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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爱民

DI� ZHAO� FlUTES———一个以
中国人命名的赵笛长笛，逐渐在美国
和欧洲的不少国家有了市场。这是一
个叫赵笛的长沙人，在美国近30年的
奋斗结果。 赵笛造笛，有着什么样的
人生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于11月7日早驱车
波士顿郊外，探访了这位海外创业的
湖南老乡。

从端盘子开场 ：“不让
吹长笛，我就做长笛”

赵笛生在长沙， 名字是爸爸取
的， 因为他老爸曾是湖南省歌舞团
的首席长笛， 希望孩子也有个美丽
的笛子人生。 赵笛争气， 加上父亲
和文艺院团的言传身教和熏陶， 恢
复高考的第二年， 便以优异成绩考
入武汉音乐学院长笛专业。 毕业后
在湖南广播艺术团担任首席长笛。
以后又和妻子一起， 到中央乐团等
国家重点乐团出任长笛演奏。

改革开放风乍起， 神州兴起
“洋插队”。 其妻芳心一动， 舍弃了中
央乐团的美差， 来到美国闯天下。 赵
笛也只得放下心爱的长笛， 漂洋随

妻。 他永远记得第一次在美国和夫人
见面的场景———瘦小的她端着一大
叠盘子， 从一个暗暗的走道出来。
“我的眼泪， 一下就滚出来了”。 赵笛
回忆。

语言不通，人生地疏，为了生存，
就以端盘子开场。 几年“盘子功”，终
于立住脚。 摸摸好久不吹的长笛，夫
妻俩商量着，努力着，又进入了美国
的艺术院校。 毕竟曾是艺术人，何尝
不想艺术饭。没想到，此路一波三折。
上世纪八十年代欧美交响乐团基本
上没有中国人，这对中国夫妇同样难
逃厄运。小两口四方闯荡，冥思苦想，
慢慢找到了突破口。

“不让吹长笛， 我就做长笛”，
这是赵笛的策略。 “台上吹得少，
我就教孩子”， 这是夫人的搞法。

长笛的著名品牌都在欧美， 波
士顿更是美国长笛的集中产地。 赵
迪先后在好几个长笛企业打工， 一
步步做到高管， 谙熟了名牌长笛的
各个环节和工序。 20多年的苦没有
白吃， 赵笛在想着怎么出手。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巧
抢人家最得意的饭碗

机会来了。 10年前，波士顿一家

老牌长笛企业难以为继，赵笛和人合
作一举收购了它。 不料两年下来，差
点把老本都亏完了。原来吹长笛的包
括中国人都只信欧美品牌，那些有名
的演奏家更是想要手工长笛。铩羽而
归， 赵笛又生一计： 主攻学生长笛。
2006年，他和夫人合兵一处，组建了
自己的长笛公司，生产推广当今世界
上最好的学生长笛。

生产， 销售， 技术， 人才， 尤
其是资金和品牌， 哪一步， 都难。 因
为不少欧美的长笛厂家， 都是百年名
企。 要从他们那里分一杯羹， 谈何容
易。

好个赵笛造笛。赵夫人坐镇波士
顿，自己主外全球跑。长沙人在波士
顿，比起“北京人在纽约”之难，有
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赵笛造笛，毕
竟是要“抢”人家最得意的“饭碗”。但
他的“抢法”别出心裁，是合作双赢：
他在中国与美国最著名的品牌合作
生产；又与美国最著名的厂家合作在
全球销售。 几年奋斗下来，终于事业
初成。

赵笛长笛， 终成品牌：
不但要会吹，还要会做

赵笛造笛， 不但造成了赵笛长

笛———第一个以中国人名命名并得
到美国长笛界认可的美国品牌，还为
中国培养了难得的长笛制作人才。因
为，他在中国天津、湖北、大连办起了
3家长笛企业。

美国东部夜来早。 波士顿郊外，
赵笛的美国公司隐在厚厚的暮色之
中。 上得楼去， 才见得银光闪亮 。
除了一般的高音长笛， 记者还见
到了少见的中音和低音长笛， 甚
至还有比人还高的超低音“大炮”
长笛。

赵笛告诉记者， 现在， 他的长笛
已经在美国站稳脚跟， 销售到了十几
个国家和地区， 开始做手工长笛进军
中高档市场。 夫人的教学也越来越
好， 中国学生不少， 欧美学生更多。
更可喜的是， 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吹长
笛。 他们夫妇的理想， 就是不但要会
吹， 还要会做。 把三代长笛世家做得
兴兴旺旺。

