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鸟叔《江南

style

》

MV

在

YouTube

上

一声惊雷

7

月

30

日 该曲被当红偶像贾斯汀·比

伯经纪人斯科特·布劳恩和说唱歌手提潘在

微博上大赞，令“骑马舞”之火更上一层楼

8

月

3

日 该曲除了被韩国粉丝保驾护

航点击率外， 布兰妮等欧美大牌明星连番

转载力推，国际化成型

9

月

4

日

PSY

正式与斯科特·布劳恩签

约，演艺事业开启“美国篇章”

9

月

5

日 《江南

style

》

YouTube

点击量

超

1

亿次

9

月

28

日 湖南卫视《天天向上》主持五

兄弟大跳骑马舞， 《快乐大本营》和其他众

多卫视的综艺节目开始风靡骑马舞

10

月

23

日 鸟叔在纽约与联合国总部

秘书长潘基文会面，两人大跳骑马舞

11

月

11

日 鸟叔凭借 《江南

style

》获颁

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大奖

11

月

13

日 麦当娜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

演唱会，

PSY

现身与天后跳起双人骑马舞

11

月

25

日 《江南

style

》

YouTube

点击量

超

8

亿次

11

月

30

日 鸟叔在澳门开始中国首

秀，并在

24

小时内分身有术，接连到澳门、

香港商演和领取

2012MAMA

四项大奖

12

月

8

日 鸟叔为反美言行公开道歉

12

月

9

日

PSY

在

2012

华盛顿圣诞演唱

会上，为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家人表演了《江

南

style

》

鸟叔

Psy

的两段分别是十年和八年前的视频， 最近

被人传上了网。在这两段视频里面，鸟叔看起来显然是一

个坚定的反美人士，他砸美军坦克，唱反美歌曲，结果引

来不少美国媒体的大篇幅报道，当中不少称之为“

Psy

的

‘公关危机’”，大有坐看笑话的味道。

这个时候，有严谨的主流媒体提供了很多新闻背后

的故事，如果把这两段视频和当时在韩国发生的事情结

合在一起，那

Psy

的表现也就在情理之中。

2002

年

6

月

13

日，一辆驻韩美军的军车在首尔（当

时叫汉城）郊外撞死了两名行走中的

14

岁韩国女孩，由

此引发持续几个月的反美浪潮。那一年，

25

岁的摇滚歌

手

Psy

身穿红色衣服，披着红色斗篷，手拿挂着韩国旗

帜的剑， 把已经扔在地上的美军坦克模型砸了个稀烂。

台下的观众热烈地呼应着，坐在第一排几个身穿黑色晚

礼服的男士更是激动地站了起来，而舞台上的

Psy

也越

来越亢奋。

至于他唱出反美歌曲的

2004

年， 在

5

月份的时候，

一个基地组织绑架了一名韩国传教士金善日，目的是要

警告韩国不要派驻三千人的军队到伊拉克支援美国。当

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拒绝了基地组织的要求，结果这名

传教士被斩首， 整个过程被录影并送到了半岛电视台。

这段录像在国际上引起巨大震动，韩国电视台则播放了

金善日的家人痛不欲生的场面。 卢武铉向国民致歉，但

重申韩国向伊拉克派兵的计划不变。

韩国人又走上了街头抗议，一开始，他们是抗议恐怖分

子的反人类行为，但是很快，矛头指向了卢武铉政府，认为是

政府的决定把韩国人摆到了一个危险的位置。

Psy

也加入了

这股浪潮中，根据他的官方简历显示，这一年他正在服役。

在一场反美演唱会上，

Psy

以及其他摇滚歌手和这

个乐队共同演唱韩国的金属乐队

N.E.X.T

的作品，不

过

Psy

改编了自己演唱的那段歌词， 和砸坦克模型相

比， 这段歌词显然更加极端， 也因此在美国引发争议：

“杀死那些虐待伊拉克囚犯的美国人， 杀死那些下令虐

囚的美国人，杀死他们的女儿、母亲、媳妇和父亲，让他

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尽管美国媒体都说，

Psy

可能因为这样的反美历史影

响了白宫圣诞音乐会的表演，但是事实并没有。媒体报道

得很多，但如果看看那些普通民众的留言，很多人并不觉

得这是如何大不了的事情。

Psy

的道歉很迅速，洋洋洒洒，措辞非常诚恳，但不

少人并不相信这出自于

Psy

的真心。不过，八年对于一

个人来说，也算是不短的时间，尤其是从二十多岁步入

三十多岁，正是人生逐渐成熟的时段。十多年前的鸟叔，

