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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中德足球事业发展的希望， 也是中德两国友好合作事业的接班
人。 希望你们发扬团结拼搏精神，学习和交流足球技巧，成为好朋友、好伙伴。

—国家主席习近平
——
5日观看中德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向小球员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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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钟
两随习近平出访

“八音和鸣”闪耀 G20峰会
记者 王娟 通讯员 谭燕

习近平与小球员们合影，武汉小姑娘黄宝莹（二排左五）、杜健群（四排左七）也在其中 新华社发

观看中德青少年足球赛前
习近平握手武汉小球员
“他的手很暖，笑得也很温暖”
本报讯

（记者 陈 晓 彤）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柏林同德国总
理默克尔共同观看中德青少年足球友谊赛。 参加比赛的中国小
队员中，有 2 名武汉小学生黄宝莹和杜健群。
前来参加这场中德青少年足球队友谊赛的中国小球员们经
过层层选拔，他们代表着中国校园足球 10 至 12 岁年龄段的最佳
阵容。
“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和习主席握手， 到现在都有点恍
惚！ ”7 月 6 日晚，结束了一天训练的黄宝莹告诉记者，得知习主
席要来后，大家都很激动，为了表现得更好，队员们练习得特别起
劲，还特地在前一天准备了球衣和笔记本想送给习主席。
黄宝莹说，当时是德国时间的下午，所有中德队员都在绿茵
场等着习主席的到来。“看到主席以后，我们全场大声尖叫欢呼，
那种心情真得没法描述，感觉心都到嗓子里了。”回想起当时的场

当地时间 7 月 5 日晚， 湖北歌剧舞剧院演出的
《编钟乐舞》在柏林海军上将宫剧场亮相，带着观众
一起穿越千年时空，领略荆楚风情。
这不是编钟第一次随习近平主席出访了。 去年
1 月 21 日，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在古老的卢克索
神庙广场共同出席中埃建交 60 周年庆祝活动暨
2016 中埃文化年开幕式。 古老的编钟就在埃及卢克
索神庙奏响，以“金石和鸣”的形式上演两大文明的
对话，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习近平每次出访， 都很好地向世界各国展示中
华文化魅力， 展示中华文化与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
成果，让各国人民更好地触摸中华文化脉搏，更好地
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
长江日报记者了解到， 此次编钟亮相柏林是参
与“感知中国·德国行”系列文化活动，这一系列活动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主
办，也是正在德国举行的 G20 峰会活动之一。
湖北省歌剧舞剧院院长卢向荣介绍， 上次编钟
在中国埃及文化年开幕式上的演出时长仅 2 分 48
秒，此次《编钟乐舞》以全剧形式亮相，分为“千古绝
响”“乐舞阡陌”“
八音和鸣”“楚韵千秋”等四个篇章，

以歌、乐、舞结合的艺术形式，将曾侯乙墓葬出土的
编钟、编磬、建鼓等数十种古乐器仿制品同台演奏，
不仅上演了“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和鸣
的场景，也呈现了古代楚国文化艺术、风俗民情、祭
祀、农事、征战及宫廷宴乐等情景。
演出结束，现场一片沸腾，演员们先后 6 次谢
幕，依旧欲罢不能。 许多德国观众都拍下了谢幕
的精彩时刻，并在海报前拍照留念。 德国观众莱
英通过 G20 峰会的相关报道知道了 《编钟乐舞》
的演出消息，她表示：“我没去过中国，这 次观看
《编钟乐舞》，我想一定要去中国湖北看看！ ”柏林
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陈建阳由衷感叹，荆楚文化确
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他现场 向 湖 北 歌 剧 舞 剧
院发出邀请：“这么好的节目，希望编钟能再来德
国巡演！ ”
卢向荣激动表示，“
2000 多年前的乐器在今天
还能产生这么大的震撼， 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生
生不息的象征。 ”
据介绍，登陆柏林之后，编钟还将走进澳洲，亮
相悉尼歌剧院和墨尔本演奏中心， 向澳洲观众展示
荆楚文化的灿烂光芒。

景，黄宝莹的声音仍是抑制不住的激动。
她回忆，习主席到场后，大家都很兴奋地凑到他身边，一起合
影留念。 照完相后，习主席亲切地和每个小队员握了手。“
他的手
很暖，笑得也很温暖。”黄宝莹说，主席随后微笑着入座，观看了中
国队和德国队的男足小将比赛。“
比赛时，我们在旁边大声喊中国
队加油。刚开始男足有点紧张，没有很好的发挥，但习主席一直面
带笑容地看着场上。后来状态渐渐好了，德国队员几次射门，都被
我们中国小将挡了出去，习主席不停地给队员们鼓掌加油，现场
气氛很热烈。 ”
作为代表武汉前往德国的足球小将之一，今年才读六年级的
黄宝莹觉得既荣幸又紧张。“我爱踢球，是足球让我看到了更大的
世界。 原本我觉得自己能来德国就已经很荣幸了，没想到还能和
习主席见面，这是对我的鼓励，我会好好努力，好好踢球！ ”

