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沈君锋 芦岚）11 月 5 日晚，由校团委主办，理学院团总支、
学生会承办的第十二届 “青春飞扬” 校园歌手大赛决赛在体育馆二层上演。大赛
邀请郝誉、袁媛、孙静东、程玉红四位老师以及北京大学校园十佳歌手宋玺担
任评委。
        比赛共分为 “我为歌狂”、“青春激荡” 和 “争霸歌王” 三个环节。比赛伊始，
校健美操队的《热力啦啦操》就引爆全场。比赛过程中，选手们为观众献上了
充满生活感悟的原创歌曲，并对一首首经典和广泛传唱的歌曲进行了重新诠释
和演绎，带领观众进入了一个个或梦幻、或激情、或唯美的意境。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张沁园凭借自身实力勇夺桂冠，盘柠珲和刘聪荣获二
等奖，杨祺和聂建人分获最佳人气奖和最佳台风奖。
        赛后，记者采访了本届 “青飞” 冠军张沁园以及理学院学生会主席严芳凝。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在第十二届青春飞扬的赛场上，参赛歌手

张沁园，用她的歌声向每一位观众诉说着她的故事。我们总是羡慕那些带有光
环的人，却不知道他们为了发光付出了多少汗水。酷爱音乐的张沁园从小就有
着一个音乐梦，可是父母总是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并没有全力支持
她的音乐梦想。但是，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这样，凭借着一颗
热爱音乐的心，张沁园带着她的梦来到了大学。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丰富了她
的世界，但是她从未忘记她的音乐梦。为了音乐，她奔走在各个参赛场地，想
要通过专业评委的点评提高自己；为了音乐，没有练习室的她只好在宿舍的楼
梯间练习，不分严寒酷暑。在采访中，她很平静地告诉我们：“我喜欢音乐，就
是这么简单。对于未来是否会把当歌手作为职业，一切随缘吧。只要我继续喜
爱我的音乐，机遇总会来到的。”
        张沁园的坚持、寂寞和苦楚没有白费。在中国好声音校园推介会的比赛中，
她取得了北京赛区 15 强的好成绩。在首都高校歌手大赛中，她获得了银奖。与
此同时，经过 2 年的不懈努力，她再次站在了 “青飞” 的舞台，而此刻，她成为
了青飞舞台上最耀眼的校园之星。
        一个比赛的成功举办，也离不开所有幕后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严芳凝说“青
飞” 是理学院的一个活动品牌，整个学院都非常重视这次的比赛。从开学初老
师以及学生会就开始动手，国庆节期间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各部门之间的出
谋策划、相互配合、团结协作都是这场比赛成功举办不可或缺的部分。艺术节
刚开始时，每个比赛在小广场都有自己品牌活动的宣传。玩转音乐用了四个条
幅把小广场包围了起来，而 “青飞” 比赛只有一个条幅，理学院的学生会干事们
就和机电学院的学生会干事们互相比嗓门比唱歌，大家为了把比赛办好都付出
了巨大的努力。 
        这次是理学院第十二次举办 “青飞” 比赛，经过之前十几年比赛中积累的经
验，再不断地传承，创新，才使得这次比赛如此成功。
        音乐是一种语言，她能表达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青春之路，与歌同行。

