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 4 岁开始学习大提琴，17

岁时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奥地利

格拉茨、维也纳、德国科隆、瑞士

苏黎世等地的 4 所著名音乐学院

跟随名师学习，并以最优秀的成

绩毕业。

他是瑞士圣加仑交响乐团

的首位中国籍终身成员，曾在奥

地利勃拉姆斯国际音乐比赛、

克罗地亚杨尼格洛国际大提琴

比赛等多个国际音乐大赛中获

奖。

他说，音乐是生活中的一束

光。

在追寻个人音乐梦想的同

时，他也热心传道授业，如今，他

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

让我们跟随大提琴家梁宁一

起走进他的音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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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活

□金旭

“祝愿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

祝愿中国健儿再创辉煌！北京加

油！”

10 月 26 日，在北京冬奥会开

幕式倒计时 100 日来临之际，美

国盐湖城的华侨华人在美国韦伯

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盐湖城华助

中心理事长乐桃文的组织下拍摄

了祝福视频。他们的诚挚寄语也

道出了广大华侨华人对北京冬奥

会的殷切期盼。

“我们还将面向当地主流社

会举办‘祝福北京冬奥会’的签名

活动。”乐桃文表示，2002 年盐湖

城冬奥会上，中国实现冬奥会金

牌零的突破，借此渊源，也想向盐

湖城的民众宣介北京冬奥会和中

国多彩的文化风情。

乐桃文期待北京冬奥会的

开幕式能再次为全球观众奉上

一场难忘的视觉盛宴，展示中华

儿女热爱和平、勤劳勇敢的民族

风貌，展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美好愿景，“衷心祝愿北京冬

奥会取得圆满成功，也希望各国

选手发扬奥运精神，赛出水平，

赛出友谊”。

旅居日本的工程师侯嘉怡曾

在 2014 年索契冬奥会见证了中

国速度滑冰历史上第一枚冬奥会

金牌的诞生，“中国运动员张虹夺

冠的那一幕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遗憾的是当时到场的中国观众很

少，手中的五星红旗略显孤单。可

如今，冬奥会真真切切走进祖国，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运动

健儿加油助威，在竞技比赛中领

略冰雪运动的魅力”。

作为滑雪发烧友，侯嘉怡称

这项运动让人在追赶风的速度中

忘却许多烦恼。她还拥有丰富的

志愿活动经历，“虽然很早就报名

北京冬奥志愿者，但因为疫情等

原因不能如愿以偿。北京冬奥会

严格的防疫管理措施为各国运动

员提供了更加安全的竞赛环境，

我也会守在电脑屏幕前为运动员

们加油”。

“中国克服疫情难关，全力做

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各项筹

办工作本身说明了中国防控疫情

的成功经验值得肯定。”西班牙华

侨华人协会主席陈建新说。

期待之余，陈建新计划在当

地开展一系列助力冬奥的活动。

“由于西班牙疫情反复，一些活

动或面临调整，但我们会尽最大

努力向当地民众展现更多正能

量，真正发挥民间交流的桥梁作

用。”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

会长吴昊表示，北京将是世界上

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也

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

正逐步走向现实，也牵动着海外

侨胞的心。很多侨胞纷纷在朋友

圈转发北京冬奥会的宣传片，并

写下真挚的文字祝福。”

吉尔吉斯斯坦南方华商商

会执行会长占灼秀表示，疫情当

前，唯有中国可以这样安全妥善

地举办奥运体育盛会，期待中国

的奥运健儿可以取得新突破，收

获令人满意的成就。“我和大家

一样共期这场冰雪之约，中国之

约。”

