同声’微信上墙
活动，大家可以扫描大屏幕上的二维码
参与我们的活动，你将有机会获得上海
财经大学定制纪念品。期待大家的积极
参与”。

场馆内的新媒体中心，定时进行着
互动活动的播报，一侧的大屏幕上，滚
动播出着展演高校学生或活泼、或感人、
或斗志昂扬的话语。“经过 114 次排练
终于来到上海”、“百年河大，明德新
民，止于至善”、“给天津财经大学打
call”、“嗨，上海；嗨，财大”、“赞
爆大艺展”，图片和文字表达的，是对
学校的深情、对艺术的热爱、排练准备
的艰辛、现场展演的期待。

晚上 19：00 整，大艺展器乐专场（第
二场）现场展演在艺术中心正式举行。
本场展演含民乐合奏、管乐合奏、弦乐
合奏、民乐小合奏、弦乐小合奏、管弦
乐合奏六种形式。演出以四川大学的《太
阳颂》拉开序幕，来自四川大学、天津
财经大学、河海大学、浙江音乐学院、
广西艺术学院、天津大学、上海财经大
学、北京林业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
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云
南农业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山东大学
（威海分校）、山东艺术学院、南开大
学、山西大同大学、黑龙江民族职业学
院、新疆艺术学院、湖南大学的展演团
队依次登场。《青春如歌》、《月儿高》、
《月下独酌》、《森之诗》、《走西口》、
《满都拉汗颂 . 万马奔腾》，笙箫管笛、
吹拉弹拨，乐器与乐者融为一体，将旋
律的优美和艺术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湖南大学《引子主题与变奏》选
段的尾音响起，整场展演圆满落幕，全
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器乐专场至此
全部结束。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作为
全国最高水平的艺术展演活动，大艺展
承载着无数师生对艺术梦想的坚持和追
求，也成为了展现美育教育成果的重要
缩影。作为本届大艺展器乐专场活动的
承办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在美育教育工
作中始终坚持“艺术培养、美育拓展、
服务成长”的宗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提升学生艺术修养。愿所有的展演团队
都能取得好成绩，愿艺术之光照耀每一
位学子的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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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尽千帆，

恣肆万情
round one

目前许多艺术团都面临着许多优秀
节目流失的问题。对艺术来说，学习和
传承是一部分，创新和提高也很重要，
如果我们实在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
去传承优秀节目，那么就让这个节目暂
时留在硬盘里，我们排个新的上。
你是否，
听说过“一舞一实”的宏伟盛况？
你是否，
看见过小哥哥小姐姐的动人舞姿？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走近上财的舞蹈团吧！
快来快来，跟随小年糕去欣赏
十五年来舞蹈团的靓丽风采！

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舞蹈团成立于
2003 年 2 月。从最初 6 至 7 人参与的兴
趣社团发展成为团员 50 人以上的大型艺
术团。

而我们的发展目标很简单，就是一
年要比一年好！打造队伍和奋斗方向就
不喊口号了，踏实的练，勤奋的学！从
艺术的角度来讲，舞蹈团应该有各种特
色，艺不压身，多学点不同舞种的节目，
演出的节目更丰富多彩些，这些都应该
是我们的方向。

经过了十多年的磨砺，累计了几十
个优秀的舞蹈作品，舞种跨度从最初的
民族舞、古典舞发展到现当代的拉丁、
爵士等。

特色活动
2010 年“世之渊舞之博”专场演出
2012 年十周年“拾梦”专场
2014 年十二周年“纪序”专场
2017 年十五周年“一舞一实”专场
2011 年 原 创 剧 目《 军 旅 莘 莘》、
2014 年当代舞《中国妈妈》和 2017 年原
创剧目《野火春风》都荣获全国大学生
艺术展演上海赛区奖项。
我们有幸采访到了舞蹈团指导赵宁
老师，
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的心里话吧 ~

艺术氛围的创建、支撑素质教育发展等
方面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ROUND FOUR
ROUND TWO

舞蹈团简介

舞蹈团

大艺展

ROUND THREE

在普通高校里，从艺术类社团建设
和发展的脚步能看出一所高校艺术教育
工作的成效，学生舞蹈社团的建设与发
展不仅是艺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
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过程中，美育已成为高校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舞蹈教育作为学校
素质教育里的一项重要内容也越来越受
到重视。学生舞蹈团对提升学生道德修
养、培育学生艺术素养、校内文化氛围

虽然舞蹈团没法给同学直接提供就
业的帮助，但在舞蹈团的学习和磨练，
将会对孩子产生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
普通高校的舞蹈社团并不是训练舞蹈的
专业人员，而是通过各种学习和活动的
开展，促进和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
和艺术修养，充分体现了舞蹈教育的价
值。
而我最想对同学们说的话，其实在
每周给舞蹈团上课的时候已经把想说的
都说了哦。

