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来看画
的人比较多， 出现了很多不文明的观展
行为， 虽然有告示， 但还是有很多人无
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答： 良好的观展环境需要大家一起
来维护，这样大家都能享受一个美好的
艺术世界，理解大家有时看到艺术品有
些陶醉和忘我，但是别忘记用实际行动
尊重创作者哦！ （范筱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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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舞台演播中心

刘欢，不喜曝光，不爱受访，自称习惯
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懒散生活。然而，此次
操刀大型古装剧《甄嬛传》的全部音乐，
历时三个多月，全情投入、心无旁骛。不仅
把全部剧集通看三遍，创作期间还曾到拍
摄现场探班。对于国产剧投资方普遍轻视
甚至忽视原创音乐的现象，刘欢既表示可
以理解，但同时也不无担忧。
谈到“唱片已死，音乐还在”的话题

时，刘欢说唱片都快成了笑话。“创作者费
了这么大劲，正版唱片就卖几千张，《甄嬛
传》原声大碟首发三千张，这就是正版唱片
的销量。不仅仅是创作欲望,现在做音乐是
要投入的，乐手、录音棚是要付钱的，你把
他们都榨干了，他们怎么弄呀。现在不是积

极性的问题，是生存问题。过去说出唱片是
赔本赚吆喝，现在连声都听不到了。”

腿部手术以后休养两年，歌迷也很
关心刘欢的恢复情况，网上还流传有他
拄拐的照片，看似瘦了不少。“挺好的，那
是减肥减的，有一段生活很规律。现在体
重又回去了。去年有段时间在美国陪孩
子，每天六点半起床做早饭，然后送孩子
到学校，回家路上到健身房锻炼，两个月
减掉18公斤。”刘欢说自己现在还坚持在
对外经贸大学任教，每年三个月，教的是
西方现代音乐史。“学生们是选修，他们
希望多懂点，但做这个的老师越来越少，
又挣不到钱。既然我能做就去做点。二十
多年了，习惯了。” 据《北京晨报》

成都商报讯（记者任宏伟）呼吁了
如此之久，只剩3天，张学友就要来了！5
月4日晚，歌神将再次登上成都舞台，献
出133场演唱会提炼出的精华和味道。同
一位艺人，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演唱会，
连演三次，无论对于张学友，还是对于成
都来说，都是无可比拟。
2011年1月，张学友来成都的时候，

是1/2世纪演唱会第14场到16场，天命歌
神初试锋芒，在只能容纳5000人的体育
馆室内演出，位稀价高，让很多歌迷望而
却步。2011年10月，张学友成都梅开二
度，是1/2世纪演唱会第85场，歌神渐入
佳境，可以容纳4万人的体育中心全场座
无虚席，不过由于舞台竖搭，角度倾斜，
视线阻隔，令众多歌迷不能充分享受演
出，留下遗憾。2012年5月4日，张学友将
三临成都上演帽子戏法，这是1/2世纪演
唱会的第134场，仍然是在成都体育中
心，不过这次横搭舞台，在价格不涨的前
提下，减少万张门票，无论是看台还是内
场，都能正视歌神，不仅用耳朵，也能用
眼睛去体验，让去年听演出的观众变成
今年看演出的观众，即使对于2011年已
看过演出的观众来说，2012年这一场也
将是全新的感官冲击。
当今乐坛新人辈出，曲风殊异，你方

唱罢我登场，但是能屹立歌坛二十几年
不倒的歌手已然不多，张学友便是其中
最为典型的代表。50岁的张学友，正爆发
着他人生积蓄的能量，将一个本来小范
围的演出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球巡
演，这场演出花费了他大量的心血、时
间、体力、精力，回顾人生往往让人感慨
甚至郁闷，但张学友却用了一种张扬大
气激情迸发的方式回顾自己的事业和人
生，散发的全是正面能量。