        本报讯 （记者 裘桐 白啓函）10 月 30 日，第七届玩转音乐大赛在千呼
万唤中再次到来，这项由机电工程学院团总支、学生会承办的大型音乐竞
技性赛事转眼间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
        尽管比赛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但还是出现了观众过多，座位不够坐
的现象，在比赛现场，观众席的后排站满了人，热情的观众几乎连看台过
道也没有浪费，比赛现场爆满程度不逊于明星演唱会。此次比赛并不限于
音乐技巧的表现，还融入了音乐会的表演性和连贯性，两个多小时的比赛
丝毫没有因为竞技而产生违和感，一气呵成，堪称一场纯粹的音乐盛宴！
        举办如此高水平的音乐比赛，离不开承办方前期的精心策划。赛后，
机电学院团总支书记赵帅老师对参与大赛筹备工作的全体人员给予了高度
评价，称赞他们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完成了这次任务。赵帅老师的评价并不
为过，平日里大家都投入在紧张而繁重的学习中，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办出这样高水平的赛事，不得不需要明确的分工和高效的办事效率。
        另一方面，参赛选手才是这次音乐盛会的真正主人，是他们对音乐由
衷的热爱和独到的理解，让这次大赛别具魅力。此次比赛，选手们不但在
音乐表现形式上不拘一格，而且在组合上也不尽相同。有组成乐队合作表
演的，也有单枪匹马进行钢琴独奏的。每组选手风格不同，效果不同，但
都技艺精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问及对这次玩转音乐大赛的理解
时，每一位参赛选手几乎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用音乐表达情感。的确，
音乐艺术是一种和谐的听觉意象，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独一无
二的情感表达，这也是每一位音乐爱好者共同追求。
        经过激烈的角逐，现代音乐社成为最终的赢家，在享受胜利喜悦的同
时，他们也为大家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音乐故事。成立乐队并不容易，
摩擦在所难免，即使在比赛前的候场阶段，队里的成员还在讨论调整声调
的问题，但音乐归音乐，在生活中乐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像家人一样彼此
照顾，彼此扶持，这也是他们能够团结一致，赢得荣誉的关键原因。在今后，
这些年轻人并不打算将音乐作为自己的主业，他们认为将音乐职业化可能
会偏离自己做音乐的最初方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话是他们音乐
道路上的座右铭。
        虽然并不是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能像这些参赛选手一样站在舞台上一
展风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有被动享受音乐乐趣的权利。事实上，随
着玩转音乐大赛的不断发展进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音乐爱好者在这项活
动中受益，大赛为音乐爱好者搭建了一个结识朋友，交流经验的宽广平台，
活动本身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比赛层面，而是要让音乐融入每一位音乐爱好
者的生活，将音乐的魅力传播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本报讯（记者  杜娟  白辑瑞）一年一度的舞林大会又
一次成功落下了帷幕。这次的比赛可谓是异彩纷呈。既有学
校几大社团的全新亮相，同样也有单人展示的绝妙舞姿。

        作为一名大四的学姐，于蓝在即将跨出大学校园的时
候，勇敢地登上了舞台。虽然已经是学校里最高年级的学
生，但这次表演可以算作她在大学里的处女秀。第一次参
加舞林大会的她，没有一丝紧张，在舞台上挥洒自如，让
我们在激烈的赛场上看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于蓝从
大一加入舞蹈队，早已将舞蹈队当做自己的第二个家。近
距离接触后可以感受她作为舞者的那一份从容和自信。谈
起为何喜欢舞蹈，于蓝说她是遵从父母的意愿去学的。但
之后便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舞蹈，舞蹈有时可以让人表达寻
常方式所不能表达的东西。决赛时舞蹈灵感就是来源于她
自己的情感经历，所以每每跳这段舞蹈时，她总能将自己
最真实的感情融入进去。这可能也是她不同于其他参赛者
的地方。
         有着相似经历的常贺，虽然从小怀着舞蹈梦，但这个
梦想一直等到进大学才实现。从大一开始加入舞蹈队，常
贺在这个大家庭里也同样得到了锻炼。在比赛时，作为团
队中唯一没有舞蹈基础的一个，常贺付出的努力是其他人
无法想象的，但是凭借着对舞蹈和舞台的渴望和热爱，最

终超越自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常贺。关于比赛
时的舞蹈，常贺觉得依然还有瑕疵，但是凭借着自己对舞
蹈的理解和热爱，在决赛赛场上挥洒出自己的青春，展现
出了自己团队的最好状态，最终一举夺得团体组冠军。

        古典乐器演奏出的音乐其实是一段又一
段的记忆。其实许多人觉得古典音乐略有枯
燥，不够激情是因为不懂其创作背景，不能
够将自己静静地融在那音乐所在的故事里。
听过主持人的介绍才知道，《克罗地亚狂想
曲》描述了饱受战争创伤后的克罗地亚灰烬
中的残垣断壁，夕阳侧映在血泊中的景象。
由钢琴，小提琴，架子鼓营造出来的节奏代
表着绝望的悲鸣；《重整河山待后生》的背后
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史，浑厚的唱腔是在悲痛
中不屈的精神展现。在音乐的故事中，才能
真正感受到古典音乐的强大魅力与丰富内
涵，才会被古典乐的厚重感所吸引。本场演
出的内容不仅有国内外经典，还有通俗音乐
的演奏。用民乐和管弦乐演奏出的《菊花台》，
就让曲调多了一分凄美也多了一分壮丽。

        音乐队的两位队长一个从
5 岁时便开始学习小提琴，而
另一个从初一时就开始学习萨
克斯。当然大多数音乐队的队
员和这两位队长一样很小就开
始了自己的音乐之旅，而他们
多年的坚持源于一个共同的原