舞
出
人

生

一舞一枯荣，一颦一笑颜，
舞尽千帆，恣肆万情
让我们舞出人生的滋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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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见过这样一群人，
用表演用语调，
雕琢另一个生命的点滴？
你是否见过这样一群人，
用热爱用努力，
奉上一个属于梦的世界？
“让我们生活在舞台上”
——这就是他们的信念。

上 海 财 经 大 学 话 剧 团 成 立 于 2003
年 5 月，从成立至今，在校领导和团委
的大力支持以及著名导演程小纲老师的
带领下，话剧团在规模发展壮大的同时
逐步向专业化发展，编制也扩充到了 50
人。
经过十多年来的磨砺，话剧团厚积
薄发，收获颇丰，在上海大学生话剧节
等舞台上斩获多个奖项，奉献了包括《一
个青年人的死亡》、《底片中的比斯特》
在内的多部优秀作品，在业内获得了较
高评价。

特色活动
参演“艺起青春·共筑梦想”上海
大学生话剧节
参演 2015 年校史剧《匡时魂》
下面，请随小年糕一起去欣赏
十五年来话剧团的别有韵味吧！

我觉得一场话剧的出演汇集着每个
成员汗水，而我们话剧团一直以来都有
一个传统——
每场戏结束之后在演员谢幕的时候
都要把所有的幕后成员请上台，演员转
身，向在幕后辛勤付出的团队鞠躬感谢。
因此每一场话剧的精彩呈现都离不
开台前每一位演员的排练，以及导演、
编剧等所有幕后成员的努力。

参演 2016 年《一个青年人的死亡》，
并随后赴韩演出。
我们有幸采访到了
话剧团的指导老师程小纲老师，
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心里话吧 ~

话剧团：

话剧，虽只是那一隅的情景再现，
却能在这演与绎中
向我们展现何为人生。

让我们生活在舞台上！
他说

话剧团

财大话剧团一直是一个具有鲜明特
色的校园话剧团。作为上海财经大学四
大艺术团之一，十五年来财大话剧团一
直都以“让我们生活在舞台上”为口号，
给财大这些热爱话剧热爱表演的同学们
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舞台。
从创建话剧团到今天，我觉得校园
戏剧就应该反映我们校园真实的生活，
反应大学生的思辨，大学生的情感，包
括爱情。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坚持校园
现实主义戏剧，我们坚持原创话剧，这
就是我们财大的特色。

这也大抵是其精髓所在吧。
话中有话，引人入胜
让我们在话剧中演绎人生！

我们一直在坚持做原创话剧，一个
重点就是要着力培养我们编剧组的同学，
提高他们的创作能力，这也属于我们的
核心竞争力。
对于一部话剧来讲，提供好的剧本
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为此要结合学生
自己的志愿，提升他们导演剧目的能力。
更倾向于登台表演的学生可以在剧
团的常规课程和戏剧沙龙中得到锻炼。
——程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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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乐之，琴瑟友之

——大艺展之 SUFE 学生民乐团

2018 年 4 月 18 日晚，当民乐团指挥
刘捷老师挥下最后一个音符，上财民乐
团在本届大艺展的舞台圆满谢幕。

从初识《月儿高》，到站上大艺展
的舞台，是长达一年的备赛期。每周二
的常规排练，暑假、国庆、清明的多次
集训与赛前的加训。
经历了去年五月初的上海地区赛和
十月底的加赛，上财民乐团成为了上海
地区唯一踏上全国展演舞台的队伍。

“千呼万唤始出来，
犹抱琵琶半遮面。”
当第一声大锣敲响，民乐团就已经
将观众带入了云雾缭绕的海面，月亮一
点点升起的场景。

“回忆经历过的点点滴滴，我们累
过，笑过，迷惘过，又不断寻求着突破，
一步步接近心中的完美。暑假集训，清
明集训，艺术中心总是回荡着我们如仙
乐般演奏的《月儿高》。”在团两年的
蔡晨华同学如是说。

我们常自称为天团，但天团的背后
是排练厅中一次次基本功的练习，一次
次音色的追求，一次次精雕细琢的反复。
很高兴遇见了《月儿高》，也很高兴遇
见了大艺展。”是乐团古筝手叶天嘉一
直想说的心里话。

琴声渺渺，笙陨悠悠，将月亮在夜
空中徘徊的犹豫不决的姿态描写得淋漓
尽致。
筝鼓鸣鸣，琵琶淙淙，在江南丝竹
的声声冉冉中，一副大唐盛世的月夜静
景，在民乐团的指尖徐徐展开。

“长达一年的备赛、不厌其烦的打磨，
民乐团所有同学与老师的努力，终于在
最后九分钟里随着月落西山的尾音而尘
埃落定。尽管离别已近，财大民乐团教
会我的‘要执着、纯粹地追求所爱’，
将永远成为我今后心灵的休憩之所与指
路明灯。”即将退团的大四学生刘蕙动
情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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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衷共济，唱响青春

