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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任仲平”文章《千磨万击
还坚劲——抗疫斗争铸就伟大精神》。文章中这样写
道：“大道不孤，人类必胜。比利时钢琴家尚·马龙为武
汉创作的公益歌曲《黎明的编钟声》里，有这样一句中
文独白：‘夜走了，天亮了，天空和钟声一同醒来了，樱
花在温暖的春风中飞扬，武汉，我们在等你’。今天，疫
情的阴霾仍未散去，让我们一起等待醒来的钟声在这
个蓝色的星球敲响。”

还记得这位比利时钢琴家尚·马龙吗？他就是疫
情初期委托长江日报转交自己创作的新作《黎明的编
钟声》，向武汉人民问候，为武汉加油。

“编钟响起时，音乐终将会驱散黑暗。站在黄鹤楼
上，黎明总会到来。”这首加入湖北编钟元素的公益歌
曲当时在中国广泛流传并火遍全球，温暖感动了无数
听众，点击量达到上亿次。

最近，尚·马龙又创作了新的专辑《楚》向疫后的武
汉致敬。9月14日，尚·马龙接受长江日报视频专访，
畅谈创作《黎明的编钟声》的心路历程，他与武汉的渊
源，以及即将发布的最新致敬武汉专辑《楚》。

编钟与钢琴融合，让世界听到武汉声音

尚·马龙透露，早在疫情之前，他就和中国的合作伙
伴何浏在探讨开展融合编钟和楚乐的项目。何浏是尚·马
龙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也是武汉人。后者向尚·马龙介绍
了编钟跨越千年的声音。尚·马龙听完产生了浓厚兴趣，
两人计划在中国新年过完之后就开始着手相关工作。

“我们打算开场现场音乐会，以我弹奏钢琴、编钟
演奏家弹奏编钟的形式呈现。但是疫情暴发，猝不及
防。我与中国的情谊非常深，我认为应该做些事情来帮
助抗击这一流行病。我们就决定一起创作一首歌曲。”

尚·马龙说，这首歌的歌词由自己、何浏以及罗伯
特·默里三人共同完成，曲子部分由他自己完成。演唱部
分则由他的歌手女儿诺米完成。之所以在标题里用到

“编钟声”，是因为他了解到曾侯乙编钟陈列在武汉，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大型乐器，把它放入标题是对武汉抗疫的
致敬。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向武汉人民传达希望的情
绪，为他们同疫情作斗争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非常钦佩在武汉的医护人
员所做的一切，我想对他们说加油，就像歌中所唱的一
样，世界与你们同在，相信事情很快会好起来的。”

从武汉到巴黎，传递全球共同抗疫理念

《黎明的编钟声》MV以英文演唱，配以中、英、法3
种字幕，在多个平台推出，一经发布就登上热搜，被各路
媒体转载。迄今为止，已有多个演绎这首歌曲的版本。

尚·马龙表示，自己看过不同版本的《黎明的编钟
声》，每个版本都让他深受感动。“我看过学生们用萨克
斯配乐演奏的版本。武汉市民共同出演的版本也很让
人感动。最重要的是这首歌受到了这么多人的喜爱，
点击量和播放量都很好，这就完成了我们的初衷，通过

这首歌曲，传递抗疫的希望。”
《黎明的编钟声》也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听众所关注

并演绎。尚·马龙说，有很多排钟演奏者在美国、澳大
利亚、比利时、德国、丹麦的教堂里也演奏了这首歌
曲。“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最近推出的法语版本歌词则是法国歌手安吉丽娜所
作。“安吉丽娜听过《黎明的编钟声》，非常喜欢，也想做一
个法语版本，所以就联系了我。那时正是巴黎封城，所以
这首歌就是以巴黎封城为背景、传递希望的歌曲。”尚·马
龙说，法语版的标题《从武汉到巴黎》也在传递这样一个
信息：在疫情全球蔓延的当前，全世界的人们谁都无法置
身事外，从武汉到巴黎，大家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抗疫。