冠军舞者：舞台是我们的挚爱

追梦女孩：努力勇气缺一不可

绽放青春    舞出精彩

         本 报 讯 （记 者 白 啓 函）11 月
20 日晚上 6:30 是艺术团音乐专场，
开场前半个小时左右看演出的同学
开始陆陆续续地进入，场内的座位
一排排整齐地摆着。和外面的音乐
会一样，人们安静有序的找到座
位，静心等待表演的开始。演出的
曲目兼具古典与通俗，民乐与管弦
乐队的魅力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欣
赏者的心情也随着音乐的起伏时而
悲伤，时而激昂。此次音乐专场的
主题是让同学感受古典音乐，感受
民乐与西洋乐器相融合的魅力。古
典乐器不像吉他、贝斯等现代乐
器，在各个音乐节上一出现就会引
爆全场，它们只是高雅地在陈列在
音乐厅中，在典雅的灯光下，在一
曲结束的掌声中获得自身的价值。

        有着文静气质和自信笑容的李佳欣，看起来和平常女

因，那就是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多少年如一
日的练习赋予了他们娴熟的技巧，也使他们
与乐器本身形成了默契，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没有说从小练习的辛苦，但从华丽的演
奏技巧便知付出的汗水与时间绝非一朝一
夕。这些音乐队的队员是历史的叙述者，他
们懂得音乐背后的情感与价值。他们的音乐
世界少有流行音乐，平日里听得多是古典音
乐。离古典最近的他们，付出大量的时间去
练习和演出，只为将古典音乐的高雅情怀展
示给每一个人。
        艺术团的音乐汇演让人重新认识古典音
乐，让人有机会感受古典的魅力，让人有一
个特定的时间去享受音乐，看到历史的沉淀。

高雅是对演奏者的赞扬

高雅是对历史的追忆

         本报讯（记者 张园园）11
月 13 日晚，第九届 “卓立杯”
创意大赛圆满落下帷幕。选手们
的作品充满了创意与欢笑，如《神
探冬洛克》、《玩 · 转》等这些
精彩的作品不仅令观众耳目一
新，惊喜连连，更让台下评委感
受到了当代大学生的创新精神。
几位评委也对我校学生的作品给
予了高度评价。其中让记者印象
最为刻的便是冠军杨航的延时摄
影作品——《天爱》。
        杨航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璀
璨的星空，在他的作品《天爱》
当中，无时无刻不含着一种勇敢
追逐梦想的正能量。视频中，他
不停地调整着镜头角度，只为捕
捉一个最完美的画面；他屡次跑
到郊外，因为太耀眼的城市往往无法看到星
星的光芒；他可以蹲坐在山顶一夜不休息，
因为他喜欢晨星微亮时的朦胧感。他着迷于
星空，所以他将它们都小心妥帖地安放在镜
头里面，成为自己生活的 一部分。他是个
极其可爱的梦想家，在与杨航的对话中，我
总能感受到他的感染力，青春、热血、梦想，
这些充满正能量的标签我都可以在他身上找
到，这是他的个人魅力所在。
        在采访中，杨航透露，他最快乐的时候
就是疯狂追逐星空的时候，满天繁星可以让
他忘掉很多烦恼。当然，拍摄过程也是十分
辛苦的，常常一盯取景框就是几个钟头。有
时候他也会感觉到枯燥，但只要看到广阔的
星空，他就又会充满勇气，星空那么大，一
定能盛满他所有的委屈和辛苦。当我们的生
活充满压力和郁闷时，仰望星空也许就能让
自己彻底放松。
        当记者问他在摄影中是否遇到过什么挫

            本报讯 （记者 钱凤姣）11 月 3 日晚，
以 “新纪元” 为主题的校园服饰大赛在体育馆
落下帷幕，经过两个星期的激烈角逐，设计
12-1 班杨旭、会计 12-4 班王祎琪、会计 12-3
班刘祎、工程 12-2 班杨羽晗小组的作品《元
之源》，环艺 13-1 班葛双、闫帅、侯美玥、史
佳昕小组的作品《冰雪新纪元》分获非专业组、
专业组一等奖。《White  Night》、《简》分获非
专业组、专业组二等奖。《幻变》、《进化成更
好的自己》分获非专业组、专业组三等奖。
今年，是我校服装创意大赛第十个年头，它在
老师同学们的呵护下逐渐成熟。

