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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有色彩的，不同的音色可以表
现不同情感，明与暗，冷与暖，刚与柔，音乐
不仅可以听，可以看，甚至可以触摸。”

旁听薛苏里的大师课，像经历一堂
艺术鉴赏课，他独特的比喻使课堂的气
氛生动有趣。这位当今国际乐坛的杰出
小提琴家和音乐教育家，始终怀着一颗
对音乐教育的赤诚之心。

8月 23日,薛苏里回到母校黑龙江
艺术职业学院,面对面为青年教师周莫

“把脉问诊”,从乐句处理到情感表达，他
亲自演示，指点迷津。

他17岁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即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器乐专业班，曾担
任学校管弦乐队首席。

薛苏里回顾自己艺术之路时，总是
感念着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传统
对他的影响。“哈尔滨是我开启音乐梦想
的摇篮。我6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当年，
父亲在哈尔滨歌剧院担任交响乐团副首
席，母亲在黑龙江省歌舞剧院舞蹈队作
演员，我童年的很多时光就是在剧场的
排练厅、观众席、舞台后台度过的。”薛苏
里回忆说。

1986年，他进入美国南加州大学桑
顿音乐学院，师从国际知名音乐教育家
爱丽丝和爱伦诺·勋菲尔德姐妹，攻读艺
术家学位，在爱丽丝·勋菲尔德的引领
下，成为约阿希姆学派的中国传人。当
他再次回到故土，将恩师创办的勋菲尔
德弦乐比赛引入哈尔滨，2014年、2016

年、2018年，勋菲尔德弦乐比赛在“哈尔
滨之夏音乐会”框架内已成功举办了三
届。勋菲尔德弦乐比赛目前已成为全球
极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综合弦乐赛事。

2021年，哈尔滨勋菲尔德弦乐比赛
入选世界国际音乐比赛联盟董事会成
员，这是60年以来第一个进入世界国际
音乐比赛联盟董事会的中国成员单位。

薛苏里深有感触地说，近年来哈尔
滨一直在持续发力，“软硬”兼修，哈尔滨
音乐厅、哈尔滨大剧院、哈尔滨音乐学
院、哈尔滨音乐博物馆等一系列地标性
建筑和硬件设施的落成与使用，“音乐之
都”这一国际文化品牌价值不断提升。
音乐，逐渐成了展示哈尔滨多元魅力、传
递城市气质的重要渠道。

传承音乐城文化传统，是薛苏里的
新使命，是他出走半生、归来仍为之努力
的方向。

近些年来，因父母年事已高，薛苏里
责无旁贷地接过哈尔滨少儿小提琴艺术

团的排练指导工作，今年8月10日，在哈
尔滨音乐厅，他携哈尔滨少儿小提琴艺术
团小琴童们同台奏响《乌苏里船歌》。

“没有音乐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每
个孩子在成长阶段都应该接受充分的
音乐审美教育。大多数琴童不会走上
专业的道路，但经过了系统的音乐学
习，从小处讲，将成为爱乐之城的古典
音乐消费群体；往大处讲，则将成为城
市文化发展的基石。”薛苏里希望自己
率先垂范，引导更多的孩子爱上音乐。

当一座城市与音乐相连，会有怎样
奇妙的化学反应？一场场别致的“广场”
音乐会，在哈尔滨的街头巷尾掀起一浪
高过一浪的热潮。

在哈尔滨防洪纪念塔下，在哈尔滨
火车站北广场候车大厅内，在中央大街
街头，薛苏里与琴童们联袂演奏《我和我
的祖国》《乌苏里船歌》。满街音符，处处
旋律。在一场场快闪演出中，市民和游
客跟着节拍轻声合唱，一起舞动，人们深
深感受到爱乐之城的艺术浓度，体验哈
尔滨之夏的独特魅力，不绝如缕的音乐
回荡在城市上空。

① 哈尔滨交响乐团音乐季开幕音
乐会演出现场。

② 夏商周在与哈尔滨交响乐团演
出排练中。

③ 夏商周大提琴独奏音乐会演出
现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④ 薛苏里在上“大师课 ”。

虽然具有独特的自然禀赋和产业
基础，但与云南三七、吉林人参、宁夏枸
杞相比，龙江刺五加的知名度却不高。
作为黑龙江重点打造的“龙九味”中药
材品牌之一，如何充分发挥天赐的资源
优势，开创出一条刺五加产业发展的

“新路”，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据了解，黑龙江野生刺五加资源丰

富，然而随着近年来医药产业的不断发
展壮大，对刺五加的需求急剧增长，野
生资源已经严重不足。与根部相比，刺
五加的地上部分茎、叶、果实含有丰富
的活性成分，综合利用及产品深度开发
迫在眉睫。但刺五加仅能药用，不属于
药食同源品种，又限制了其开发与使
用。因此，王学军教授建议，我省相关
部门要加大刺五加药食两用的申报力
度，最大限度满足刺五加日益增长的规
模化、产业化的需求。

