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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采访“原创歌曲大赛发布会”

我在现场

! 月 "# 日 ! " 梦 从
这 里 起 航 #$$
$" 常 州
人%常州梦# 原创歌曲 大 赛
发布会在钟楼实验小学启
动! 钟楼实小的小记者们也
活跃在了发 布 会 现 场 !一
起来看看他们带来的
现场报道&

小记者%大报道

“

“梦从这里起航”

3月 20日，我小记者的身份
总算是派上了用场，因为今天我
们很荣幸被邀请到钟实小报告厅
参加了“梦从这里起航”原创歌
曲大赛发布会。
在报告厅，随着潘老师唱的
《有一种坚持叫成功》，原创歌曲
大赛正式拉开帷幕！歌声悠扬动
听。接下来就是张丽丽小朋友带
来的《小猪减肥》，稚嫩的童声勾
起了许多人童年的回忆，全场人

“

指导老师 朱长燕

生演唱的开场歌曲《有一种坚持叫
成功》荡气回肠，点燃了全场的热
情。本次大赛共分为三个篇章，第
一篇章——
—儿童音乐原创篇：校园
小歌手带来了江苏省五星工程奖
入围作品《小猪减肥》，充满童趣，
现场反应热烈，体现了校园歌曲与
钟楼实验小学原创音乐课程相结
—老歌新唱
合的理念；第二篇章——
篇：
《大中国》、
《耶利亚女郎》、
《夜
空中最亮的星》的演唱和仲秋老师
的妙语点评诠释了改编歌曲的技

—
“常
巧与日常应用；第三篇章——
州人·常州梦”原创歌曲篇：于菲演
唱的《飞翔的翅膀》和潘杨生演唱
的《荆川梦》原汁原味的展现出原
创歌曲的魅力；最后，发布会在合
唱歌曲《奔跑》中结束。
比赛全程气氛热烈，用歌声唱
响时代旋律，展现常州人爱祖国、
爱家乡的情怀和朝气蓬勃的时代
风采。
钟楼实验小学三(*+ )班 潘家康

实现梦想的道路上，遇到坎坷努力
征服的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于菲
姐姐和我们说，她认为原创歌曲就
是把内心的想法以歌曲的形式表
达出来。而儿童歌曲《小猪减肥》就
是她在生活中发现的一个素材，演
唱这首歌的张莉莉是她在一个比
赛中看中的儿童歌手，于菲姐姐认
为儿童歌曲就应该用儿童最自然
的状态演绎出来。最后，我还向于
菲姐姐请教了在舞台上表演的演

唱技巧，于菲姐姐也很和蔼的告诉
我们要自然一点，
不要约束。
潘杨生哥哥和于菲姐姐一样，
在作曲的灵感方面都是从生活中
去发现，而潘杨生哥哥则更喜欢在
安静的地方创作音乐。而他在被我
问及如何创作一首好的原创歌曲
时，则说需要好的素材和适合的灵
感，最主要的是词和曲要同步。
钟楼实验小学五(, )班 王心怡

—采 访 ，
我不 忘 了 自 己 的 任 务——
采访谁呢？其实在之前我也做了
一些准备，比如采访的对象，话
题，因为是第一次，妈妈在我旁边
也做了指导，叫我不要紧张，要礼
貌地去问，要灵活面对，不要冷
场。有了妈妈的鼓励，我就开始
去寻找目标，在歌曲间隔的空档，
评委席上一位看上去和蔼可亲的
老人让我想去试一试采访，
“您
好，我是常州小记者协会的小记
者，我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说
出这句在心里念叨了几十遍的话
时，我都能感觉出自己的脸上火
辣辣的，心跳得飞快，就怕他拒
绝，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位评
委 （后来知道是常州市钟楼区文
化馆馆长） 笑眯眯地看着我说：
“当然可以”，有了这句回答后，
我感觉自己很快进入了状态，
“您

觉得这次选手的总体水平如何？
哪位选手给您的印象最深？”我
大胆地问道，这位 馆长告诉我：
“虽然我不是太懂音乐，但他们唱
得都挺好，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
特点，都应该鼓励他们继续多做
原创歌曲，”因为舞台上下一首音
乐又在响起，我说了声谢谢就结
束了对他的采访，当我回到观众
席时，妈妈对我竖出了大拇指。
第一次采访就这样结束了 ，
虽然我提的问题也许有的不全
面，但这样的活动给我们小记者
们提供了极好的锻炼胆量、与人
沟通的机会，谢谢您们，这些给我
鼓励的被采访者。
钟 楼 实 验 小 学 三 ( ) )班 张 珂

