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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熊远帆

11月14日晚，俄罗斯圣彼得堡。
这座北极圈附近、波罗的海旁的城市

虽已天黑，空气中冷风嗖嗖，但涅瓦河畔
却灯火辉煌。

艺术广场坐落在市中心著名的涅瓦
大街上，这里有大诗人普希金塑像、米哈
伊洛夫剧院、俄罗斯民族博物馆等，当然，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圣彼得堡爱乐音乐厅，
它是著名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的常驻演
出地。

当晚，一首来自中国湖南的乐曲《浏
阳河》，带着地道的“湘”味，在这座马勒、
李斯特等音乐大师曾经献演过的音乐厅
响起。演奏完最后一首曲目《北京喜讯到
边寨》，在柴可夫斯基曾经指挥过的指挥
台上，放下指挥棒，长沙交响乐团团长兼
音乐总监肖鸣率团员们三度返场，现场观
众起立鼓掌欢呼。一位圣彼得堡的艺术家
说：今夜，音乐厅仿佛蝴蝶翩飞，让人迷
醉，这里从此有了中国声音。

这是湖南交响乐团改制为长沙交响
乐团不到一年来的首次出国巡演，也是长
沙交响乐团的“高光时刻”。此前他们已在
乌克兰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乌克兰国家爱
乐厅、白俄罗斯国家音乐厅、俄罗斯别尔
哥罗德爱乐音乐厅演出了4场。

一流城市应有一流的交响乐团

“要不要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巡
演前我和演出的邀请方都是有疑虑的。”
长沙交响乐团演出部副主任兼主持人朱
婧熙说，因为这次巡演的国家，听众对柴
可夫斯基非常熟悉，去这些地方演出他的
作品难度相当高。

“去他们的地方就应该演奏他们的作
品才亲切啊！”团长肖鸣说：“我们当然要
演我们自己的作品，演绎我们自己的文
化。但我们也要演这些世界级的作品，这
样才能让我们交响乐团和城市的名字为
世界所认可。”

一个乐团走出去，就代表一个城市的
形象与气质。

近年来，中国本土交响乐发展势头迅
猛。至去年底，我国职业交响乐团已由 5
年前的30多支猛增至78支，其中相当部
分是由城市创办或以所在城市命名的城
市交响乐团。这与近年来中国城市经济快
速发展、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文化需求不
断增长密不可分。“拥有一支自己的交响
乐团”成为一种城市梦想。

一座拥有自己交响乐团的城市，肯定
有着高远的追求。而世界一流的城市往往
与一流的交响乐团相伴而生。纽约、巴黎、
柏林、伦敦、维也纳等，哪一个世界名城没
有世界闻名的交响乐团？

长沙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文
化名城，也是一座山水形胜、生态优美的

“山水洲城”，还是一座产业发达、时尚气
息浓厚的现代新城。音乐，应该属于这座
城市的每个人。

在肖鸣看来，城市交响乐团是一个城
市文化生活品质的风向标，也是一个城市
是否国际化的标志，因为交响乐是沟通世
界的语言。

推动长沙城市文化的发展，交响乐是
重要的手段之一。

长沙交响乐筚路蓝缕的历程

11月6日，当肖鸣站在欧洲四大著名
歌剧院之一的乌克兰国家歌剧院舞台上
时，他执棒的是乌克兰国家歌剧院交响乐

团，他们与乌克兰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合
作演出《天鹅湖》。

“代表华人指挥一流的交响乐团，与
世界顶级的芭蕾舞团合作演出，这对我个
人来说，当然是很大的荣誉。”肖鸣介绍，
当晚的演出，他们只进行了一次3小时的
排演就一气呵成。演出结束后，观众好评
如潮，舞剧导演认为他这个中国指挥对柴
可夫斯基的研究非常透彻。

“这当然也是对我们长沙交响乐团实
力的肯定，更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实
力。”肖鸣说。

说起长沙交响乐团，肖鸣自然是绕不
过的人物。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交响乐更是把繁
复纷杂的生活空间装入时间容器，凝炼成
节奏与乐曲，一支伟大的乐团必须经过时
间的锤炼和积累。

肖鸣和他的乐团伴随着湖南、长沙的
交响乐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筚路蓝缕，以
启山林。

1972 年，14 岁的肖鸣考入湖南省文
工团歌舞队，成为一名小提琴学员，开始
了他的音乐生涯。恢复高考后，1981年他
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成为管弦系学生。在
上海，他走进了音乐厅，倾听真正的交响
乐，这种音乐震撼了他……恰好，他指挥
方面的潜力也在学习中被发掘，原本学习
小提琴的他经指挥老师推荐，师从指挥家
黄晓彤。

