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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见老乡

郁可唯献唱温暖新歌

欢乐谷圣诞新年音乐节

狂欢套票原价：

88元 码上价68元

红旗连锁狂欢也团购

票价信息：

12

月

24

日、

25

日、

31

日，夜场心动价：

88

元

/

张

(

含当晚夜场游乐项目和

音乐盛典

)

； 日场入园游客、

年卡客户进入音乐节主会场

（加勒比水公园）观演需另行

购买

50

元

/

张入场券。

演出时间：

12

月

24

日、

25

日音乐盛

典演出时间为：

20:00-22:00

；

12

月

31

日

音乐盛典演出时间：

20:00-24:00

活动地点：成都欢乐谷

抢票热线：成都商报买够网：

028-

86626666

欢乐谷热线：

028-61898999

大麦网：

400-610-3721

温

馨

提

示

会讲俄语？走你！

陪“天鹅”去看大熊猫

“圣彼得堡俄罗斯芭蕾舞剧院《天鹅湖》成都站”招募俄语志愿者

2012年12月30日~2013年1月1日，锦城

艺术宫即将上演由圣彼得堡俄罗斯芭蕾舞

剧院带来的经典剧目《天鹅湖》。对于成都

这一站，“天鹅” 们十分激动：“我们一定

要去看熊猫！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即日

起至12月28日，如果你会讲俄语，请拨打电

话86722209，报名参加“圣彼得堡俄罗斯

芭蕾舞剧院《天鹅湖》全国巡演·成都站”

的志愿者， 你将有机会与世界顶级芭蕾舞

团共事，也会和他们一起去看大熊猫，带俄

罗斯的艺术家体验成都文化和风情！

《天鹅湖》是芭蕾史上永恒的经典，是

世界范围内知名度最高的芭蕾舞剧之一。

由圣彼得堡俄罗斯芭蕾舞剧院演绎的《天

鹅湖》充分彰显了俄罗斯芭蕾的优良传统

与规范严谨的艺术风格， 将芭蕾的高超技

巧与舞剧的抒情特长进行了完美的结合，

不仅赏心悦目，更感人至深。

著名的圣彼得堡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由

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专业芭蕾舞家族创建，

它的芭蕾舞演员和独舞演员们都毕业于始

建于1738年，拥有世界上最古老历史的著名

芭蕾舞学院———沃佳诺娃芭蕾舞学院。

世界许多权威出版物也对该剧团做了

大量的报道，比如《伦敦时报》《每日电讯

报》等。他们用专业评论家的话如此高度评

价该剧团：“古典芭蕾舞的精髓通过圣彼得

堡芭蕾舞剧院的演绎被再一次展现， 我们

非常高兴他们来到这里， 非常荣幸能看到

这么富有活力， 技术娴熟的芭蕾舞”；“他

们有着统一的风格和优雅的造型， 它代表

的是圣彼得堡”；“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

团队，显然是受过最好的训练。不仅是主跳

水平高，其他演员也是一样”。

（徐云霄）

新浪微博：

@

锦城艺术宫

@

四川省演出展

览公司；主办方：四川省演出展览公司；演出时间：

2012

年

12

月

30

日 、

31

日

19:30 2013

年

1

月

1

日

新年场

19:30

； 演出地点： 锦城艺术宫； 票价：

VIP1280

（少量）

/880/580/380/280/180

（售罄）；订

票电话：

028-86722209

，

86650834

、

86653820

；

四川演出票务

400-028-3331

；唯一指定淘宝网

店：

http://jcysg.taobao.com

；网络订票：锦城艺术

宫官方网站

www.jcysg.com

； 中国票务在线 ：

www.damai.cn

；会员专享通道：

86650834

圣彼得堡俄罗斯芭蕾舞剧院 《天鹅

湖》全国巡演·成都站”志愿者报名电话：

86722209

报名截止时间：

2012

年

12

月

28

日

12月24日~31日，“号百商旅”成都

欢乐谷第四届圣诞新年音乐节将开启

蓉城岁末音乐狂欢，倾情打造时尚与音

乐完美结合的嗨歌盛典。届时，郁可唯、

卓文萱、潘辰等十余偶像与实力歌手将

现身欢乐谷，共同演绎三大潮流音乐盛

典，陪你跨年。昨日，郁可唯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透露将在欢乐谷为大家献

上新专辑《失恋事小》中的新歌。

献唱新歌

郁可唯一出道就因为清新的好嗓

音和不俗的唱功为华语歌坛所瞩目。今

年她发行了第三张专辑《失恋事小》,在

业界和歌迷中都取得了很好的口碑，郁

可唯也被视作华语乐坛的下一站天后。

已经忙成了“空中飞人”的郁可

唯24日将回成都和歌迷一起度过浪漫

的夜晚。“好想我妈做的好吃的， 好想

回家陪一下父母， 见见朋友和一直支

持我的歌迷啊。”昨日，在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时， 郁可唯连连表示很珍

惜这次“回家”的机会：“这一年我回

来的时间非常少，估计都没有一个月，

这次回来好高兴啊！我都戒辣了，一是

身体不允许， 另外也是担心在外面太

想念那个味道。” 郁可唯表示此番会

献唱新歌， 特别希望通过在欢乐谷的

演出回馈一直以来支持自己的父老乡

亲：“因为那也是一个很欢乐和温馨

的时刻， 新专辑中也有一些很温暖的

歌曲，会唱给大家听。”