2012年5月4日，张学友1/2世纪演
唱会成都站是这次巡演步入尾声的一次
大总结，无论是舞台、团队、表演还是歌
神自己都已成熟到接近完美的程度。蓉
城歌迷也必将成为此次巡演史上最完美
歌迷，能将歌神第三次请到成都已是惊
人之举，更不必提成都人天性喜欢扎堆
耍玩的娱乐精神，到时全场嗨起的壮观
景象，一定会让歌神想走都走不脱。

哈哈曲艺社“国虎书馆”启动
每周五晚可听评书

一方醒木惊四座，一把扇子舞风
华。近日，哈哈曲艺社“国虎书馆”在成
都举行了启动仪式，据悉，该书馆由哈
哈曲艺社副社长、全国十大评书艺术
家、书坛怪杰徐勍的徒弟袁国虎和哈哈
曲艺社社长田海龙担任主要演员。该书
馆将定期于每周五晚举办以评书为主
的专场曲艺演出。

在开馆仪式上，77岁高龄的国家一
级演员、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终身
成就奖获得者、在业内享有“北袁（袁阔
成）南徐（徐勍）”、“书坛怪杰”称号的
徐勍专程从重庆赶来祝贺，四川省曲艺
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谐剧方言
诗表演艺术家涂太中，成都市曲艺家协
会主席、金钱板表演艺术家张徐等曲艺
界人士到场祝贺并即兴演出。 （曾灵）

郭敬明“御用插画师”
推出首部个人精装画集

郭敬明的“御用插画师”王浣首部
精装画集《爵》近期正式上市。据悉，王
浣担任过作家郭敬明多部重点作品封面
和人物插图设计及《最小说》《最漫画》
封面、插画设计。
据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介绍，郭敬明

非常看重王浣的才华，不仅将其签约在旗
下公司，更是利用自身的平台和商业操
作，重点包装和推广王浣，所以她被称为
郭敬明的“御用插画师”。二人私下的关
系也非常要好，被称为“最佳拍档”。王浣
透露，《临界·爵迹I》封面是她画得最久
的一张，“前后至少有三个月，推翻了无
数次。” （陈谋）

成都商报讯（记者袁波摄影报道）

记得巩俐在《迈阿密风云》中的舞蹈和美
国著名的电影《情迷哈瓦那》吗？影片中
的风靡世界的Salsa舞蹈五一假期让成都

东区音乐公园也成了热情奔放的Salsa海
洋。“澜梦·舞魅邂逅”成都东区首届中国
Salsa音乐嘉年华于4月29日—5月1日在东
区成都舞台盛大狂欢。

3天的拉美风情音乐体验之旅精彩不
停，白天融合了爵士舞蹈和拉丁舞蹈的互
动体验，评选环节还准备了丰富的奖品；
晚上的活动包括炫目华丽富有气场的表
演和充满异域风情的派对。嘉年华由著名
的古巴民间舞蹈家Yadira带来的一段热辣
舞蹈开场，突出腰胯的“8”字形摆动，宛若
一个Salsa舞精灵，让众多市民为之着迷。随
后，来自全国各地的29个精英Salsa舞蹈团
体也纷纷上台为市民带来精彩的Salsa舞
蹈。看着台上舞蹈家们曼妙的舞姿，市民
也情不自禁在学Salsa舞的特点中渐入佳
境，身体各部位随音乐的节拍柔软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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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摄影师夫妇作品主题一致
创作手法却大不一样

此次映像东区画廊的《别样———中外摄
影名家原作收藏展》里展出了六位中外摄影
师的作品，其中就包括杰瑞·尤思曼和玛姬·
泰勒。有趣的是，这两位美国摄影师是一对夫
妇，然而他们使用的艺术创作手法有着相似
之处，也有着不同之处。尤思曼的《虚构的现
实》系列用的是传统暗房手段，妻子泰勒的
《虚构的现实》则使用数字影像技巧对图片
进行再创作。陈宇航说，尤思曼的作品更考验
手工，他用了很多底片和素材，用拼接和遮挡
等手段创作。这对夫妇的作品虽然采用不同
的技术手段，却令观者有异曲同工的感受，都
让人看到一种魔幻和神奇。用陈宇航的话来
说，他们的作品已经超越了传统摄影。

