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选手：能唱能写会谱曲

“你有一张最美的脸庞，大
地处处是壮丽风光，你有一个最
强的声音，把民族振兴重任担当
……”青年组选手王小鹿一曲
《中国进入新时代》，赢得全场阵
阵掌声。很多人对这首歌并不
熟悉，经了解，这是她和同伴原
创的曲目。王小鹿就如她的名
字“小鹿”一样灵动，西安音乐学
院声乐系研究生毕业后，在歌唱
舞台上辛勤耕耘了15年，现在是

西安市歌舞剧院独唱演员。在
艺术的道路上，王小鹿从未停止
探索的脚步，除了唱歌，她还写
歌，创作了一批具有地域风格的
歌曲，《走进铜陵》《最美是定安》
《这就是西安》《江南雨》等受到
社会好评。“用心感悟每一句歌
词，用心演绎每一组音符。”王小
鹿说，对于民族声乐的演唱，她
一直在思考，就想尽全力把最美
的音乐留在世间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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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的刘日文退休前是一
名专业的独唱演员，这是首次参
加霸陵歌会。他在备场的时候
说，自己报名参赛时还有点“小
紧张”，担心自己是一个专业歌
唱演员，会不会给别的选手造成
压力。后来参加过霸陵歌会的
朋友告诉他，这个歌会选手水平
高，像他这样的专业选手加入其
中，也能给其他选手传授经验。
刘日文这才消除了心理障碍，他
愿意将自己的歌唱技艺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爱好唱歌的年轻
人。作为一名唱了40年歌的艺
术家，刘日文给爱唱歌的人们提

出两点建议，一是要注重功底训
练多唱多练，二是要多参与艺术
实践，多寻找舞台接受检验。

本次歌会是由陕西省音乐
家协会、西安市音乐家协会、三
秦都市报、西安广播电视台、西
安日报、西安晚报、陕西汇国集
团主办的大型公益性、群众性的
文化活动，承办单位有：陕西汇
国集团、西安双拥艺术团、西安
汇国霸陵新区艺术团。著名歌
唱家、中宣部授予的“时代楷模”
贠恩凤担任歌会艺术总顾问和
决赛评委。

文/图首席记者赵丽莉

昨日下午，一曲豪迈的《我爱你中国》拉开了我和我的祖国·第
十届“霸陵新区杯”大型公益歌会第二场半决赛的比拼，现场31组
“老中青”参赛选手深情演唱《我爱祖国的蓝天》《我爱你中国》《把
一切献给党》《中国梦》等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

55号选手张刚一曲《甘肃老
家》“娓娓道来”的演唱，仿佛在
讲一个动人的家乡故事。

张刚说，他唱歌已经 20年
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唯一的
爱好就是唱歌。这些年来在唱
歌的道路上越走越痴迷，为了提
高歌唱水平，他经常前往北京拜
师学艺。同时，把所学传授给喜
欢唱歌的人，这些年来他已经带
出了6个徒弟，日常生活就成了

上班、给徒弟上课、回家。
这样三点一线的模式对别

人来说也许枯燥无味，但张刚却
乐在其中。

“唱歌就像说话，你自然而
然地说出来，不需要过多技巧。
让唱歌成为自然情感的流露，就
能把歌唱好。”张刚对唱歌有切
身体会，他认为唱歌是一种无为
而为的功力，通过“无为”的方式
来达到“有为”的效果。

比赛现场

第十届“霸陵新区杯”大型公益歌会第二场半决赛开唱

老中青三代选手为祖国唱赞歌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5月14日，

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首次公开发
布风险提示，提醒市民与西安鸿鑫基业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交易存在风险。

据悉，近期该局收到大量有关西安
鸿鑫基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投诉，
投诉称该公司经营混乱，存在损害租客
权益等行为。经查，西安鸿鑫基业房地
产经纪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成
立，2018年11月15日因“通过登记的住
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工商部门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该公司经营范围无
房屋租赁，从事房屋租赁属于超范围经
营，该局（原市房管局）于2018年11月
19日在官网对此进行了通报，并于
2019年1月8日将其列入不诚信企业
名单。请市民谨慎选择住房租赁公司
和房租付款方式，注意风险预判，仔细
阅读合同条款，切勿相信口头承诺，避
免财产损失，切实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房产交易风险提示发布

与鸿鑫基业
打交道要小心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记者昨日下
午从省气象局获悉，今日我省中北部有
一次较明显的大风、浮尘天气过程。西
安白天多云间晴，伴轻度浮尘，气温将
升至30℃。

预计今天陕北北部有6级左右偏
北风，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陕北南
部、关中北部有4～5级偏北风，并伴有
浮尘天气。另外受冷空气影响，18日
至19日我省有一次明显的大风、降温、
降水天气过程。省气象台预报说，本次
过程以大风、沙尘天气为主，建议各地
相关部门提前做好天气的防御工作，做
好温室大棚加固工作。公众需关注天
气预报，出行时要注意安全。

西安气象台预报，今日西安市有轻
度浮尘。今天白天多云间晴，伴轻度浮
尘，风力：2-3级，13℃～30℃；今晚到5
月 16日多云转阴天，17℃～30℃；5月
17日多云转晴天，18℃～33℃。5月18
日-19日受北方冷空气影响，全市有一
次降水、吹风、降温天气过程。

156路公交今明开通
本报讯（首席记者赵丽莉）

记者昨日获悉，经西安市交通运
输管理处批复，西安市公交总公
司今日开通198路，并对302路进
行缩线调整；明日将开通156路，
同时对503路进行缩线调整。

今日开通的 198路由梨园
路和生国际发车，经梨园路、劳
动北路、大兴东路、西二环、丰镐
西路、团结南路、科技六路、天谷
七路、云水一路至云水一路天谷
九路口。回程由云水一路天谷
九路口发车，经云水一路、天谷
七路、科技六路、团结南路、丰镐
西路、西二环、梨园路至梨园路
和生国际。首班 6:00，末班 21:

