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7日晚，作为2018康定情歌国际
音乐节系列活动之一的“康定情歌·天籁之
爱”民族交响乐演唱会在康定北门体育广
场华丽上演，万余名各地观众在七夕佳节，
共享了一场“民族与潮流相融合，东方与西
方相碰撞”的视听盛宴。

“佳期赴盛会，何人不心急？”当天 19
时许，距离演唱会开场还有一个多小时，康
定北门体育场已是人山人海。由康定本土
乐队梵音社呈现的暖场表演不断挑动着人
们的情绪，观众的欢呼随着空灵的歌声，直
上云霄、令人亢奋。

20时正，著名主持人邹睿款款登台，演
唱会正式开始。本场演唱会打破“一唱到
底”的常规设计，以上半场交响乐表演加下
半场群星轮唱的结构呈现。

“最美的爱情在七夕，最美的七夕有音
乐”，爱情是本场演唱会的主题。开场节目

《古典爱情》包括卡门序曲、爵士圆舞曲、康
康舞曲3支曲目，通过大、小提琴等多种西
方乐器的完美配合，将爱情的丰富内涵表
现得活灵活现。随后，著名蒙古族歌手莎日
娜与乐队携手，用一曲悠扬的《长调》和一
首动人的《乌兰巴托之夜》，精彩展示了流
行乐器与传统乐器的完美融合，将演唱会
的民族风与国际范表现得淋漓尽致；新颖
动人的演出，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一时间
挥舞的荧光棒交织出一片光的海洋。

激动尚未平息，熟悉的旋律已萦绕耳
畔。民乐与交响乐联袂演奏的经典曲目《梁
山伯与祝英台》一开演就直击观众心灵。演
奏者灵活操控手中的乐器，拨动出悠扬婉
转的乐音；五分多钟的演奏深情讲述了梁
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热情赞美
了忠贞不渝的爱情，也表达了“有情人终成
眷属”的美好祝福，巧妙展现了康定作为情
歌之城的文化特质。

将交响乐与经典民歌相融合是本场演
唱会的特点。人气歌手四郎贡布通过一首

《在那遥远的地方》，将康巴汉子的柔情、豪
迈和甘孜草原的辽阔、静美展现得一览无
余。他那高亢、悠长的声线激荡山谷、直抵
人心，现场无数观众不由得跟随节奏忘情
歌唱。四郎贡布献唱之后，乐队连续演奏了

《在那东山顶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花
儿与少年》《掀起你的盖头来》等经典曲目，

乐手们用高低起伏、张弛有度、快慢相间、
动静相宜的乐声，演绎了别具风味的经典
再现，也为演唱会的上半场落下了帷幕。

演唱会下半场让整个康定北门体育场
开启了“嗨唱模式”。数十位实力唱将、知名
艺人用最纯粹的心唱最纯粹的歌，歌颂最
美的爱情，送出最真的祝福，用麦克风诠释
了什么是“一个情歌的世界”。

央吉玛是下半场首位登台献艺的歌
手。她倾情演唱的《妈妈盖亚》将多个民族
的语言交错穿插，制造出变化灵动、唯美动
人的听觉效果，尽显中华文化的繁荣多彩，
在现场引发了阵阵呐喊。随后出场的德吉
老爷（艺名）曲风与央吉玛截然相反，他用
兼具Rapa与摇滚风格的唱腔将《雪山与江
河》《敬》这两首力量感十足的歌曲演唱得
动人心魄，在现场掀起一轮又一轮高潮；无
数人随之手舞足蹈、放声歌唱，无数长枪短
炮对着舞台按动快门，用社交软件分享精
彩时刻的观众比比皆是。

一场精彩的演唱会通常少不了热门歌
曲，《ALALAMO》和《东山美人》两首网红
歌曲的加盟更让此次演唱会高潮不断。歌
手索扎献唱的《ALALAMO》曲调轻快、悠
扬动人，惹得大量观众自发跟唱歌，使得演
出会一度呈现“千人合唱、声震山岭”的场
面。当红歌手奥杰阿格带着当红歌曲《东山
美人》登台时，无数人放声尖叫，用力挥舞
手中的荧光棒或手机电筒，歌手与观众的
热情互动也成为了演唱会的一大亮点。

好听的音乐总能引人共鸣，听好音乐的
时间谁都不愿浪费。当天23时许，康定的气
温已降到十度左右，康定北门体育场内却依
旧气氛热烈，无数身着短袖的观众还在欣赏
音乐盛宴。但是美好的时间总是过得太快，随
着著名歌手巴金旺甲的一曲《谚语》唱罢，演
唱会落下了圆满的帷幕，无数观众虽然满心
不舍，但依旧带着满足和喜悦离开了现场。