陈宇航介绍，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比
如尤思曼，在国外已经卖到一万美元一张。
在成都也卖得很好，只剩下最后几版。“尤思
曼的作品一直都在涨。他已经是七旬老人
了，在暗房创作的机会也在逐渐减少。”

限量和诚信保证作品价值
把有的作品看成一张画就不算贵

谈起影像艺术品的收藏人群，陈宇航总
结，绝大多数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这
些人中，一种是爱好者，另外一种就是投资
客。尤思曼和泰勒的作品因为有大量的后期
创作成分，所以看上去就像一张画，陈宇航
说，如果换成在美术界，以尤思曼的名气，这
张“画”可以说相当便宜。
不过比起北京和上海的影像收藏市场，

陈宇航说，成都这方面的市场还很初级，一般
老百姓对摄影艺术品并不是太了解，“因为他
们不知道里面的规则。”陈宇航所说的规则，
主要分为几个方面。最主要的一个关键词就
是“限量”。摄影作品具有复制性，所以要保证
一个作品的价值，必须像版画一样限定版数。
而是否真正限量，这对创作者的诚信要求颇
高。陈宇航说，有的艺术家在创作完成之后，
就会毁掉底片，有的甚至只出一张照片，从而
保证作品价值。收藏影像作品还是跟买画一
样，最好去代理画廊，作品必须有本人的签
名，因为这代表了作者授权。
至于如何保存影像作品，陈宇航说，摄影

艺术作品一般采用收藏级别的制作工艺，比
如现在一般采用“艺术微喷”的技术，这样的
作品具有较高的色彩精准度、色域空间大，并
且防水、耐光、抗氧化，所以就在一般的室内
环境，这样的一张照片完全可以保存200到
300年。但正因为复杂而精细的制作工艺，决
定了一些影像作品价格较高。

近期举办老成都老照片展览
复制品你也可以消费
陈宇航介绍，此次参展的严明、杨延康等

艺术家的写实风格摄影作品，主要是专业收
藏者居多。他说，画廊不会在一种形式的展览
上停滞不前，会不断举办多种多样的展览。比
如下个月，就会举办一个老成都的老照片展，
虽然这些照片并非艺术作品和专业摄影师所
拍摄，但是陈宇航说，这也是影像作品除了艺
术收藏的另外一个大门类———文物老照片。
而这些老照片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承载了历
史，如实地记录了一百多年前的人和事。

不过，因为这些老照片作品珍贵，甚至
有的底片已经无处可寻，所以不会轻易出
售。陈宇航说，展览现场提供了许多老照片
的复制品，而且价格也并不贵，“老百姓也
消费得起。” 成都商报记者范筱苑

成都商报讯（记者曾灵）由成都商
报文化新闻部与杜甫草堂博物馆联合推
出的“杜甫很忙@万元征集杜甫创意画
像”系列活动之杜甫画像征集活动，目前
已暂告一段落，从3月30日至4月30日短
短一月之间，已收到画作近千幅。近期，
杜甫学专家、画家、读者代表将组成评委
团，对本次活动征集的作品进行遴选，并
在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时揭晓评选
结果，展出其中精品，与市民共享。

此次征集活动中，国家二级美术师、
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郭道尊不仅送来
一幅精美的杜甫油画，还写来千字长信
阐释他的画作和对杜甫的理解，“我让杜
甫穿上自汉代起历代文人、逸老隐士、在
家闲居者常穿的文领右衽深衣，宽衣大

袖，腰束大带，在唐代《元尊者像册》《五
星二十八宿图》里均有这样的衣着，因为
杜甫在草堂闲居，是一个穷愁潦倒的隐
士。”除了郭道尊外，此次征集活动还得
到了张兴儒等多位专业画家的支持，让
杜甫形象借由深厚的画功展现。
除此之外，草堂小学的小朋友们更