突破自己

以前郁可唯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在

舞台上静静唱歌的乖乖女， 而新专辑

《失恋事小》 让我们看到了郁可唯的

成长， 不仅在词上加入了很多个人意

见、尝试多元曲风、在唱腔上也有很多

调整，造型上也大胆突破，展露性感的

一面。 最近郁可唯更是登上 《男人

装》，露背秀美腿，很是惊艳。

谈及自己在《男人装》拍摄的照

片， 郁可唯坦言：“当时知道要拍这个

的时候心里还是很忐忑，不晓得拍出来

是什么感觉。这么性感之前确实没有尝

试过，不过拍的过程轻松愉快，那张大

露背的照片看起来没有穿，其实前面都

是武装好了的，哈哈。”郁可唯表示在

经历了三张专辑的沉淀和累积之后，自

己成长很多，所以想把这些讯息传达出

来，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在音乐上面的尝

试和挑战：“之前为了一个活动， 我苦

练舞蹈，每天练到凌晨三点，终于给大

家呈现了一个完整的边跳边唱的表演，

很多看过的人都很惊讶，觉得我完全变

身了。 我希望还有一些这样的可能性，

无论是音乐作品，还是表演形式，都能

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据了解， 郁可唯很有可能在明年开

个人演唱会，“我自己等这一天也等了很

久了，现在也有了3张专辑，可以用这样

的形式回馈大家。 我希望能有特别的形

式，有一些舞蹈、奇幻的东西。”

（徐云霄）

88元的狂欢周套票， 现在团

购只需68元。 同时成都商报记者

也了解到， 这次音乐狂欢盛典的

套票价是88元，12月24日、25日、31

日当天购买88元夜场票，就能参与

当晚的音乐盛典主题晚会，还能尽

享欢乐谷的狂欢周夜场特色吃喝

玩乐行。不过，最划算的办法还是提前

团购狂欢周套票， 目前主办方的预售

票系统已经开放，在23日前（含23日）

预购狂欢周套票即可以68元的优惠价

购买,全市60家指定红旗连锁店已推出

68元团购优惠票。 具体门店请咨询买

够网客服热线028-86626666。

黑人主持四川卫视跨年晚会

范玮琪紧跟力证情不变

︽

天

鹅

湖

︾

范玮琪与陈建州

四川卫视青春正能量跨年晚会即将

火爆上演，昨日记者了解到，黑人陈建州

也加入到四川卫视跨年主持阵容，虽然此

次只在四川停留一天，但妻子范玮琪也陪

伴左右，力证两人的感情并未受之前的传

闻所影响。

夫妻一同来川力证情不变

前不久， 黑人陈建州带着篮球队到香港

地区参加公益比赛， 比赛完当晚与队友们到

当地夜店消遣， 被香港地区媒体拍到在夜店

与辣妹聊天，举止亲密。 报道一出，立马在网

络上闹得沸沸扬扬， 黑人范范婚变传闻频频

见诸报端。随后黑人也通过微博澄清，强调自

己不会乱把妹，因为家里已经有一个正妹

（范

玮琪）

。据悉，此次黑人入川主持跨年晚会，尽

管只逗留一天，但范范依然紧随其身边，而他

们身边的朋友坦言，黑人对此不仅不反感，反

而甚为享受， 甚至这样难得的短途旅行也成

为夫妻两人增进感情的一种渠道。同时，两人

共同现身也用实际行动破除了情变传闻。

老板黑人为旗下艺人站台

当年一夜爆红的棒棒堂组合经历解散，

JPM从当中脱离出来， 而棒棒堂中剩下的四

个人以新团名Lollipop� F行走娱乐圈。两支组

合，原本师出同门，风格相似，发展路线一致，

却在台湾地区形成了对打的局面，令人唏嘘。

此次四川跨年，Lollipop� F和JPM都有份出

席。如此看来，这两个团体将首次迎来正面对

战，硬碰硬比拼人气与实力。不过，与其说是

两个团体的硬拼， 不如看作是两个经纪公司

的较量， 而黑人本身就是JPM经纪公司的老

板，此次出席四川卫视跨年晚会，实在是借主

持之名，为旗下艺人站台打气。

（吴洋）

由于众多亚洲顶级组合的加入，此次四

川卫视

2013

青春正能量跨年晚会的门票销

售异常火爆， 开票仅一周，

680

元以内的票

已全部售罄， 目前仅余少量

880

元以上的

票， 演唱会将于

12

月

22

日晚在四川省体育

馆上演 ，大麦网售票热线

400-610-3721

，

锦城艺术宫售票点：

028-866538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