00，实行无人售票空调车投币两
元可刷卡票制。

调整后，302 路由马王发
车，经350乡道、鱼斗路、新韦斗
路、359乡道、镐京大道、108国
道、王寺南街、沣东大道、红光
路、丰镐西路至土门（丰镐西路
西二环口）。新增：土门 1个站
点。取消：梨园路和生国际、劳
动北路（去）、李下壕村（回）、西
二环大兴路口、西二环丰禾路
口、任家口、西二环大庆路口、
西二环桃园西路口、西二环团
结中路口9个站点。首班6:30，
末班 19:30，仍实行有人售票中
巴线路票制。

明日将开通的 156路由电
视塔发车，经长安南路、雁塔西
路、含光路、吉祥路、科技路、高
新路、劳动南路、劳动路、大庆
路、桃园北路、梨园路至梨园路
和生国际。首班 6:00，末班 21:
00，实行无人售票空调车投币两
元可刷卡票制。目前，由于桃园
北路（大庆路—大兴东路）段正
在封闭施工暂未通车，156路临
时由梨园路和生国际缩线至大
庆路桃园路口，待桃园北路（大
庆路—大兴东路）段道路通车
后，恢复至梨园路和生国际。

调整后的 503路由天章大
道公交调度站发车，至白沙路

公交调度站。新增：高新一中、
高新路科技二路口、高新路科
技四路口、枫林绿洲西门、高新
路科技六路口、木塔寺苗圃、文
理学院（去）、木塔寺东路西口
（回）、白沙路公交调度站 9个
站点。取消：电视塔、会展中
心、吴家坟、政法大学、八里村、
长安路雁塔西路口、交大一附
院、省肿瘤医院、吉祥村、吉祥
路四季西巷口、吉祥路永松路
口、太白路科技路口、徐家庄、
科技路博文路口 14 个站点。
首班 6:00，末班 23:00，实行无
人售票空调车投币两元可刷卡
票制。

今日我省中北部有大风浮尘

西安最高温30℃

盘一辆盘一辆C-HRC-HR 开启开启““CC区玩家区玩家””潮酷之旅潮酷之旅

城市生活久了，总有逃离的想法……做
不完的工作、写不完的报告，在生活重压下，
人们渴望着偶尔的一次“逃离”，打破固有生
活的舒适圈，找回不一样的自我。

最近，广汽丰田“C区玩家嘉年华”在
西安举行，一群爱玩、有趣、个性的人们集
结在一起，开启一场逃离都市的“C区玩
家”之旅。这群人中不乏麻辣教师、运动
达人、IT极客等等，他们一同兜风赏景，玩
转城市与乡间，在游戏中感受速度与激
情，在山野间体验自由与恬静，为C-HR
带给他们的潮酷之旅打Call！

颜值实力派潮流青年就爱这个“范儿”

林森是西安某艺术院校的一名年轻讲师，才
华横溢又个性十足的他一直颇受学生的青睐。
闲暇时光，林森总喜欢在城市周边逛逛，一台中
意的座驾则成为他拓展生活半径的最佳搭档。

凭借一看品牌、二看设计、三看性能的购
车逻辑，林森轻松就锁定了广汽丰田C-HR。

“广汽丰田C-HR颜值足够个性，它摒弃了传
统SUV的保守设计，全身的线条就像是重金属
的盔甲，很有那种超跑的风范，外观具有很强
的攻击性，轻易成为大家的焦点。而且，它的
动力也能让我在市区找到激情。”简而言之，C-
HR在设计上所展现的年轻、潮流因素，正是如
林森这样的潮流青年所追求的。

颜色方面，林森选择了红黑双拼的车身搭配，
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接受度更加多元、开放，也更
愿意接触自信、有主见、热爱生活等正能量形象，青
睐颜值与内涵并存的“颜值实力派”，而广汽丰田

C-HR，正是大家喜爱的颜值实力派。
近期，广汽丰田推出了国六版本的C-HR，

新增了欧泊银色及浅色内饰，林森认为这种新颜
色也十分独特，他身边已经有朋友预订了。

车随心动玩的就是极致

活动车队从西安市区出发，一路上，经过城
市道路、山路及高速路段等不同路况，C-HR搭
载丰田TNGA架构下全新的2.0L自然吸气发
动机，与10速CVT变速箱的组合，带来充沛动
力的同时，更让换挡平顺，没有丝毫顿挫。

“起步阶段，非常流畅，油门与变速箱配合
连贯，响应速度快，但不是那种一下子窜了出去
的感觉。超车时，深踩油门，动力
输出会变得源源不断。”动力方面，
可以说是林森在购车时十分在意
的一个因素了，“C-HR的动力真
是挺完美的，上高速很轻松就到
120，动力很过瘾，是那种真实而又

充沛的感觉。”
同时，他表示，非常感谢广汽丰田打造“C

区玩家嘉年华”，不仅带领C区玩家们逃离都
市生活，还为C-HR的忠粉们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交流沟通机会。

4月1日起，广汽丰田积极响应增值税下
调政策，C-HR全系列调降3000-5000元，大
大降低了入手门槛。另外，广汽丰田C-HR“C
区玩家部落”正在招募中,C-HR的潮流忠粉
们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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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选手：“无为”唱歌达到“有为”效果

老年选手：愿给年轻人传授唱歌技艺

198路
503路302路部分站点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