是响应征集活动号召，投来几百幅作品，
童真童趣一览无遗。记者还发现了一幅
很有意思的作品，动漫感的杜甫扛着毛
笔牵着毛驴，行色匆匆地赶路（上图）。据
作者伊继磊介绍，自己之前学习国画，得
知这次活动后，就想设计一个轻松幽默
的漫画形象，“因为漫画老少皆宜，而我
想塑造一个草根诗人的形象，让杜甫牵
着驴子更平民化。”

歌神张学友三顾倾城
这是一场全新的感官冲击

在进驻成都艺术超市的七
家西南地区艺术院校和六家艺
术机构当中，映像东区画廊是唯
一一家以展现和经营影像艺术
作品为主的画廊，从画廊入驻
并开展以来，许多市民在看过
影像作品以后都有着或多或
少的好奇和疑问。而对于这些
疑问，映像东区画廊的负责人
陈宇航详细地进行了解答。

“杜甫很忙@万元征集杜甫创意画像”活动
杜甫究竟有多忙？
5月18日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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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夫妻拍照片
一张怎么卖到上万美元？

成都艺术超市有场“中外摄影名家作品收藏展”
专家告诉您收藏影像艺术品“限量”是关键

刘欢谈“唱片已死”：稿酬太低音乐人被榨干

热辣奔放Salsa 东区五一集体狂欢

成都商报讯（记者任宏伟摄影记
者卢祥龙）震耳的嘶喊、疯狂的尖叫，无
数双挥舞的手、燃烧着青春和梦想！昨
晚，连续3天的2012热波(

成都
)国际音乐

节，在保利198郁金香公园劲爆的音乐中
开始，也在狂欢的音乐中落幕，乐迷们依
依不舍地徘徊在现场，相约明年。
由于受前晚大雨的影响，热波昨日的

演出直至下午3时才正式开始。昨日最先
登场的是通过“百团大战”选拔而出的来
自成都的荷尔蒙小姐乐队，没有太多寒暄
与造作，荷尔蒙小姐的演出给人一种朴实
的美，让现场乐迷十分享受。相反，同样来
自本土的秘密行动乐队风格以流行摇滚
为主，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齐柏林飞
艇的影子。作为国内最新生代乐队的代
表，也是继汪峰所在的鲍家街43号以后国
内所罕见的学院派乐队，秘密行动乐队让
现场气氛瞬间达到了顶点。
为了推广本土摇滚新力量，今年的

热波与四川音乐学院合作，特别开辟了
川音时间。昨晚，来自川音的I'AM
HIPHOP组合的15位学生首次登上了天
空舞台。密集的鼓点声中，17岁的高二学
生、主唱杨和苏与乐队、舞队、伴唱等多
“部门” 默契配合唱响了《GOOD
FEELING》，别样的搭档方式不仅令现
场所有人耳目一新，杨和苏流利的说唱
更将HIPHOP的精髓节奏、韵律淋漓展
现，赢得了台下一阵又一阵的热辣尖叫。

今年热波延续2011年的基本场地规
划，现场设置有近20处非音乐活动区域。
有LOFTER“我爱成都”摄影展、露天电
影、有姚晨、江一燕、萧玮3位明星作品参
展的“城市———我们的世界”明星公益
影展；有吸取养分的热波音乐节学堂、DJ
电音学堂、打击乐器学堂、热波虾米凡人
弹唱会；以及各类地道美食。此外，从首
届热波（成都）国际音乐节开始，“热波”
就把公益理念放到和分享音乐同等重要
的位置，“我在乎”这句“热波”公益口
号也具化成一件件实事。

热波（成都）国际音乐节
看17岁高二学生说唱大过天

严明《我的码头》

玛姬·泰勒《虚构的现实》

玛姬·泰勒《虚构的现实》 杰瑞·尤思曼《虚构的现实》

杰瑞·尤思曼《虚构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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