1984年，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肖
鸣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先后拜师
著名指挥家黄飞立、杨鸿年和中国第一位
女指挥家郑小瑛。4 年后，肖鸣在北京音
乐厅指挥了自己的第一场音乐会。当年，
肖鸣毕业。当时，交响乐这样的高雅艺术
只是零星分布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在长沙这样的内陆省会城市，市民几乎很
少听到交响音乐会。

“郑小瑛老师叮嘱我一定要回到湖
南，把交响乐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老师
的一句话让肖鸣有了在音乐世界开疆拓
土的雄心，带着对家乡的特殊情感和老师
的期望，肖鸣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长沙。

那时，整个湖南省只有省歌舞团里有
一支乐队，但远称不上是交响乐团，“连简
单的弦乐室内乐都凑不齐人员”。乐队力
量弱小，排练演出场地也很有限，只有中
山路红色剧院及省展览馆旁的东风剧院
能容纳他们。

1993 年，省歌舞团正式成立了交响
乐团。从此，肖鸣指挥、团长一肩挑。

在那个大多数市民还不知交响乐为
何物的年代，肖鸣把目光投向了更能接受
新事物的大学生。在湖南师范大学的校园
里，他举办了一场交响音乐会，效果好得
出乎他的意料。仅能容纳2200 多人的体
育馆，硬是塞进去3500人，场外还有一群
买不着票的学生。

这让肖鸣看到了希望：“人们是会接
受这门艺术的。”

在那个年代，一个团长只会演出是不
行的。肖鸣常常骑自行车四处联系场地，
开支都是自己掏钱，他靠着当时每月 30
多块钱的工资支撑着。

直到2000 年，一部《天鹅湖》让肖鸣
又看到了更广阔的前景。

那年，湖南省交响乐团与格鲁吉亚
《天鹅湖》芭蕾舞团在田汉大剧院合作演
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接到了乐团首
次出省商演的邀请。肖鸣说：“有了这次的
演出，我们决心为乐团开辟更为广阔的演
出天地。”

2015 年，湖南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
正式升格为独立的湖南交响乐团。原先投

入不足、演奏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演出质
量很难提升的状况得到一定改善，也储备
了可与国内前列乐团媲美的曲目库。由于
省内一些音乐季演出的出现，乐团的艺术
水准也得到了质的飞跃，高雅艺术得到普
及和推广，一批固定观众渐渐培养形成。

不过，与国内多数交响乐团一样，规
模和市场虽然变大了，但经费不足、人员
问题以及排练场地等，仍然困扰着乐团走
向国内一流和国际乐坛。“比如我当时用
的长笛，是镍银合金材料，音质特别不稳
定，合奏中常常显示其短板。”在乐团从事
宣传工作的长笛手李佳蔚如是说。

“省市共建”开启新的征程

2018年12月，湖南交响乐团改制为
长沙交响乐团，开启了“省市共建”的新模
式，交响乐团也开启了新的征程。

在这之后，长沙交响乐团搬入了长沙
音乐厅。这座坐落于浏阳河与湘江交汇处
的建筑早已成为这个城市的“文化地标”，
从此，长沙交响乐团有了专业的排练场
地，也有了固定的演出场地。

长沙音乐厅采用国际流行岛式舞台，
观众座椅的排布采用“山谷梯形”式分布
在舞台四周，现场观众能从多方向获得最
佳的音响效果和空间感受，多视觉、近距
离感受强烈而震撼的艺术氛围。

“这种排练和演出条件当然不是过去
可以相比的。”李佳蔚说：“乐器也好了很
多，我的长笛换成了金质的，声音和稳定
度都比以前好了太多。”此次在白俄罗斯
明斯克的演出，长沙交响乐团的演出设备
让当地乐团羡慕不已。

现在，乐团除招聘了 20 多位海外留
学归国人员和大批毕业于国内知名艺术
院校的才子才女外，还有了不少外国人的
身影，有波兰的、乌克兰的、俄罗斯的，还
有来自南美洲厄瓜多尔的。乐团无论硬件
配套、环境以及人才储备都有了质的飞
跃。

这些年，随着长沙音乐厅相继引进以
色列爱乐乐团、捷克爱乐乐团、法国广播
爱乐乐团、英国伯明翰交响乐团等世界级
交响乐团来长演出，长沙交响乐的市场越
来越红火，市民的鉴赏水平越来越高，为
长沙交响乐团培养了大批粉丝。“以前的
交响音乐会要做很多普及工作，让市民了
解交响乐到底是什么。”肖鸣注意到，现在
的交响乐、歌舞剧等演出时，观众席上总
能看到不少求知欲强的年轻观众，欣赏音
乐会的礼仪也慢慢在市民中普及。“这是
非常好的现象，就是要吸引年轻观众到现
场来听古典音乐，这些人才是古典音乐传
承发展的未来希望所在。”