暮霭下， 银光金光闪烁。 夜色
里， 笛声清亮。 赵笛为记者吹起了
美妙的赵笛长笛。 高中低音， “大
炮” 长笛， 流出的全是那首“夜半
三更” 的“映山红”， 听得人泪水打
圈———那是对湘江的怀念， 对家国
的深情……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陈薇） 11月16日19时30分， 新疆吐
鲁番歌舞团大型歌舞音画剧目《吐
鲁番盛典》 在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
承中心的省花大舞台剧场精彩上
演。 据了解， 该剧目是2015年湖南
省宣传文化系统对口援疆项目， 此
次来湘交流演出， 旨在慰问援疆干
部、 家属， 并参加第五届湖南艺术
节祝贺演出。 现场， 不少来自援疆
单位的领导以及援疆干部、 家属观
看了演出。

据了解，《吐鲁番盛典》 是新疆
最具代表性的音乐舞剧之一，由“远
古回声”、“丝路记忆”、“葡萄熟了”、
“欢乐盛典”共4个章节组成。 该剧以
独创的民族歌舞音画形式， 借用前
端的科技辅助， 借助拟人化的文学
手段， 将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
碎片採撷起来， 幻化出“火焰山”、
“葡萄姑娘”和“风”的故事，全景再
现吐鲁番特有的历史文化脉络与民
族文化气象， 讴歌这片神奇土地上
繁衍生息的人民， 讴歌博大的民族
文化和民族精神。

当晚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 充
满活力、 激情的新疆舞蹈与美轮美

奂的舞台呈现使现场观众赏心悦
目， 心迷神醉。 据悉， 《吐鲁番盛
典》 已连续演出5年， 受到来自全

国及世界各国观众的好评。 目前，
已在吐鲁番、 西安、 泰国等地连续
演出1300场， 现场观众超过20万

人。 此次 《吐鲁番盛典》 受邀来湘
交流演出， 将于11月16日、 17日在
省花大舞台剧场连演两场。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今天上午， 湖南省书法院
成立大会在长沙举行。 省书法院成
立以后， 将成为湖南省书法文化传
播的重要平台， 致力于书法理论研
究、 书法艺术创作， 培养书法人
才。

书法院聘请中国书协副主席言
恭达、 胡抗美， 中国书协理事、 山
东省书协主席顾亚龙， 著名书画家

邹传安、 张锡良为艺术顾问， 聘请
余德泉、 谭秉炎、 陈曦明、 郑建
新、 王集、 蔡栋、 敖普安、 黄苏
民、 汤树林、 罗峰林等为导师。

据悉， 湖南省书法院是在湖南
省艺术研究院加挂牌子成立， 今后
将组织开展丰富的书法艺术活动，
促进书法理论、 书法创作、 人才培
训、 书法评论、 书法产业等全面发
展。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欧阳友忠 骆力军）
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公益主
题系列活动， 日前在北京结束。 永
州市宁远县九嶷山大舜博物馆馆长
王运辉应邀出席， 并荣获“中国文
物守护神” 称号和“中国文物保护
金奖”， 他收藏的“元代青花五彩
水浒故事人物108将瓷塑造像” 被
评为“中国民间十大国宝”。

王运辉致力于古玩艺术品收藏
40余年， 拥有陶瓷器、 字画、 铜佛
像、 玉器、 紫砂壶、 杂件等各类藏
品两万余件。 这些藏品中， 有乾隆
年间的豆青釉龙纹鹿头尊、 青铜器
曾乙侯尊等稀世珍宝； 有五代瓷皇

柴窑、 宋代名窑、 元代各类瓷器精
品； 也有潘天寿、 吴冠中、 唐伯
虎、 任伯年、 何绍基等名家的字
画、 印章。 一些珍品多次获得国内
金奖， 填补了国家博物馆的空白。
王运辉先后在宁远建起了1658平方
米的九嶷山大舜博物馆， 在广州建
起了5000余平方米的珍宝展示厅。
他被评为第五届“全国十大收藏
家”， 也是湖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
收藏家。 他收藏的“明成化斗彩开
光三娘教子图内青花天字罐九件
套” 被评为“中国瓷器十大国宝”。
这次， 他还向活动组委会捐赠了
“明成化金地白银绘画内青花玉壶
春瓶” 藏品一件。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陈
薇 ）11月16日，由罗湘科（中国）、保
罗·克罗夫特（英国） 共同策划的
“2015潇湘国际版画名家邀请展”在
长沙的美仑美术馆开展，来自英国、
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
智利的50位艺术家以及30位中国艺
术家的160件作品受邀参展。本次展