        虽然大赛的准备时间十分紧迫，但这并不
妨碍选手们展现才华与爆发灵感。这种紧张感
反而转化为一种催化剂，激发了他们的潜能。
相比参赛者，幕后工作者才是真正的辛苦。时
间少工作多，如何合理地安排时间，做到既能
完成任务，又能确保质量，成为幕后团队需要
面对的巨大考验。而最后的结果展现了他们的
实力。一场大赛在他们的安排下井井有条，制 
作的十年回顾视频
更是得到了全场的
赞扬。
        此 次 大 赛 以
The New Era（新
纪 元）为 主 题，注
重作品之中的创意
与创新，作品风格
迥异各具特色，让
人过足了眼瘾。观
众们在感叹着这衣
服的美丽与魅力的
同时，也不由得佩
服各参赛选手的创
作天赋与才能，这
里是梦想与创意的
闪亮舞台。
        这个比赛给了
同学们一个展现自
己才华，发展自己
兴趣的机会。学校
虽然没有开设服装
设计专业，但它却不能阻挡我们的对于美丽的
热爱和对时尚的追求，以及敢于迎接挑战的
心。对参赛者来说，它更是代表着一段珍贵的
记忆，这段记忆中有欢笑有激情，有劳动有付
出，有收获有成长，值得一生珍藏。就像视频
中的一句话：回首往昔我们骄傲，展望未来我
们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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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他腼腆地一笑，说：“其
实挫折这种东西在每个人追
梦旅途上都会有的，我也不
例外啊。我只是大部分追梦
人的一个缩影，想借助视频
来表达，我们在追求美好的
未来时，无论遇到什么艰辛，
都别轻言放弃。” 这让我不由
得想起了马云的经典语句 “梦
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
呢”。我们都在为别人的成功
或欢呼喝彩或暗自嫉妒，可
是 自 己 呢，站 在 原 地，迷 茫
无措。心怀梦想是一种态度，
而实现梦想则是一种能力，
大多数人都在宣扬“梦想说”，
可为什么只有小部分人去培
养自己实现梦想的能力呢？

这很奇怪，也很普遍。我们为梦想迈出的每一
小步都会成为改变生活的一大步，你为什么不
敢迈出去 呢？害怕失败？可是古人早就教育
过我们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其孰能讥之乎？”
        杨航笑称自己是一个狂热的 “追星族”，
他自信的笑容上闪耀着理想的光芒，让他清楚
地看到自己将要走的路。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
主义者，不管前方是荆棘还是鲜花，他仍会坚
定地走下去。不到达心中的远方，又怎么能说
我们没有辜负自己最好的年华呢。梦想，犹如
一颗繁星，当你仰望时，你会看到点点星光照
亮你的世界，然而，当你选择放弃梦想，一旦
它坠落到地，也只是成了一颗普普通通的陨石
罢了。我们经常提起梦想，又有多少人可以真
正迈出脚步，去勇敢追求呢，杨航无疑为我们
增添了一份正能量。借用五月天的歌词 “你相
信什么你执着什么你就是什么”，愿每个心怀
梦想的人都能秉持初衷，一路高歌。

    做一个勇敢的“追星”族

      本报讯 （记者 徐玥 巴依儿）在刚刚结束
的北方工业大学第二十九届大学生艺术节中
有三场特别的表演，无论是那精美如画的舞
蹈专场、寓意深刻的话剧专场、还是那精妙
绝伦的音乐专场，都为我们带来了如痴如醉
的视听盛宴。为了能够有最精彩的呈现，艺
术团可谓下足了功夫。

        俗言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观
众们看到的可能只是舞台上表演者的光鲜，
或是演奏者的熟练，但在这背后是他们一遍
遍的练习，一次次的磨合。话剧队为了话剧
专场演出准备了半年多，练声、抠戏，每一
个细节都不放过。音乐专场是合唱、管弦和
民乐的完美结合。其中涉及的编曲和配器工
作量极大，以《浏阳河》为例，需要把13种
乐器一部部加入到曲子中，再去合练，如果
不满意还需要重新修改整合。改、练、合，
三个步骤都一丝不苟。舞蹈专场令人惊艳，
而他们也付出了常人不能想象的努力，放弃
了国庆和APEC的假期，来到舞蹈教室练习，
无论是脚被鞋子磨起了泡还是膝盖被地板擦
得青肿，都一复一日地坚持着每晚四小时的
训练，有时甚至练习到半夜一、两点。而且
排练的时候，节目中有的地方的处理很可能
会根据队员的情况改动五、六次。艺术团的
队员们专业、精益求精，有时候一练习就是