（中国新闻网报道）

□口述：梁宁

接触大提琴

我是在四岁的时候开始接触

大提琴的，因为所在的幼儿园是

在少年宫里面，每个小朋友都需

要选择一项才艺。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在唱歌的

声乐班，直到现在，那一天的记忆

还挺深刻的。

当时，来了一个头发很长、

看上去很凶的老师，跟我们声

乐班的老师说了几句话之后，

就把我带到了他所在的大提琴

班上。

当时我很不开心，因为不愿

意离开自己的小伙伴，也不愿意

转去别的班级。所以呢，那天就在

小板凳上哭了整整一个上午。

欧洲留学

欧洲是大提琴的发源地，为

了更好地学习大提琴的演奏技

巧，17 岁那年，我选择前往欧洲留

学。

第一站是奥地利。头一次来

到完全陌生的国度，下飞机之

后，连第一顿饭去哪里吃都不知

道。

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用外

语上课，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

的挑战。在刚开始的时候，许多

理论课是听不懂的，在课后我会

去找学习作曲理论的同学询问

不明白的地方。同学的无私帮助

和讲解，再加上结合上课所学的

内容，我很快便跟上了课程的进

度。

在专业课方面，我的老师会

在假期邀请我到他家中住上个三

五天，给我开小灶集中上课，所以

特别感谢老师和同学在我学习期

间给予的莫大帮助。

我的留学经历应该算是比较

丰富的，先后在奥地利、德国和瑞

士三个国家的四所著名音乐学府

学习。在整个留学时光当中，有非

常多的值得回味的经历，在这当

中，可能最令我难忘的，是初到德

国的时候参加德国科隆音乐学院

的考试。

记得当时，我先和想要跟随

的教授约了个时间，然后就日夜

兼程地从奥地利坐火车赶到了德

国。

在教授听完我的演奏之后，

我问他有没有机会跟他学习，当

时他的回答是，有太多来自全世

界的学生都想跟他学习，我们考

试时候见吧。

考试当天，我并没有在学校

公布的考生名单里看到自己的名

字，随后得知，由于考生人数太

多，名单被划分成两天公布。如此

多的考生去参加一个学校的入学

考试，我也是头一次遇到。

考完等待成绩的时间里，我

可以说是备受煎熬。一天早上，

我还在熟睡当中，突然接到了

一通来自德国的电话，是德国

科隆音乐学院的教授打来的。

他首先祝贺我在考试当中表现

得非常出色，然后他问我愿不

愿意跟他学习。

我一瞬间热泪盈眶，特别激

动，回答说，这是我最近听说过

的最好的消息。

圣加伦交响乐团

我目前所在的圣加伦交响

乐团，是瑞士一家拥有百年历

史传承的交响乐团，是由来自

全球 20 多个国家的音乐家组

成的。

虽然已过数年，但是乐团考

试当天的过程，还是记忆犹新。

那时候，我在德国，一边上

学，一边在当地一个乐团工作。

经过报名得到圣加仑乐团邀请

之后，就提前一天去了瑞士。

第二天，我一早就到了考

场，与 40 多位来自各国的大提

琴家们一同竞争。

按照流程，先是抽签决定顺

位，我很“不幸”抽到了一号签，

心想着这趟算是白来了。但由

于以前也有过抽一号签的经

验，自己也提前做好了热身准

备，所以我告诉自己，只要发挥

正常就行了。

第一轮闭幕演奏后，我觉得

自己的状态还行，接下来就是

漫长地等待其他选手演奏完。

在第一轮结束后，乐团的秘

书宣布第二轮参赛者的名单。

他说，我们所有评委一致同意，

只邀请一位选手进入到第二

轮。

所有在场的选手、包括我自

己都非常吃惊，因为从来没有

见过这样的情况。当秘书念出：

“Number One ，MR 梁！”的时

候，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当时所

有的人站起来为我鼓掌。

随后在拉完第二轮之后，我

便独自等待结果。许久之后秘

书来到备考室，说评委们还想

听你拉第三轮。

这让我有些忐忑，但随后一

想，评委想听，应该还是有希望

的，就快速调整自身情绪，信念

坚定地拿起了琴，心想，今天一

定跟你们死磕到底，拼了！

在整个演奏过程中，我没有

一丝杂念，全身心投入其中。

在第三轮结束之

后，乐团的经理、指挥和

声部首席来到房间点评

我今天的表现。当我询

问是否通过了招聘考试

之后，乐团经理说：“Yes,

You got this job！”我当

时如释重负，非常荣幸

成为了该乐团百年历史

上的第一位中国籍音乐

家。

在职业乐团演奏，

会有着和当学生时不同

的感受。

起初，我发现身边

不少同事对中国还不是

十分了解。有人曾经问过我，会

不会演奏关于“前苏联的曲

目”，或是在中国都演奏什么样

的曲目，我会耐心地给他们讲

解。另一方面，周围的同事也会

从媒体上得知中国在经济、科

技等领域发展迅速，日新月异。

一些曾经到过中国演出的同事

会向我夸赞中国的音乐厅、剧

院建设得非常漂亮，音响效果

很专业。作为乐团史上第一位

华人音乐家，我也会在日常工

作中表现出自信的精神状态，

让大家了解到中国在世界上越

来越有影响力。

传播美的使者

去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给每个行业和个人

都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疫

情期间，不少音乐家改用线上

的方式直播音乐会，而我个人

也有了难得的契机，在网上录

制了一些作品，例如《大提琴四

胞胎 亚麻色头发的女孩》，我在

视频中分别扮演了大提琴家、

学者、摇滚 Star、滑雪运动员四

个角色，通过视频特效处理，四

个“我”在画面中同时出现，实

现了四重奏的演绎方式，让人

耳目一新。这一作品的创意来

源是看到网上有人拍摄过分身

效果的影片，于是我就自学了

视频拍摄和特效制作的技巧，

希望通过这种新颖的创作形式

给更多人带来音乐的享受。

音乐家们用自己的方式向

世界宣告，音乐永远是生活中

的一束光，点亮了世间的美好。

愿疫情早日消散，人们重新走

进音乐厅，走上舞台，感受音乐

之美。

目前，除了日常音乐会、歌

剧以及大大小小的演出之外，

我会把一部分时间用来教学。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

可以很好利用现代科技远程教

学。目前我的学生分布在全国

各地以及世界各国，我希望可

以把这些年自己的学习经验传

给下一代，培养出更多优秀的

年轻一代的音乐家。

对那些有出国学习音乐打

算的学子，我能给出的建议是，

在国内选择一位负责任、有能

力、有国际视野的老师学习，学

好语言，打好基础。到了国外之

后呢，要敢于交流，自信而不自

负。选择一位负责任的老师往

往比学校的名气要重要得多。

另外，多利用假期参加校外的

优秀团体，例如著名的音乐节、

大师班等活动。希望我们年轻

的音乐家们在国际舞台上取得

越来越多的好成绩。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一

直培养我学习音乐，让我可以见

识到这斑斓多姿的世界，也特别

感谢我的每一任老师对我的悉

心教导，使我成为一名传播美的

使者。 （中国新闻社报道）

梁宁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参加乐团巡演

旅欧大提琴家梁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