今年，长沙交响乐团重点抓了新的原
创曲目的创作，其中包括《侗族大歌》和谭
盾创作的《湘江颂》等，都将丰富乐团的原
创作品库。

“我们向观众展示的是西方音乐的演
奏技巧，但在我们的音乐中也留下了湖湘
文化的烙印和细腻的情感。”肖鸣说，长沙
交响乐团就像一个城市的文化“据点”，希
望通过这个“点”，让湖南、让长沙的文化
在国内乃至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省市两级的投入增加了乐团的
实力，每年政府采购的演出项目和一些自
主的市场项目让乐团的演出显著增多。

“乐团越做越大，官却越当越小。”肖
鸣经常这样打趣自己。但肖鸣并不真的这
么想，因为，“世界上最好的交响乐团都是
以城市命名的。省市共建对于乐团来说是
一项创举，我们将利用好这样一种机制，
将长沙交响乐团越办越好”。

高枫

刚正不阿、嫉恶如仇
的斗争精神和做人的勇气

莫应丰去世已30年了。他在
世时有5个“头衔”：中国作家协会
理事、中国作协湖南分会副主席、
湖南省文联党组成员、第一届茅盾
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而我的
脑子里只有湖南省文联的同志们
亲切而又戏谑的称呼“莫公”、“莫
老爷”，只有莫应丰刚正不阿、嫉恶
如仇的斗争精神和做人的勇气。

1976年，莫公住长沙文家市，
当时桃江老家的父亲已揭不开
锅，可有人却让他写“老革命根据
地的新变化”，莫公气愤地说：“你
听谁说我会写文章？谁能让我老
父亲有饭吃我就写。”

可莫公还是写了。从 1976 年
3月动笔到7月完成，莫应丰冒着
巨大的危险，愤怒揭露“四人帮”
残酷迫害老将军的罪行，公然否
定“文革”。这需要何等的胆识、何
等的气魄！这部作品就是首获茅
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将军吟》。

你看我像病人吗

雪花，仍在静静地飘。我久久
凝视着玻璃板下那已成永久纪念
的跟莫公的合影。那是1988年10
月，莫应丰女儿在病房给拍的。

那年 9 月初，我接到《湖南画
报》张文急电，说莫老爷得了肺
癌，瞩我带一箱抗癌新药“抗癌 8
号”来长。20 天后我终于拿到了
药，带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急赴长
沙。沿途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枯
黄的高粱、玉米叶在秋风中摇曳，
我的思绪也变得更加的沉重。怎
么可能？5 月中旬莫公还在信中
说：“自去年年底以来，我已三下
海南。我们省文联在那里办了点
事业，尚未成功，前途未卜，需加
紧干。”并瞩我若想去海南看看，
可尽快赶到长沙。但我一时无法
脱身。6 月中旬我出差路过长沙，
莫公已于月初又去了海南。现在，
却传来了这样的消息！

及至相见，一切又冰消雪融。
“小高同志呀，真不好意思这样见
到你。”莫公躺在湖南医学院并不
高级的一间小病房里。略显圆胖
的脸上架着副黑色宽边眼镜，镜
片后闪动着一双深沉而聪慧的大
眼睛。“大家都告诉你我得了癌症
是不是?我很自信我不会得癌症，
我也一直怀疑我是不是癌症。你
看我像癌症病人吗？！”莫公笑着
说。

是啊，哪里见过他这样的癌
症病人？在他的朗朗笑声中，几天
来压在我心中的阴霾不驱自散，
一缕阳光开始在我的心中升起
……

那天，我去看他，他一边睁大
眼睛同人谈笑，一边大嚼葡萄。

“吃！都吃！”他指着葡萄盘子招呼
朋友。没人感兴趣，他边擦手边有
些尴尬：“不吃啦，不吃啦！不好意
思！”第二天又照吃不误。

病房也是战场

看到莫公无可奈何地躺在床
上，我不由想起几天前他说的：

“我的好朋友韩少功、叶蔚林开玩
笑说，莫应丰这下可老实了，要不
总像个雄赳赳的公鸡。病了，倒可
爱了。”

其实，莫公并没退下战场，莫
公与癌症抗争的勇气，并不亚于
面对各种邪恶势力。他说：“当大
夫告诉我是癌，10 分钟之内我就
确定了自己该怎么干。我去练气
功、吃中药。我一直精力充沛，没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人要自信，也
要超脱、乐观，有的人和我共同呆
两三天，心情就会改变。”我说：