人物 >>>

“编钟乐舞之八音和鸣”（资料图）

习近平出访期间与青少年们的趣事

据公开报道显示，自担任国家主席以来，习近
平出访期间多次抽出时间看望青少年

黄宝莹

曾是学校唯一女足队员

“黄宝莹前天还跟我发微信语音，说这两天要好好训练，
习主席要来看望他们。你看，第二排从左至右第五个女生就是
黄宝莹。”新合村小学德育主任汪建宏用手机向记者展示了一
张新闻图片， 是包括黄宝莹在内的队员和中德两国领导人的
合影。
汪建宏介绍，黄宝莹是新合村小学六年级学生，也是校女
足队长。“这孩子是真的热爱踢球，夸张点说，她为了踢球，可
以不吃饭，不睡觉。”新合村小学是足球特色校，但一直以发展
男队为主。 黄宝莹读三年级时，看着足球场上奔跑的男生，心
里痒痒，便主动找到学校足球教练，要求进球队训练。“
当时学
校还没有女队，也难得有女孩儿主动要求踢球。”汪建宏说，作
为球队里唯一的女生，黄宝莹丝毫不怯场，甚至比男生更敢拼
敢抢，不怕受伤。
2014 年，新合村小学成立女足队，黄宝莹一直担任队长，
也多次以主力队员的身份代表武汉参加全国比赛。 2016 年，
黄宝莹经过层层选拔，获得今年 7 月赴欧足球夏令营的机会。
“她跑的速度快，个人技术不错，灵敏性非常高，最关键的是，
她非常勇敢，训练刻苦。 这次去德国对她来说是难得的机会，
希望她好好珍惜， 把先进的足球理念带回学校， 带给学弟学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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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女足圈里的明星

（记者刘嘉 陈晓彤）

2014 年 3 月 29 日上午 ， 习 近 平 来 到 柏 林 奥 林 匹 亚
体育场足球场。 20 名来自中国陕西志丹县的少年足球队
球员正在德国教练指导下同沃尔夫斯堡足球俱乐部少年
队员共同训练。
比赛中场，习近平来到小球员们中间，询问他们的训练
和生活情况。 小球员们兴奋地讲述了他们对足球的热爱、来
德训练的收获。 习近平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通过这次来德
国培训，在中国青少年足球方面发挥带动作用。 也希望更多
的青少年投身中国足球事业。 我看好你们， 看好你们这一
代。 我希望将来你们能够成为出色的足球运动员。

“编钟乐舞之迎神”（资料图）

“编钟乐舞之楚宫宴乐”（资料图）
记者刘洪洋 摄

幕后 >>>

杜健群

在大合影中，站在主席同排左侧的黑瘦女生，就是万松园
路小学的学生杜健群。
据校足球教练邓世俊介绍， 杜健群从一入校就加入了校
足球队，自一年级开始就跟着三年级的男生训练，到现在五年
级了，一直是他带的队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邓世俊说，杜健群
瘦高，有身体优势，再加上热爱足球又刻苦训练，现在已经是
国内小学女足圈里的明星人物了——
—“她在球场上几乎能决
定比赛的走势”。
“有时候她调皮，我就说不让她踢球，她就大哭。 ”杜健群
的妈妈蔡女士说， 家里人都很喜欢足球。 女孩子从小踢球辛
苦，蔡女士也很心疼：“尤其是和男队踢完对抗后，女儿累得动
不了，都是爸爸把她背上 6 楼回家。 ”
班主任周莉说，杜健群是个很自律的学生，足球训练很辛
苦，也并没有耽误她的学习。 她语文成绩很好，有时候看她很累
就说语文作业不用做了，但她还是把作业都完成了。 她和同学
之间的关系也很好，上体育课时，有同学受伤，她都是第一时间
跑去扶，安慰同学
“
小伤不要紧的”。 今年 4 月，杜健群的肌腱受
伤，需要休养半个月。 当时学校正在举行班级足球联赛，周莉劝
她说这次受伤了就别上场了。 杜健群却说这是班级的比赛，一
定要参加。 于是她作为守门员登场，参加了这场班级比赛。