首次中文献唱，新专辑《楚》致敬武汉

在《黎明的编钟声》大获成功后，尚·马龙和团队就
萌生了制作新专辑的想法。新的专辑取名《楚》，将收
录包括之前广为人知的歌曲《黎明的编钟声》、《樱花
落》、《黎明的编钟声》的法文版《从武汉到巴黎》等6首
钢琴曲，以及尚·马龙的首支中文演唱歌曲《共生》。

尚·马龙说，专辑《楚》致敬疫后重生的武汉，将于
10月1日中国国庆节当天发行。

在上一支《黎明的编钟声》MV中，尚·马龙曾加入一
段亲自录制的中文念白。而在新专辑《楚》中，观众将聆听
到尚·马龙的首支中文演唱新曲《共生》。尚·马龙介绍，这

同样是一支有关希望的歌曲，表达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必
须团结克难的讯息。尚·马龙透露，其实早在从事钢琴演
奏事业前，自己还是一名流行音乐歌手。“如果大家愿意听
我演唱，觉得有共鸣，感到愉快的话，那我就来试试吧。”

每天关注武汉变化，期待早日来访

尚·马龙已经到访中国累计将近150次，对武汉感
觉很亲切。“20年前我开始中国巡演的时候就听说这
是一座很大的城市。

尚·马龙说，武汉在自己心中有着很重要的位置。在
武汉疫情期间，他每天通过微信向自己的中国朋友了解武
汉的一点一滴。在他的眼中，武汉人都是英雄。“我钦佩武
汉人表现出来的勇气和韧性。通过我的合作伙伴何浏的
介绍，我能感受到的是武汉人面对疫情的英勇无畏。”

武汉重启后，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从自己的中国
合作伙伴处，尚·马龙了解到武汉各方面的新变化。“对
我来说最好的方式还是能亲自来武汉看看。我也期待
能尽早回到武汉，因为我也想亲身了解武汉的复苏现
状和疫情过后大家的生活。”

接受采访前一天，尚·马龙刚刚在比利时的家乡
举办了自己个人第一次疫后音乐会。得知武汉已恢复
了室内演出，他表示由衷的高兴。“期待早日来到武汉，
我一定要再看看我们在歌曲中提到的黄鹤楼、编钟，也
希望有机会能尝试弹奏编钟音乐。我真的很期待。”

肺部毛玻璃样阴影、长长的就诊
队伍、超员的病房……2020年初，面
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国家援鄂抗疫医
疗队挺身而出，逆风驰援武汉。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
你为了谁。”

在重症监护室、在病毒肆虐时，
每一件防护服上都有一个不朽的名
字，每个名字都一笔一画地承载着医
者的担当、患者的希望。

“到病人床边去”

1月23日，武汉“封城”。
同一天，北京协和医院党委发出

致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短短 18 小时
内，全院3306名同志报名请战。

告别家人，转身逆行，一个个平
凡的身影挺身而出，开启了以生命赴
使命的征程。

出征前，有母亲一夜没睡，凌晨
3 时就开始蒸馒头为即将上前线的
儿子送行；

有人自始至终都没告诉父母，母亲
从电视上看到新闻，哭着打电话过来；

有人向三岁半的儿子解释，自己
是 去 一 个 叫 武 汉 的 地 方“ 打 怪
兽”……

不放弃任何可能的希望

这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援
鄂抗疫医疗队接管的病房里出现紧急
情况：患者徐伯伯入院时病情危重，虽
经全力救治，但病情仍然不见好转。
专家组会诊后决定尽快进行气管插
管，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

刚下夜班的麻醉师姜华，接到医
院电话，立刻乘车返回病房。病房里，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救治中心副主
任朱凤雪带领医护人员认真梳理流程，
评估风险点，并做了相应的周密准备。

一切准备就绪，患者气道开放。
避开涌出的大量口腔分泌物，姜华娴熟
地用喉镜挑起会厌、拔出导芯、放置牙
垫、气囊充气，2分钟内一气呵成。固定
好气管导管、接上呼吸机、调整好参数，

患者各项指标随之出现了改善。
重症患者救治是生死搏击的攻

坚战，场场都是硬仗。

英雄正是这般模样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医学科主
任杜斌是1月18日抵汉的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中唯一的重症专
家。为了尽快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救
治办法，杜斌没日没夜地“泡”在
ICU：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巡查 5
家医院的ICU；最长的时候，他穿着
防护服在ICU忙碌了10个小时。