一首世界的情歌，一个情歌的世界。
《康定情歌》让无数人对康定深深向往，康
定情歌国际音乐节正是让四方宾朋实现夙
愿，全面体味康定风情的盛会。康定情歌国
际音乐节与传统节日“七夕”相叠已是喜
事，这场“康定情歌·天籁之爱”民族交响乐
演唱会更是锦上添花，让无数人度过了一
个“有你、有爱、有情歌”的浪漫七夕。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
的云哟，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
的城哟……”来自陕西的张敏女士
跟着乐巢酒吧驻唱歌手洛桑一起
唱到。自 8 月 17 日起，康定市溜溜
音乐街的驻唱歌手们就开始在各
家门前开起了“演唱会”，期间还穿
插着街头模仿秀互动、魔术表演等
活动，使得本就热闹非凡的音乐街
熠熠生辉。“我和朋友是来康定避
暑的，很幸运遇上情歌节。在这两
天的时间里，我发现康定是个很有
情怀的地方，充满了藏文化的神
圣，但汉文化中新奇的元素也没有
缺位，特别在这条巷子里，听着悠
扬的歌声，会让人忘掉一切，放空
自己，真的很棒！”张敏告诉记者。

和煦的暖阳，凉爽的细风，康
定音乐街一次又一次地响起了大
合唱。据了解，此次音乐街活动是
2018康定情歌国际音乐节系列活
动之一，8 月 17 日至 19 日每天 10
点至22点持续不断地进行。

“我对康定最大的期待是邂逅
一位美丽的康定姑娘，还想来看看
唱《康定姑娘》的歌者。”来自成都
的程晓告诉记者，“我今年 16 岁，
我对康定最初的印象是从无意间

听见的一首《康定姑娘》开始，然后
在网上也看了很多信息，慢慢开始
喜欢上这座城市。这两天，我拉着
姐逛了阿里布果的步游道、看了炉
城的夜景、也看了歌里唱的那颗孤
独的月亮，发现康定真的是一个活
态的情城，随处都是意想不到的惊
喜。在接下来的几天，希望能借着
情城的福气，邂逅一位温柔的康定
姑娘。”

“讲真的，会不会是我被鬼迷
心窍了，敷衍了太多我怎么不难
过，要你亲口说，别只剩沉默，或许
你早就回答了我……”当今年抖音
平台最火歌曲的之一《讲真的》前
奏在柠檬树酒吧门口响起时，围观
观众引起了一阵躁动。郎措杰乐队
主唱德青告诉记者：“我是第一次
参加这样的演出，很喜欢这样的感
觉，我希望可以给更多的人唱歌，
希望给更多人唱我们甘孜州的歌，
希望能通过我们的歌声，让更多的
人去了解甘孜州，了解康定。今天
我们也准备了其他的歌，有来自抖
音平台的热歌，也有我们甘孜州的
歌，希望能给今天来围观的朋友一
场精彩的演出。”

见习记者 汪青拉姆

邂逅
一份来自康定音乐街的浪漫

甘孜日报讯“参加公益活动既感受了甘
孜州美丽的风光，又能为公益活动出力，这是
我们应尽的义务。”8月18日上午，2018中
国·甘孜环贡嘎山百公里国际户外山地运动
挑战赛暨贡嘎益起行公益活动”在康定情歌
广场鸣枪后，来自成都市的爱心人士在参加
公益组徒步跑马山时对记者说。

据了解，2018 中国·甘孜环贡嘎山百
公里国际户外山地运动挑战赛于 19 日正
式开赛。当天的 2018 贡嘎益起行公益活
动，有500余名爱心人士参加，路线从康定
情歌广场出发至跑马山再折回情歌广场，
全长7.7公里；除此之外，有来自国内外的
100 余名越野高手齐聚一堂，参加百公里
国际户外山地运动挑战赛前热身赛。

比赛中，参加户外山地运动挑战赛的
运动员和参加贡嘎益起行的公益爱心人
士并驾齐驱，虽然比赛方式不同，但大家
都热情很高。“这是我第四次到康定，但参
加这样的公益活动还是第一次。”来自重
庆的一位爱心人士对记者说。“能为公益

事业出把力，是年轻人应尽的职责。”荣获
公益徒步第一名的杨波在拿到“感谢你们
的爱心捐赠，向‘环贡嘎公益基金’捐赠人
民币3000元”的捐赠证书时高兴地说。

记者 宋志勇 文/图

公益
500余名爱心人士徒步跑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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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有无数的表达，音乐最能打动人心，音乐有