览将持续至11月30日结束。
展览展出的160件作品既包括

主流的平面版画作品， 也出现了由
综合媒材和技法构筑的三维装置作
品， 以及一定数量的影像作品。 此
次展览由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 中
国版画学会、 长沙师范学院、 湖南
美术出版社主办。

湖 南 日 报 11 月 16 日 讯
（金慧 邱丽红） 一幅幅洋洋洒
洒的书画作品， 一张张流光溢
彩的摄影佳作， 一张张精致罕
见的珍贵邮票……16日下午，
在长沙军休文化展上， 全市军
休干部展示了书法、 美术、 摄
影、 邮票等作品逾2000件 ，
吸引了全省各市州军休所数
百名老人前来参观， 揭开了
2015年长沙军休文化艺术节
的序幕。

“军休干部中有的学术渊
博、 有的技术高深， 就像一个
智库， 军休文化建设不仅要让

他们老有所乐， 更要让他们发
挥余热， 老有所为。” 长沙市
民政局军休干部管理办主任姚
从虎介绍， 近年来， 长沙军休
办全力加强文化建设， 率先组
建了书画摄影协会、 门球队、
演讲队、 舞蹈队4支文体骨干
队伍，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竞
技活动， 充分调动了老同志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 文化精品层
出不穷， 如去年参加全国军休
干部文艺汇演的音乐情景剧
《皓首青山晚霞明》， 今年的纪
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让历史
告诉未来” 演讲比赛等。

不仅如此， 很多军休所的
老干部都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如雨花军休所2014年成立的
老首长工作室， 通过社区自治
搭建了居民与社区， 党员与群
众间沟通联系的桥梁纽带， 为
社区和谐献计献策， 并开展了
暑假书法、 摄影公益培训班，
老将军、 老教授亲自授课， 居
民好评如潮。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汤霞玲 通讯员 梁辉 张志功 ） 今
天， 记者从湖南省人民医院获悉，
该院心胸外科采用3D打印技术为一
位25岁的患者成功实施肋骨骨折手
术。 这也是我省首例该类型的手
术。

25岁的潘勇 （化名） 是江西
人， 在岳阳汨罗一建筑工地做电
焊。 11月7日下午， 突发意外， 钢
柱打中他右侧胸部。 导致第2-8根
多根多处肋骨骨折。 由于潘勇体型
偏胖， 皮下脂肪厚， 加上多根多处
肋骨骨折导致胸壁软化
及背部肩胛骨遮挡， 很
难从体表准确触及
具体骨折部位， 这
给精确确定肋骨骨
折部位和手术切口
设计带来一定困难。

为了更精确地
定位骨折和尽量减
少切口的创伤 ， 经
过多个科室合作 ，

医生决定利用3D打印技术为患者手
术。

11月9日晚， 医生根据3D模型
实时确认骨折断端的位置， 为潘勇
施行了胸腔镜探查+开放性肋骨骨
折内固定+右肺修补手术。 由于采
用了3D打印技术， 使得手术更精
准， 创伤更小， 过去需要3小时才
能完成的手术缩短为2小时， 麻醉
时间和出血量都减少， 降低了患者
肋骨固定器感染的可能性。 术后，
患者从监护室转回普通病房， 一周
后康复出院。

第五届湖南艺术节

歌舞音画共生辉
新疆《吐鲁番盛典》来湘交流演出

奇珍异宝家中藏
王运辉获评“中国文物守护神”

“潇湘国际版画名家邀请展”
开展

3D打印技术

首例实施肋骨骨折手术成功

多年努力后， 长沙人赵笛在美国打造出一个长笛品牌， 产品畅销欧美———

天簌之音绕西洋
湖南省书法院成立

军休老人才艺亮人眼长沙音乐厅
年底迎首秀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欧阳倩）“春之声———长
沙首届湘江国际音乐艺术季” 暨2016长沙音乐厅开
业首演季新闻发布会近日举行。 据悉，12月28日晚，
长沙市音乐厅将举办首场演出。

作为长沙市重点公共文化服务阵地之一的音乐
厅，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可容纳3000余人，为中
南地区档次最高的音乐厅。 音乐厅由北京保利剧院
管理有限公司委托管理，每年至少举办200场演出。

本次音乐季历时90天， 首秀由国际著名指挥家
祖宾·梅塔执棒，共举办21场音乐盛典。 包括中国爱
乐乐团新年音乐会、都柏林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中
西合璧———肖恩的中国梦演唱会、“千与千寻” 久石
让·宫崎骏动漫作品视听交响音乐会等。

11月16日晚， 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 演员在表演大型歌舞音画剧 《吐鲁番盛典》。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