从策划和组建武汉最初的几家
临时 ICU，到不顾安危实施气管插
管，杜斌的早期气管插管、俯卧位通
气等重症救治经验被写入了国家诊
疗方案，为稳定抗疫形势作出贡献。

危险面前，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
“争分夺秒”——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带领科
研团队及时总结患者临床特征、救治经
验，参与编写第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
案，在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治疗重症
患者的临床试验结果，向全球传递了中
国声音、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为世界各
国防控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护士们在每
次上班前，都会通过微信工作群提前了
解患者情况，明确每一位患者的护理要
点，保证每次接触患者都是有计划地进
行，为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护理，同时也
避免体力的浪费、降低物资的消耗。

打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驰援护士
的工作记录，长长一串任务清单令人吃
惊：护理评估、病情观察、呼吸道管理、
管道护理、饮食营养、皮肤护理等，各个
大项的工作内容又被细分为一个个小
项，变为更精细和专业的操作要求。

正是这样一次次无悔的付出，书
写了医者的担当。

向险而行、无悔担当，英雄正是
这般模样。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
者陈聪 屈婷）

你的名字，我们的希望
——记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

抗疫一线医务人员英雄群体
疫情之初创作《黎明的编钟声》感动上亿网友

比利时钢琴家新专辑致敬武汉重生
长江日报记者 潘茜

国际钢琴大师尚·马龙创作的公益歌曲《黎明的编钟声》在中国广为流传，点击量达上亿次。

市民夜间休闲需求旺盛
市场呼唤更丰富夜游产品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驻足江滩、乘坐游船观赏长江灯
光秀，到户部巷、吉庆街品尝汉味美食，到公共文化空间看
展、看演出，这些都是武汉不少市民、游客的夜生活选择。

“夜游是白天的忙碌之后压力的释放，也是对生活品质
的一种追求。”超八成受访者表示有夜晚出游意愿。“我习惯
晚上到家附近的公园走一走，主要是锻炼下身体，感觉晚上
城市里真正可看、可玩的项目只有几样。”市民陈涛希望城市
里有更多能吸引人的丰富的夜游项目。

夜晚赋予了旅游别样的魅力，越来越受到游客的追
捧。“在国家大力发展夜经济的契机下，打造丰富的夜间旅
游产品是目前提升旅游发展的一个好方向。”在湖北省旅游
学会会长、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勇看来，夜游是
夜经济的主要内容和手段，不仅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也为
城市带来多重价值。他建议，夜间要充分利用起来，形成与
白天有明显差异化的旅游产品，延伸旅游产品的供给链。

近年来，武汉市在打造夜游市场方面阔步向前，武汉市
夜游初具规模，开发了一些相对成熟的夜市街区、夜间演艺
等产品。但与此同时，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景区夜游开发
仅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形式较为单一，存在同质化现象，

独具特色的精品不多。马勇认为，当前景区夜游主要以活
动为载体，设计感、丰富性和体验感还有待提升，对于旅游
目的地城市综合性夜游产品的打造尚未形成更广泛业态。

夜幕之下精彩纷呈
解读夜游行稳致远背后密码

如何才能满足市民和游客越来越多的夜间旅游需求？
“夜间旅游要更加注重经济业态，而不只停留在观光的层
面。”马勇建议，用更多“旅游+文化+科技+艺术”融合产品来赋
能夜游市场，构建大旅游生态圈。助推武汉夜游最终实现

“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3.0时代，为游客呈现覆盖视
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及情感共鸣的全方位沉浸式体验。

笔者观察发现，“体验感”是夜游引来络绎不绝客流的
主要密码。

在武汉，汉口江滩知音号码头，每逢周二至周日傍晚，
汽笛鸣响，恍惚回到风华绝代的老汉口。作为长江夜游的

“文化担当”，长江首部漂移式多维体验剧《知音号》承载着
城市记忆，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武汉生活图景搬上舞台，
逐渐成为近几年人们到武汉游玩的时尚选择，场场爆满。