无数的主题，爱情最易让人沉醉；康定就因一首情歌

令人向往，成了无数相爱之人共度七夕的首选之地。今年七夕，

情歌之城康定也用一场别出心裁的音乐盛会，为天
下有情人送上了一份刻骨铭心的祝福。

◎甘孜日报记者 刘小兵

爱心人士徒步跑马山。

可爱的童装模特登场。

北门体育场人潮涌动。冯光福 摄

甘孜日报讯 阳光明媚、歌声悠
扬。8月18日下午，作为2018康定
情歌国际音乐节系列活动之一的首
届康巴足球音乐节颁奖典礼暨“最
康巴”驻唱歌手专场演出活动在情
歌广场举行，上千名各地游客和当
地群众欢聚一堂，度过了一个惬意
的下午时光。

下午两点，来自色达县的青年
歌手觉巴登首先用一曲嘹亮动人
的藏文歌曲点燃了活动的氛围。随
后，“最康巴”驻唱歌手大奖赛各奖
项获奖者（含团队）依次登台献唱。
大奖赛季军梵音舍乐队倾情演绎
的原创歌曲《牧马人》和《康定姑
娘》曲词优美、充满青春活力，引起
现场观众强烈共鸣；大奖赛亚军东
北小伙李乐乐演绎的摇滚版《夜空

中最亮的星》让无数观众随之跟
唱、忘情呐喊，将活动推向了第一
个高潮；随后大奖赛冠军扎西泽里
连续演了唱一首民歌和一首说唱
歌曲，风格迥异的两首歌曲，给人
以不同的视听体验，也将他过硬的
音乐功底表现得淋淋尽致，现场无
数观众被其感染，掌声、欢呼不绝
于耳。一个半小时以后，活动圆满
结束。

据悉，首届康巴足球音乐节
由州委宣传部、州文体广新局、州
文联、甘孜日报社、共青团甘孜州
委主办，活动于今年 6 月启动，吸
引了40多家州内酒吧参与和全
国近50万网友的关注。

记者 兰色拉姆

圆满
首届康巴足球音乐节落幕

莎日娜深情献唱。记者 张兵 摄

交响乐团倾情献艺。记者 张兵 摄

相约圣洁甘孜·畅游自驾天堂
聚焦2018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

“一哟杯子酒啊，给郎斟。
姐 问 情 郎 嘛 ，几 哟 几 时 生
……”一首《十二杯子酒》穿梭
在在康定市北三巷的每一条
小巷中。

8月15日至17日，康定市
北三巷可谓是热闹非凡，为宣
传甘孜特色文化、特色产业、
特色美食，使其走出甘孜，走
出四川，走向全国，实现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由
省文化厅、州人民政府主办，
州委宣传部、州文体广电新闻
出版局协办，康定市委、市人
民政府承办的康定情歌国际
音乐节活动之一“甘孜非遗文
创展演”在此举行，在持续三
天的活动中，开展了多种多样
与非遗和文创相关的互动活
动，让近万名观众享受了一次
文化盛宴。

此次活动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藏绣源于公元9世纪，与
唐卡和堆绣并称为藏传佛教
三大艺术，此次非遗文创展演
邀请了泸定县岚安乡“指尖藏
花”刺绣合作社的绣工们，现
场为观众展示了贵琼刺绣结
合传统刺绣的技法，并将创新
技法的刺绣艺术商品进行展

览，让现场观众
大饱眼福。来自

康定的创

新企业家泽仁朗卓也带来了
具有藏文化元素的服装潮牌，
并且举行T台表演，可爱的童
装模特儿获得了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除了展演活动，现场更是
举办了多个具有甘孜地方特
色的比赛，如捏糌粑比赛、翻
果子比赛、套绳索比赛等等，
观众也参与其中，将活动不断
推向高潮。在情歌飘扬的日子
里，当然也有康定特色的青稞
美酒助兴，活动邀请到了来自
金汤的酿酒传承人现场制作
油酒，更有表演者现场唱起十
二杯子酒歌，跳起锅庄舞蹈，
中外游客对此赞叹不绝。活动
现场有青藏谷地、雪域静土、
新马帮、圣洁生态、达玛花等
数十家本地特色企业带来了
特色产品进行展销。最后在七
夕花灯仪式中，结束了此次展
演活动。

“这两天搞活动来了好多
外地游客，实在是太热闹了，
我这两天每天都要卖 2 千块
钱左右的牦牛肉酱，真的很感
谢政府支持本土产品，给我们
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康
定雪山静土牛肉酱老板刘文
康说。

“我们已经买了好多本地
的土特产，有现炒青稞、牦牛
酸奶、牛肉酱，本来我们是过
来旅游的，机缘巧合正赶上康
定举办情歌国际音乐节活动，

真的是太开心了。”
来自眉山的游客罗
强兴奋地对记者说。

见习记者
包小玉 文/图

助兴
非遗文创展演精彩纷呈

情歌之城情歌之城““享享””天籁天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