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奥运
这位钢琴家是个体育迷

8月5日， 郎朗在长沙演出，8月6日，里
约奥运会将开幕。此前，郞朗刚在巴西伊瓜
苏担任火炬手。

原来，这位如日中天的钢琴家，是位不折
不扣的体育迷，“我是一个体育迷， 从小就特
别喜欢看奥运会！”

让郎朗没想到的是， 他能以音乐家的身
份连续多届直接参与奥运会。“参加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是我这一辈子不能忘怀的经历，当
时我也参加了火炬传递，十分自豪。”他说。

在今年的里约奥运会期间，郎朗还将再
次去巴西观看比赛，“我希望看到林丹三连
冠，也希望看到博尔特再夺‘飞人’称号”。

谈湖南
《浏阳河》是他的幸运曲目

郎朗与湖南的缘分要从闻名世界的中国
湖南名曲《浏阳河》说起，当时，12岁的少年钢
琴家郎朗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德国埃特林根参
加国际比赛弹奏的曲目中就有《浏阳河》，并
且在大赛中获得了一等奖。成名之后，为了推
广中国音乐和文化，2001年郎朗在他录制的
第二张唱片的返场曲目中选择了《浏阳河》；
2003年郎朗在他的卡内基独奏音乐会中，返
场曲目也精心准备了《浏阳河》。

在这次郎朗钢琴音乐盛典中，湖南乐迷
将听到郎朗与101名琴童共同弹奏的《浏阳
河》，而在本曲的发源地演奏这首曲目，相信
郎朗一定又会演绎出更加感人的音乐。

当然，除了齐奏之外，本场音乐会郎朗
演奏的名曲交相辉映， 您既可以领略柴可
夫斯基《四季》的更迭、也能感受《电闪雷鸣
波尔卡》的喜庆，同时能体会肖邦的多情，
享受《格里格钢琴协奏曲》 的绮丽风光，极
尽丰富，绚烂多彩。

【“达人”郎朗】
享受高科技，热衷音乐混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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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最成功的钢琴家”、“中国腾飞的
符号”、“古典音乐界中最闪亮的明星之一”……
世界上总是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就像“上帝之
子”，从他们出生就好像被赋予了某种天赋和使
命，他们带着天赋而来，以完成使命而活，郎朗
就是这样一个为钢琴而生的人。

8月5日，2016郎朗钢琴音乐盛典将在长沙
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大运一馆举行，在演出前夕，
郎朗和记者聊起了他的奥运情结、成长经历、湖
南情缘。

明晚，2016郎朗钢琴音乐盛典将在长沙举行

世界的郎朗，来场“浏阳河味”的音乐会

郎朗多年前在旧金山一
场音乐会的视频曾火遍社交
网络， 郎朗手持平板电脑走
上舞台， 在一款钢琴演奏软
件上演奏了里姆斯基克萨科
夫的《野蜂飞舞》，作为年轻
一辈， 郎朗从不拒绝的高科
技带来的便利，在他看来，自
拍、 直播丰富了他传播音乐
的手段，他享受于此。

郎朗说，“前些日子我做
了一个直播， 让大家随便点
曲子，然后我弹。那天确实看
的人蛮多的， 有200多万人，
我觉得这比我上一个什么电
视节目要更直接， 而且大家
都直接能看到屏幕， 我就看
到屏幕上有人写你赶紧弹这
首曲子， 我就马上弹这首曲
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包括教
育如果以后做直播也会很好
玩。很多人会问，你这个曲子
怎么弹的？可以讲一讲，用比
较简单的语言， 一下就跟大
家变成了一体了。”

郎朗虽然是古典音乐
人， 内心却住满了不安分的
音乐基因， 永远都在琢磨怎
么会让音乐更新鲜， 让古典
音乐稍微普及一些。

在他看来，古典音乐实

际是一个世界语言，它是打
破国界的，郎朗希望做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创意，让更多
年轻人接受，“我看到很多
不同的文化，有时看到这些
民族、 现代或者古代的东
西，都会想我怎么样能够和
这样的艺术结合一下。我觉
得21世纪也需要所谓东、西
方跨界的东西。 以食物为
例， 没吃过纯粹中餐的人，
混合的菜式更容易让他接
受一些。”