了解足球小将的训练和生活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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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地小学生共同植树
2014 年 11 月 18 日， 对澳大利亚塔州朗塞斯顿市斯
科奇·欧克伯恩小学的小学生来说， 是格外令人兴奋的一
天。 十几天前，他们意外地收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
人彭丽媛给他们的回信。 孩子们给习近平和彭丽媛写信介
绍了塔州独特的动植物和美丽风光， 并用稚嫩的汉字表达
了邀请他们访问塔州的愿望。 孩子们更没想到能在州督府
作为特别的小客人，见到他们信中称呼的习主席和彭阿姨。
习近平主席走到孩子们面前微笑着和他们打招呼。习
近平说，我们来到这里，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来看看你们，你
们代表着希望和未来。 我知道，你们和你们身边不少同学
都在学习汉语，希望你们更多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
习近平种下一棵玉兰树苗，孩子们为树苗浇水。习近
平对孩子们说，我们要播撒中澳友谊的种子，让它们生根
发芽、枝繁叶茂。 两国少年就是友谊的种子。 我希望你们
今后到中国学习、旅游。 你们可以继续给我写信，我愿意
分享你们的好消息。

欣赏中学生合唱的中文歌曲
2015 年 9 月 23 日 下 午 ， 当 习 近 平 和 夫 人 彭 丽 媛 乘
车来到美国塔科马市林肯中学时， 塔科马市市长史蒂克
兰德和林肯中学校长埃尔文早已迎候在校门前。
在学校礼堂， 习近平夫妇观看了介绍塔科马市与福
州市交往情况的视频， 欣赏了林肯中学合唱团学生和福
州教育学院附中学生合唱的中文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和英文歌曲《世界如此美好》。 美妙动人的歌声传载着中
美两国青年学子的友谊，在场所有人频频喝彩。在学校师
生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发表讲话。 习近平指出，教育
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青少年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
时光。希望同学们珍惜韶华，脚踏实地，刻苦学习，为将来
成就一番事业打好基础。中美同学们要携起手来，推动中
美关系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钟搭乘中欧班列到柏林
从吴家山上车半月穿越亚欧大陆
记者 王娟

从武汉到柏林，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 67位演职人员一路辗转上海、巴黎，加上飞机
延误，整个行程超过 30个小时。6日，长江日报记者连线身在柏林的演职人员，听他们讲
述编钟赴德演出的幕后故事。

编钟第一次“坐”火车
不仅演出内容更丰富， 此次编钟抵达柏林的方
式也和上次去埃及大不相同。 卢向荣介绍， 编钟由
青铜制成，不仅重达四五吨，长度也超过一般航运的
装箱尺寸，运输难度非常大，跨国巡演很难“说走就
走”。 以前出国演出，编钟大多是先“
坐船”走海运再
换成陆运，耗时动辄数月。去年去埃及演出因为日程
近，编钟第一次坐了飞机，航空公司不得不改造了货
舱才成行。 此次到德国，编钟又第一次坐上了火车，
搭乘从武汉吴家山开出的中欧班列由阿拉山口出
境，只用了半个月时间。“编钟和舞美、服装等共 867
件道具，乘坐中欧班列到柏林，全程 1.1 万公里，费
用与海运差不多，用时却缩短一半”。

眼看着演出时间越来越近， 湖北省歌剧舞剧院
演出经理谭燕却急眼了。 原来，字幕机临时“闹脾
气”，中文和德文双语字幕一直无法正常同步显示。
“观众看不到字幕，影响可就大了，这可怎么办？”谭
燕一边积极找配件修理，一边和剧场的技术人员沟
通求助。反反复复重装系统，折腾了几个小时，终于
让字幕机在演出前复工， 谭燕也得以长舒了一口
气。
首演演出结束，已经是晚上 9 时多，大家已经奋
战了 15 个小时。看着德国观众走出剧院时满脸兴奋
的表情， 湖北省歌剧舞剧院院长卢向荣骄傲地说：
“我们的演员既是舞美又要上台，几项全能，不管多
辛苦首先都要保证演出质量，能打硬仗，这是一个英
雄的团队！ ”

演出前字幕机“闹脾气”

导演偶遇默克尔

一路长途跋涉， 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演职人员
们抵达柏林已经是当地时间 4 日下午 4 时。 但编钟
需要组装调试，装台时间很长，大家来不及倒时差，
凌晨 6 时就起床赶往剧院。 卸车，装台、舞美灯光调
试，走台，一刻不敢放松。

演出前，《编钟乐舞》的导演汪斌外出，在一家商
场偶遇德国总理默克尔。汪斌上前打招呼，默克尔也
友好地挥手示意。虽然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几分钟，
但足以让剧组人员兴奋不已：“不期而遇， 好像是冥
冥之中有天意，这次中德文化交流一定会顺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