刺五加作为黑龙江的特色资源，目
前开发的产品局限于医药品种和部分
食品，如刺五加注射液，刺五加片，刺五

加胶囊及复方刺五加颗粒、刺五加茶、
刺五加山野菜等，刺五加本身的价值挖
掘不够，产品附加值不高。为此，张建
平等专家学者建议，从现代循证医学、
科学的角度对刺五加进行二次开发，证
明其在临床上的有效性，做好精深加
工，延长产业链条。同时加强品牌意
识，深入挖掘道地药材刺五加的文化内
涵，树立刺五加在大健康领域的地位和
形象，扩大刺五加市场品牌影响力。

“十四五”开局之年，龙江中医药产
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在《黑龙江省
刺五加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
中，我省明确提出打造黑龙江刺五加品
牌的标志性产业新集群的目标，创造刺
五加产业新增长点，助力大健康产业发
展，让以刺五加为重点的“龙九味”品牌
叫响全国。

“当人们提到刺五加，就想到黑龙
江！”为了这一天，勤劳朴实的龙江人正
拿出百倍的干劲和满腔的赤诚，努力耕
耘着、奋斗着……

创造产业新增长点叫响寒地龙药品牌

天赐天赐““神草神草””
□本报记者 霍营
见习记者 周姿杉

“小小刺五加，浑身都是
宝。”在黑龙江省刺五加的主产
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其实早
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
就有所记载，刺五加“以五叶交
加者良，故名五加，又名五花。
刺五加能治风湿，壮筋骨，其功
良深，宁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
满车。”又以“文章作酒，能成其
味，以金买草，不言其贵”之说，
对刺五加作了很高的赞誉。

刺五加作为我省道地中药
材之一，位居“龙九味”之首，其
总产量约占全国总量的80%左
右，蕴藏量居全国之首，市场前
景广阔，经济效益优势明显。如
何充分发挥天赐的资源优势，将
龙江刺五加打造成与云南三七、
吉林人参、宁夏枸杞等比肩的中
药材大品种，促进刺五加产业又
好又快发展，成为我省中医药产
业发展的重要目标。

在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物阜民丰
的黑龙江省五常市，肥沃的黑土地不仅
孕育滋养了全国驰名的五常大米，还有
被《本草纲目》神话了的龙江优质道地
中药材——刺五加。

仲夏时节，五常市二河乡山河屯林业
局奋斗林场内，一株株刺五加苗木在阳光
的沐浴下茁壮成长，焕发着勃勃生机。每
年这时，黑龙江北秀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何秀苇都会来到这里，和工作人员一
起除草、拢苗，享受劳作的喜悦……

从2010年注册成立公司，立志要用
龙江绿色的道地中药材做出一杯“龙江
第一茶”，何秀苇一干就是 12年。提起
刺五加的功效，她可谓是如数家珍：“刺
五加全身都是宝，根、茎、叶、果都可以
食用，叶可以炒制成刺五加茶，根茎均
可入药，现代医学表明，刺五加在调节
机体功能紊乱、改善心肌缺血、增强机
体免疫功能、抗抑郁等方面疗效显著。”

为何选择家乡五常北秀山作为刺
五加的种植基地？何秀苇表示：“茶之
优劣，一看产地，二看工艺。我们通过
多年仿野生刺五加种植的研究，摸清了
刺五加最佳生长环境的规律。五常地
貌呈‘六山一水半草二亩半田’，最大限
度满足了优质刺五加种植过程中对坡
度、坡向、土壤透光度以及酸碱性的需
求。”

生态好，药材好，药才好。我省独
特的自然条件和生态资源优势，为中药
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黑龙江省
中医药学会会长、博士研究生导师王学
军教授介绍，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省
刺五加的产量最大，总产量约占全国总
量的 80%左右，蕴藏量居全国之首。我
省的刺五加具有品位高、质量好、无酸
雨污染等特点，在扶正固本、益肾健脾、
益智安神方面有广泛的医疗保健价值，
亟待深度开发利用。

青山绿水孕育龙江刺五加独特禀赋

“干完一天农活回到家，泡上一壶
刺五加茶，喝完别提有多舒坦了！”对于
五常市二河乡新庄村村民张淑芝、许仁
老两口来说，喝茶已成为他们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

新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清泉介绍，
2010年北秀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秀苇将茶加工厂开设在这里，由于制
茶的多道工序都需要人工参与，有效拉
动当地村民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也促
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如今刺五加由过去的野生发展为
林下种植，我们村有22000亩耕地，其中
旱田占一半，未来种植刺五加等中草药
植物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为乡村振兴开
辟出一条新路，新庄村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考虑的重点。”
刘清泉说。