指导老师 张仁荣

采访原创歌手

一首《飞翔的翅膀》之后，我一
下就被市文化馆的于菲姐姐具有
特色的声音感染和吸引了。听完歌
后，我立即对表演完的于菲姐姐进
行了简单的采访。
采访中，于菲姐姐称自己写歌
最主要的内容是灵感和素材，而灵
感和素材是一定要从生活中用心
去发现。
《飞翔的翅膀》这首歌也是
一首充满年轻气息的歌，讲述了年
轻人奋斗的故事，表达了年轻人在

“

歌手们已经能练到炉火纯青的地
步了，歌声能打动人，不错。”
最后，小记者们采访了个别
领导，想了解他们对这次演出有
什么看法？一位教育局的领导回
答：
“ 这次表演非常的成功，让我
很感动，每一首歌都很好听，创作
歌的人都很了不起！”
钟 楼 实 验 小 学 四 ( ! )班 唐 欣

用歌声唱响时代旋律

3月 20日下午，由钟楼区委、
区政府主办，钟楼区委宣传部、钟
楼区教育文体局、钟楼区文化馆承
办的“梦从这里启航”
——
—
“常州
人·常州梦”原创歌曲大赛发布会
在钟楼实验小学三楼报告厅举行。
江苏省文化馆一级作曲仲秋老师、
常州市文化馆副馆长周柯卿等组
成的评审委员会对大赛进行评审，
钟楼区音乐教师、学生代表及家长
代表观看比赛。
灯光灿烂，歌声飘扬。由潘杨

“

都沉浸在童声里了，台上的张丽
丽小朋友在舞台上绽放出无穷的
光芒。
其中，让小记者记忆犹新的
要数《夜空中最亮的星》和《亲亲
我的宝贝》结合起来的一首歌，歌
曲竟擦出了让人诧异的火花，两
首歌结合起来简直是天衣无缝。
所有节目表演完后，一位创
作歌曲的专家钟秋老师发表了意
见：
“ 今天所有的节目都非常好，

同学们的话'

指导老师 张超

第一次采访

今天学校举办了“原创歌曲
发布会”，我和妈妈有幸参加了这
次活动，当然我今天还有更重要
的任务，就是作为小记者进行采
访。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让原创音
乐走进校园，让童声更贴近生活。
说心里话，这样的现场我很少参
加，所以一开场的优美的开场曲
就让我很陶醉，五颜六色交错的
灯光，朦朦胧胧，让我觉得很神
秘。在主持人的甜美笑容中，发
布会拉开了序幕……
首先登场的一位热爱文艺的
叔叔，他那具有穿透力的嗓音，丰
富的感情赢得了满场掌声，接下
来的几首歌有的是歌手自己创作
的，也有的在现有歌曲的曲风上
加了点戏曲的元素，让人听了耳
目一新。在发布会进行的 同时，

指导老师 蒋根娣

演出开始了，五颜六色的灯
表演结束了，同学和家长们
光在舞台上闪耀着，接着音响老 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演播厅，一
师把音响声音开的特别高，然后 路上，我都听见有人在讲 ：这 个
一首动听的歌曲从舞台上传来， 节目非常精彩。”
钟楼实验小学三(*# )班
深入人心，让人忍不住地鼓掌，
丁如缘
同学和家长看的都很开心。

刚进入发布会的现场，我就
听到了美妙的歌声，原来是我们
钟楼实小的高年级哥哥姐姐们在
演唱“热场歌曲”
。过了几分钟，一
位叔叔给我们唱了一首他自己改
编的歌曲。歌声真是“醉和金甲
舞，雷鼓动山川”啊，后来我才发
现这位叔叔是主持人。他的身边
站着一位漂亮的阿姨，仔细一看，
她不正是我们学校教音乐的袁老

师吗？今天，
她也当主持人。
这场音乐发布会中，我最喜
欢《小猪减肥》这个节目。小歌手
演唱的这首歌把我引入了音乐的
奇妙世界。
我想：以后我也要多唱歌，多
学习，在音乐的道路上获得更好
的发展。
钟楼实验小学三(*# )班

在大赛发布会上，主持人首
先介绍了到场的参赛嘉宾。随后，
歌手们分别为大家演唱了 《小猪
减肥》
《大中国》
《亲亲我的宝贝》
《耶利亚女郎》等歌曲。歌手们精
彩的演唱赢 得 了 观 众 热 烈 的 掌
声。尤其是歌曲《亲亲我的宝贝》
把活动推向了高潮。活动结束后，

观众们久久不忍离开。
这次活动，激发了大家对原
创歌曲的关注，引爆了人们对原
创歌曲的喜爱，同时也丰富了群
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可谓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
钟楼实验小学三(*# )班 潘岩

“这次活动很好，让人赏心悦
目！”这是一位音乐老师接受我采
访时说的话。
我想以后可以多一些这样的
原创音乐活动，能让小学生多多

接触音乐，在音乐中有所发现，有
所收获。所以我希望中国的原创
音乐也能越做越好。
钟楼实验小学三(*# )班 朱丽颖

白雪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