此外， 郎朗一直有跨界
尝试。 最新尝试是做了一款
香 水 ， 叫 做 AMAZING�
LANG�LANG�。 郎朗觉得香
水是各种味道的综合体，跟
创造类的音乐艺术特别像。
做香水时其研究了Chanel的
NO.5也有受到音乐的启发。
香水将来会分为男性与女性
的， 女款会来得稍微典雅一
些。郎朗表示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希望有一些茉莉花的底
子， 他又很喜欢欧洲的薰衣
草的味道， 同时因为钢琴主
题所以带有很多木的味道。
郎朗开玩笑说，他是属狗的，
鼻子比较灵， 仿佛能感觉到
这个香水味道。

如果8月5日你想去郎朗
音乐盛典来次耳朵旅行，可打
开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钢琴
音乐盛典，抢购一张邀请函门
票！或者扫一扫图中的二维码
立即申购一张8月5日郎朗音
乐会邀请函门票吧！

邀请函门票咨询:
0731-83979596【“大师”郎朗】

爱弹钢琴，但也曾迷茫过

郎朗3岁练琴，5岁开始
得奖，17岁一曲成名，他的锋
芒无法遮挡。

郎朗取得的成就实在太
耀眼， 他是第一位受聘于柏
林爱乐乐团和美国五大交响
乐团的中国钢琴家， 获得古
典音乐类多项奖项， 包括德
国古典回声大奖， 全英古典
音乐奖， 伯恩斯坦艺术成就
大奖，国际门德尔松大奖等。
曾在多个海内外重要场合进
行演出， 包括中国国庆60周
年庆祝晚会、 北京奥林匹克
运动会开幕式、 中国2010年
上海世界博览会开幕式、美
国独立日庆祝活动、 英女王
钻禧庆典庆祝活动、 法国国
庆庆祝活动、 新加坡国庆庆
祝活动等。

在看似一帆风顺的钢琴之
路上，郎朗透露，他在初去北京

之时也曾对自己的梦想产生质
疑， 也在把人生变成音乐的人
生的道路上迷茫过， 但他认为
“有的时候人在面对种种压力
的时候， 经常会选择回避或者
放弃， 我觉得这是不成熟的表
现。”

作为一位钢琴大师，在
舞台上演奏的时间远远比不
上舞台下苦练的时间， 更比
不上世界各地飞的时间，在
钢琴以外的很多事物为郎朗
带来了“烦心”事，“你要慢慢
等待，练一首曲子要练一年，
这种过程是比较困难的。但
热爱是无法掩饰的， 热爱能
克服任何困难， 而努力之后
的回馈也是任何事情都无法
给予的， 在音乐会上弹的那
一刹那，我觉得我都值了。所
以，如果人生能够重来，我还
是愿意去弹钢琴。”

【“大使”郎朗】
让音乐与公益产生化学反应

比起“大师”的称号，郎
朗似乎更喜欢“大使”。

在他有1100万粉丝的
微博上，介绍一栏里“联合
国和平大使”放到了“国际
著名钢琴家”的前面。

郎朗的公益之路开始
于2004�年。 作为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国际亲善大使，他
在那一年到访了非洲的坦
桑尼亚，探望那里饱受疾病
和贫穷困扰着的儿童。回忆
起那次探访，郎朗依然对自
己看到当地一贫如洗的景
象记忆犹新，“穷的简直无
法想象……”

郎朗说自己是幸运的，
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把自
己的幸运分享出去， 他说：
“当你稍微成功一点， 你就
像一个发电站， 有些力量，
有些能量，这时候你就要把
自己的作用发挥出来，让更
多的人喜欢艺术，做更多的
公益， 让更多的人来受益，
因为你是幸运的，多分享一
些，这样你会更幸运。”

对于下一代小朋友的钢

琴教育，郎朗也很有想法。长
沙“2016郎朗钢琴音乐盛
典”由郎朗钢琴音乐会、郎朗
101钢琴家大赛、 朗爸分享
会、 大师公开课等一系列活
动组成， 就是一场以钢琴教
育为主的钢琴音乐盛事，也
是湖南普及钢琴音乐教育、
提升钢琴教育水平、 选拔艺
术人才的一项音乐公益活
动。“希望能给别人也创造一
些好的条件， 尤其是下一代
小朋友， 希望能分享自己学
到的一些经验。”郎朗说。

身为联合国和平大使
的郎朗， 自认应该肩负起
“音乐·教育·和平”的使命。
他在深圳创立了郎朗钢琴
音乐世界，其目的是希望让
更多的孩子接受良好的钢
琴教育，郎朗的公益理想不
止步于此，“我还有一个郎
朗国际音乐基金会，基地设
在纽约，目的就是帮助全球
不同地域没有音乐课的学
校重新设立音乐课，此外我
到任何国家演出的时候都
会开大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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