——大艺展之 SUFE 学生合唱团

2018 年 4 月 18 日，大艺展声乐展演
（第二场）在复旦大学正式举行。上海
财经大学学生合唱团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走上舞台，为现场的评委观众带来了《江
南好》和《地球累了》两首展演曲目。

一曲终了，台上的女孩们迅速变
换装束，象征大地的黄色和生机的
绿色，又将听者引到了另一片广阔
的空间之中。

①

笔挺的黑色中山装，灵动的青白相
间长裙，合唱团的男孩女孩们甫一登场，
就以其清婉明丽、顾盼生辉的身姿吸引
了全场观众的视线。

②

备战
为了迎接此次大艺展，合唱团的全
体成员从去年 3 月开始就已经开始展开
紧张的排练工作。

最后整齐划一的击掌、进击与呐
喊，更饱含了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
整首歌曲在高潮中戛然而止，令人
意犹未尽。

③
迎战

从初赛到复赛，从录音录像到站上
相辉堂的决赛舞台，合唱团的团员们在
指导老师徐润涛、张天的带领下，不断
积淀着属于这个集体的独家记忆，也不
断创造着属于这个集体的荣耀经历。

每一位团员的考核、参赛曲目的选
定、每周 2 次的日常训练、节假日的专
场集训，除了一遍遍熟悉曲谱、调整每
一个音准、推敲每一个衬词、打磨乐句
的演绎，团员们更是在一次次的演绎中，
愈发理解歌曲所表达的精神和底蕴。

《地球累了》这部作品，全曲
只有一句歌词，而合唱团的同学们，
却通过音色、节奏的变换、丰富的
肢体语言与各个声部之间的配合，
将绝望、惊惧、忏悔等种种复杂的
情绪用歌声表现了出来。

“来～来～来～来～来～来 ~ 江南
好 ~ 江南好 ~”，江南水乡的场景，随着
琴声与歌声的流淌，被缓缓勾勒而出。
琴声悠扬，晕染出一派朦胧景象，而后
歌声渐起，女声灵动活泼，男声朝气阳光，
三两成群，一唱一和间，仿佛结伴泛舟
湖上，胜景尽收眼底。女子身姿袅娜，
从歌声深处走来，让江南的明媚春色撩
动心弦，春水的涟漪泛动心底。

破茧

回首过去一年的蜕变与成长，前任
团长徐常钦如是说道：“过去的都已成
为故事，而最好的始终在路上，别怪我
早就离去，我在路上等你。” 已经在团
5 年的研究生施贞君则动情表示：“若真
有真意，我还会在这里，不着一丝风雨，
爱你。”团龄 2 年的“小团员”皮鹏则说：
“一
年的训练可以说是既辛苦又快乐，但是
想到有音乐，有爱唱歌的小伙伴，能把
音乐延续到生活中，也不失为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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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穿这件衣服，
真的很好看
四月风和日丽的午后，
一群少年在阳光下，
走走停停，眉眼盈盈，
依靠栏杆，盼然笑兮。
春光正好，人景如画。

蓝白色的志愿者服，
与小海燕的名称呼应，
如同一只只展翅的海燕，
拼搏在海浪之中。
它虽没有太多的繁复装饰，
但却依然美观大方，
处处流露着简洁之美。

他们热情友善，
用甜美微笑面对一切，
用贴心的服务帮助
来自各地的代表团成员，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大艺展。

瞧，
这位同学潇洒地骑上小电驴，
奔赴集合点。
春风吹起衣角，
也吹弯少年的嘴角

身着蓝白运动服的他们——
是谁？
他们正是可爱的“小海燕”——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志愿者团队。

工作累了，席地而坐，
与小伙伴们攀谈二三句，好不痛快。
你看，
他们身着统一的志愿者服，
整整齐齐地排成一队，
意气风发地走上各自的岗位啦。

“小海燕”是本次志愿者团队的代号，
十分贴切而富有创意。
“海燕”代表不惧困难、勇于挑战、敢
于搏击的奋斗精神。
“海燕”代表专注翱翔、能力突出、素
质过硬的良好形象。
“海燕”代表服务社会、热心公益、甘
于奉献的专业素质。
这种精神、素质和形象
正是新时代青年志愿者的生动写照。

他们活泼灵动，积极向上，
满满青春的活力。
处处都能看见他们可爱的身姿，
时不时还卖个萌呢。

在志愿者工作过程中，
甚至还找到了好朋（ji）友呢！
抬头看看这些
身着蓝白运动服的少年们，神采奕奕，
蓝色是海，白色是浪，
你是海浪里那展翅的海燕。
海浪映衬着海燕的灵动，
海燕增添海浪的粼粼。
只想说一句：
你穿这件衣服，真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