在西安，以丰富的历史文化古迹为基，鳞次栉比的仿唐
建筑、沿街盛唐特色的手工艺品和风味小吃、街区内走几步

就可欣赏到的互动表演——“大唐不夜城”极致的唐文化呈
现让人“穿越”盛唐，吸引了众多客流量。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夜游让人边游、边玩、边看、边吃，
潜移默化品鉴大宋文化之美，深受夜游人群喜爱。

在成都，“夜游锦江”项目以“锦江故事卷轴”为主线，沿
途打造了“夜市、夜食、夜展、夜秀、夜节、夜宿”六大主题场景，
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老成都、国际范兼备的夜游体验集群。

“要注重规划、多方参与，多维度构建夜间经济体系，激
活夜间市场，打造出夜间核心吸引物、核心产品，方能让夜
游事业行稳致远。”在马勇看来，让夜间旅游释放更大活力，
一方面要打造品牌化、特色化夜游项目，实现优质供给；另
一方面从交通、照明、饮食、住宿、购物、安全等方面下功夫
做好服务，提升对武汉夜游的体验感、美誉度。

千年黄鹤楼开启全新打开方式
夜间行浸式体验新项目

优质的项目供给是繁荣夜游市场的前提，这已成为业
内共识。笔者从武汉旅发投集团获悉，过去主要以白天参
观的形式向游客开放的黄鹤楼即将加入“武汉夜游朋友
圈”——由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武汉旅发投集团在黄鹤楼
公园打造的“黄鹤楼行浸式夜间体验项目”近期将正式公

演，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提供一种新的打开方式。
武汉地标黄鹤楼闻名世界，迄今已有1800年历史，见证

了武汉的岁月流转。武汉旅发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黄
鹤楼开放夜游呼声由来已久。希望通过集实景化、行浸式、
体验型于一体的文化旅游演艺“黄鹤楼行浸式夜间体验项
目”，让游客可以享受到“一边逛景区，一边看演出，一边体
验光影科技的魔力”的全新夜游体验。

黄鹤楼夜游的打造，其关键点在于如何深挖文化根源，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次创造。“我们定制了武汉IP故事脚
本，以‘黄鹤仙子’为引线，用黄鹤楼文化作为背景，融入现
代光影技术，采取实景演出的形式，讲述古今黄鹤楼历史变
迁、前生今世，向世界展现武汉特色的地域历史文化故事。”
该负责人介绍，根据夜游黄鹤楼新项目发展图景，当白昼
沉睡，夜间降临，走进黄鹤楼公园，仿佛时空穿梭，仿佛古今
相遇。山体、池水、楼阁、亭台、长廊，由各类灯光、激光投
影、激光动画、冷雾等装扮，自然风景与光影效果的结合，催
生观众的想象力。演员们以园内山水、楼阁为演出舞台，以
黄鹤楼千年故事为主要内容进行实景演出。故事由多处景
观串起衔接，文化与氛围相呼应，技术与艺术的融合，让游
客实现从“坐着看”到“边走边看”的行浸式夜间体验。

藏在夜晚里的精彩正在上演，未来，夜游模式上仍会有
更多可能。

撰文：叶飞艳 江朝

武汉打造夜游之都，夜间体验点亮江城
初秋的夜晚，武汉各大

景区、两江四岸、大街小巷

涌动着市民、游客的身影，

游玩、餐饮、购物、娱乐、观

影……夜间的城市因光、景、

物、文等互相融合，而呈现与

白天不一样的魅力，带来独

属于夜色的繁华。

武汉夜游表现不俗，去

年底，武汉入选“夜间经济十

强城市”名单。今年端午节

小长假，武汉成为端午夜间

出行人数最多的十大城市之

一。在国家助推夜经济的政

策驱动下，武汉从供给端不

断发力，正逐步释放夜游市

场潜力。
长江首部漂移式多维体验剧《知音号》与长江灯光秀相辉映。 任勇 摄 黄鹤楼即将开启新的打开方式。 刘帅 摄

长江日报讯 武汉市武昌区政协退休干部贺炎生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2020年9月13日逝世，享年87岁。

贺炎生同志系湖北省蒲圻人，1951年2月参加工作，1952年8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贺炎生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