“那你也把我变得快乐些吧，不知
怎么，我老是觉得快乐离我很
远。”

又一天，我还是买了一大串
葡萄，没吃早饭就赶到医院去看
他。莫公穿着薄毛衣外套站在房
门口，见我来了笑着说：“你看我
站在门口，像等什么人似的。”
不一会儿，欧阳惠玲端着一只饭
盒进来了，饭盒里是猪血汤。莫公
一边吃一边同我谈话，“我很自

信，我不信我会得癌症，坚强的人
是不会得这病的。”

惠玲回去了，让我先陪着他。
看莫公精神亢奋，我又问道:“你学
声乐的，嗓子一定不错。”“是不
错，可是有次去肿瘤医院做镜检，
出了医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怎么回事？”我瞪大了眼睛
惊奇地问道。“我平时是不看病、
不吃药的，事先也没准备，到了医
院要做镜检，一个护士粗鲁得要
死，当我是头猪、是头牛一样，拿
着什么针照喉咙就‘扑哧’一下，
就这一下，毁了我的声带，出了医
院就不能说话了。我那么好的嗓
子让她给毁了，现在回忆起来还
很可怕。如果在死与镜检两者之
间选择，我宁可选择死。”说此话
时，他一脸的愤怒与无奈。

看他如此的激动，我赶紧笑
着说:“好在都过去了，现在说话声
音还很有磁性。”“是吗？”莫公有
些天真地看着我问道。我没有回
答，却肯定地笑着点了点头。

一直觉得自己是
一个斗士

莫公总是那么健谈。谈人生，
谈社会，谈海南，谈不正之风。兴
致高时，手舞足蹈，妙语连珠；愤
慨之时，怒形于色，拍案而起。我
常向他请教创作问题，他从屈原
谈到当今中外文坛巨子，谈到自
己时，却连个作家的称号也不愿
接受:“以后我会成为真正的作家，
现在还不行。”其谦虚诚恳真令我
这文坛小卒惭愧无比。

1988年10月6日，是莫公手
术前的最后一天，本想聊些别的，
不知怎么又说起鲁迅。

“我以前总爱打抱不平，好
斗，非常崇拜鲁迅的斗争精神，一
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斗士，现在常
感到斗不过他们（不正之风），有
时你胜了，过一个时期，一种看不
见的力量又把你打入深渊。这次
病好后想写点闲适的东西。”“不
当斗士当道士，道士轻松。”我开
着玩笑。“道士当不了。”“你禀性
如此，恐怕闲适不了。”莫公笑
了，感慨地点了点头，又默默地摇
了摇头。

该离开了，我鼓励他、也是鼓
励自己：“你有福相，又坚强，会闯
过去的。”他非常自信地举起右手
笑着说：“放心，为我祝福好啦！”

手术后依然“豪情万丈”

手术后第6天。莫公坐在靠窗
的那张木椅上，头上缠着厚厚的
纱布。除面色略显苍白、脸上有点
浮肿外，变化不大。他一见我就
说：“小高呀，我闯过来了！不简单
呢！我的脑壳是揭开了又合上
的。”他兴奋地大声说着。

“莫老师，真没想到，你精神
这么好!有些人术后几天都不太清
醒，你简直不像手术后的病人!”

“是吗！”他显然很高兴我的
看法，于是，又情绪激动地站起来
说：“大夫说我的记忆力不会受影
响，还能唱歌呢!不信，我给你唱。”
说 着 ，便 给 我 唱 起 了《黄 土 高
坡》……歌声有些发颤，却极地
道。

我的内心陡然升腾起一阵巨
大的酸楚和难以承受的痛苦，一
腔泪水就要喷涌而出，却被我死
死噎在咽喉里……因为，面对依
然“豪情万丈”的他，面对连死神
也不敢小觑的人世间真男儿，面
对就要被死神带走却全然不知、
依然憧憬着新生的他，我的泪水
只能是对他的不屈灵魂的一种亵
渎！

为了缓解情绪，我站起来给
自己倒了杯水，咕咚咕咚咽着泪
水一饮而尽，回过身，故做轻松的
并不看着他，问与手术毫无关系
的问题：“莫老师，一直想问你，你
最满意的作品是哪部？”

他想了想说：“目前还没有，
正在写的这一部还说得过去。”

隔日，我去向他告别。半月多
来，我未能给他这个病人多少安
慰，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安慰。相
反，他却给了我这个不那么坚强
的女性许多生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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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星城走向世界
——长沙交响乐团的蝶变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