据了解，目前黑龙江已有刺五加相

关专利近500个，产品剂型涵盖注射液、
口服液、片剂、颗粒剂等多种剂型。作
为刺五加注射液的原研和质量标准起
草单位之一，黑龙江乌苏里江制药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树贵介绍，公司专注以寒
地龙药·刺五加为主的技术研发，生产
的刺五加注射液已占全国总市场份额
的85%以上。

除了产业基础优势，黑龙江开发利
用刺五加还具有科研团队优势。目前，
全省有10余个国家级和省级实验基地，
有一批从事中医药领域研究的高等院
校和科研院所，在刺五加新药申报、院
内制剂、大品种二次开发、保健食品研
发等方面具有扎实的“产、学、研”基
础。相关企业在刺五加产品二次开发、
规模化和标准化种植、工艺技术改进、
产业链构建、产业化推动等方面都有不
俗的成果表现。

产业基础及科研优势助力刺五加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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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晁元元 摄/本报记者 姜轶东 见习记者 张春雷

当你徒步穿梭在哈尔滨街巷，用脚
步丈量和认知这座城市，你会惊喜于随
处可见的音乐符号：这座城市有百年交
响乐团，有中国举办时间跨度最长的国
家级音乐节“哈尔滨之夏音乐会”，音乐
与城市生活的融合无间，凸显了亚洲地
区唯一“音乐之都”的文化底色。

华灯初上时，哈尔滨交响乐团音乐
季开幕音乐会正在上演，哈尔滨音乐厅
里，来自异地的游客小陈，初来乍到对
这座城市的一切仍是未知，她将这里作
为开启城市奇遇的第一站，“由著名指
挥家汤沐海执棒的这场听觉盛宴，值得
我奔赴。”她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

14岁的大提琴手夏商周对这场音
乐会同样充满期待。当《牧神午后前
奏曲》响起，舞台上，在职业演奏家行
列中，这张充满朝气的脸庞还略显稚
嫩，他凝神屏息，委婉低沉的音符从手
中琴弓流出，汇入交响乐队的华彩乐
章中。

去年，他刚刚在第十一届柴可夫斯

基青少年音乐大赛中国预选赛崭露头
角，入围大提琴组三甲。能和众多优秀
前辈一同参加高水准音乐演出，舞台历
练，大师指导，使他在追梦路上收获了
自信。

夏商周5岁学习钢琴，7岁时在哈尔
滨少年宫遇到启蒙老师、大提琴演奏家
石英，翻开少年夏商周成长“进化”史：9
岁时，他被招募为哈尔滨大剧院童声合
唱团员，参加了意大利热那亚歌剧团和
西西里合唱团演出的《图兰朵》和《布兰
诗歌》，与世界级顶尖剧院和大师们同
台；10岁时成为辰龙筑梦音乐工程大师
班成员，与享誉国际的大提琴家王健对
话，分享对大提琴艺术的感悟；后来，他
还迷上了作曲，他创作的音乐作品里充
满着“脑洞大开”的想象，就像骑着思想
的骏马在大地上狂奔。

薪火相传，人才辈出。傅庚辰、李
双江、金铁霖、郭颂、刘锡津……在中国
乐坛上，哈尔滨籍音乐人是一支重要的
劲旅，一代又一代音乐人才从“音乐之

都”走向全国，蜚声世界。在哈尔滨音
乐博物馆内一面从黑土地走出的音乐
名人墙前，每一个人站在这里都会发出
由衷感慨：“竟然这么多的音乐家都与
哈尔滨有着深厚感情与不解之缘。”

耀眼钻石的养成，需要打磨淬炼，
需要舞台承载衬托。今年 8月，哈尔滨
音乐厅推出了“奔涌吧，后浪”青少年艺
术展演系列音乐会，夏商周加入了这个
青年艺术家的孵化计划，8月14日，他的
大提琴独奏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举
行。

他们是后浪，是一股亟待绽放的蓬
勃力量，代表着“音乐之都”未来无限的
可能。

助力未来音乐家，为他们塑造可持
续的职业道路，为“音乐之都”建设注入
优质而新鲜的艺术力量。夏商周和他
的伙伴们成为首批受益者，在“奔涌吧，
后浪”演出中施展“十八般武艺”。

他们有幸遇见这样的时代，有梦
想，就不缺舞台，有实力，就一定闪耀。

城市的血脉中涌动着音乐基因，滋养着少年夏商周们
他们是后浪，代表着音乐城未来无限的可能

传承音乐城文化传统，是薛苏里的新使命，是他出走半生、归来仍为之努力的方向
他率先垂范，引导更多孩子爱上音乐

城城
①①

②②③③

④④

工人们为工人们为
刺五加除草刺五加除草。。

工作人员对烘干完的刺五加
茶进行分拣。

短梗刺
五加。

炒制刺五加茶。

山灵地秀的五常市山灵地秀的五常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