北方佳人   名动四方
——艺术团专访

好几宿，排练室
经常灯火通明。
        不仅仅是演
员们的辛苦排练
，还有艺术团各
部门的配合才能
完成如此完美的
一场场演出。在
原创歌曲大赛的
准备过程中，前
期工作已经做好
，但是部长竹子
在其它比赛有很
多工作，顾不上
团里的安排，她接到了团长的电话：“你那边
的活动少你一个会损失很多么？而艺术团这边
少了你，就彻底没法运转了！”  于是，她回到
了艺术团，两人见面的一瞬间，虽无言，纵然
有泪，一切如初。而后便是大家一起努力，使
得大赛取得圆满成功。

        不管是采访艺术团长，还是舞蹈队长，亦

或是指导老师，
在谈到艺术团都
有一个感受，那
就是亲如一家。
亲如一家，才会
有令人感动的舞
蹈专场上的一幕
。想必当晚观看
演出的老师同学
都或多或少被谌
老师和舞蹈队队
员们的互动深深
感动。谌老师一
封感人至深的信

令后台的队员们流下了泪水，队员们为谌老师
准备的惊喜更是经历了多个月的精心准备。三
个月前就要到了老师的个人照片，用来准备蛋
糕，彩排的时候支开老师，并且用在观众席座
位后面贴的板子拼出I LOVE U的字样，谌老师
回想着谈起这些，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那晚
的鲜花仍留在办公桌上，回应他的微笑。
        还有一个小故事。那是12·9晚会的第一次
节目审核，已经很是疲惫的胡老师坐在观众席

上，回想着今天孩子们的表现，他已经忘记了
今天是他的生日。当他正准备起身离开的一刹
那，场内的灯突然灭了。黑暗中，团长的声音
遽然响起在后台，全场的追光集中在胡老师身
上，所有队员从两侧幕布后慢慢走出来，捧着
蛋糕。他们在忙碌的节目排练中，为日夜辛苦
的胡老师送上了他们的一份谢意，一份生日的
祝福。无论是抹蛋糕大战，还是相互倾诉，都
在这个大家庭里显得那么温暖。台下十年

亲如一家

匠心别具 
        谈到艺术团这三场演出的成功，就不得不
谈到它所拥有的独特管理模式和别致的宣传模
式。艺术团每年都会以较高的标准选拔出一批
在艺术上有造诣的同学，通过专业的指导和训
练，最后形成一支优秀的团队。而与其他团体
不同的是，在这里团长对队长的管理很严格，
队长和队员之间则较为宽松，并且有年度奖励
机制，这么做的目的就在于让每一个艺术人都
有自由创作的空间和激情。
        在宣传模式上，三大专场的宣传方式都相
当新颖，舞蹈专场的气球上面写着舞蹈专场的
时间地点，为音乐专场拍的个人写真海报在小
广场列成一排，以及话剧队的抢票，每一种宣
传方式都十分有效。并且艺术团特别注重微信
上面的宣传，每个人都齐心协力帮忙刷屏宣传
，所以艺术团三个专场演出的宣传工作都特别
到位。

孩没有任何不同。听完主持人的介绍，我们才知道她是个
“正能量女孩”。

          没有任何舞蹈基础，这个从大二时才开始舞蹈训练
的李佳欣，与于兰和常贺一样都有着舞蹈梦想，但与前两
者在大学进入艺术团舞蹈队接受基本功训练不同，李佳欣
在大二下学期才下定决心自己练习舞蹈。虽然没有老师指
导，没有专门的练功场地，没有舞蹈基础，有的只是对目
标的坚持。她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坚持看舞蹈视频，为了
不被打扰而坚持在教学楼卫生间内练习舞蹈，在报名舞林
大会后寻找场地编排舞蹈，她的坚持让人动容。
         去年的舞林大会，佳欣和我们一样坐在舞台下面看
选手们在台上表演，觉得那个舞台离自己遥不可及，今年
却站在决赛的舞台上跳着自己编排的舞蹈，这个过程的艰
辛可想而知。没有专业的舞蹈水平，没受过专业训练和指
导的佳欣坦承自己有些自卑，但是想到以后可能没有机会
参加，还是鼓起勇气报名了。在电梯里碰到的老师给的鼓
励，也让她觉得信心十足。于是她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拿
到了舞林大会个人表演二等奖。虽然只是二等奖，但说起
这个结果，佳欣觉得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期望。能够登上舞
林大会的舞台，展示自己，就是最大的愿望。
         艺术有着非凡的感染力，让我们拥有了一双发现美
的眼睛和一个感受美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快乐。这可能
就是舞者们跳舞的初衷吧。舞林大会，舞出你人生！

（图片：潘 岳）

（图片：潘 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