大学没有毕业就跑回了韩国，立志做歌手，曾经因为吸食

大麻被捕，因为唱片内容太成人而被罚款。他这样描述自

己：走红前是一个态度不佳的艺人，没人对他有道德上的

期待。即便这样，从现在回看被他自己称为“混蛋”的年轻

时代，有一点他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热爱音乐，并且

通过音乐连接这个世界。

现今的韩国， 民族主义情绪已经不再泛滥，“江南

style

”的走红，不仅仅是因为鸟叔的舞步，更主要的是

对那种拜金以及暴发的生活状态的反思。一个敢于反省

以及自嘲的人，一定是有希望的，而从民族主义走出来，

从愤世嫉俗到懂得承担责任，意味着进步和成熟。（篇幅

所限，本文略有删节） 据《外滩画报》

《江南style》继续大热

破10亿次近在咫尺

比韩国媒体更热心， 美国媒体这两

天已忙着为鸟叔做“红人总结报告”。北

京时间前天， 美国音乐频道

（

MTV

）

将

PSY在当地取得的成功选为 “2012幸福

的瞬间”。MTV称，“PSY对演唱反美歌

曲一事进行了道歉，这并未影响PSY获得

的巨大成功。《江南style》让比尔·奥雷利

疯狂， 并渗入美国国家美式橄榄球大联

盟，而且PSY的模仿者比在共和党全国委

员会上演讲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模

仿 者 还 要 多 ！（《江 南 style》MV）

YouTube点击率正向着10亿人次冲刺。”

据YouTube数据显示，目前《江南style》

MV的点击量已经超过9.7亿次，突破10亿

大关近在咫尺。 此外MTV频道的节目总

监瓦特尔还专门在官网上提到，《江南

style》的经典骑马舞“比歌曲本身更加令

人难忘”。

与麦当娜同台

鸟叔一了心愿

PSY旋风似乎并没消退。美国公告牌

也在前天公布，歌手PSY入围公告牌单曲

年终榜“最佳新人”单元第7位。他还位

居“最佳艺人”排行榜第56位，“百强艺

人排行榜” 第51位、“百首热门单曲榜”

第47位、“数字单曲排行榜”第27位、“加

拿大百强单曲榜”第37位，这些数字均位

列韩国艺人甚至是亚洲流行艺人在美国

公告牌历史榜单上的第一位！

目前能够肯定的是， 鸟叔当地时间

12月17日在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联赛

布法罗比尔队和西雅图海鹰队比赛时表

演《江南style》，赢得数万观众喝彩，这是

PSY有史以来在人数最多的大场合进行

表演，一了心愿。因为他曾对媒体说过自

己希望能和麦当娜同台演出， 同时能在

数万人的巨型场合演出， 这一切都在今

年如愿。

明年进内地

鸟叔要价预计500万

“按照目前和鸟叔PSY经纪公司YG

娱乐的沟通，PSY不会在2013年春节前进

入内地商演甚至亮相，但可以透露的是，

他的公司已经拒绝了所有来自内地的演

出邀请，包括广告代言，原因，未明。”昨

天上午， 国内与鸟叔经纪公司接触颇多

的北京明星演出中介公司星风传媒总监

廖四勇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同时，成都商报记者这几日还接连联

络韩国YG娱乐的海外部负责人金课长以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市场司、国家广

电总局传媒司、 新闻办等单位和个人，了

解到鸟叔进入内地“仍需时日考量”。文

化部市场司一位工作人员昨日透露，截止

到目前， 他们还没有收到任何一单邀请

PSY进入内地市场商演的报批手续。同时，

韩国方面传来确切消息， 明年1月，YG娱

乐将正式制定一系列进入中国内地市场

的演出计划，其中，鸟叔会以与公司其他

艺人一起举办拼盘演唱会的形式打响头

炮，整体报价预计高达500万人民币！

“明年3月后，预计在中国内地的一

线城市和市场好的二线城市举办多场拼

盘演唱会， 具体的计划将在2013年1月制

订出来。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都是首

先要去的城市！” 通过廖四勇和韩国YG

娱乐的海外部负责人金课长，成都商报记

者得到以上关键内容。同时，YG娱乐目前

已经拒绝了2月之前所有来自中国内地的

商演邀请。廖四勇目前手上的三个广告邀

约也均被拒绝，分别为电单车、润滑油和

食用油的广告，“三个合同价值共3000多

万人民币，但都被他们拒绝，估计是美国

的事务太多，无暇顾及。但可以肯定的是，

YG娱乐非常注重中国内地市场， 是很想

尽快进入的。”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12

月

15

日， 谷歌发布第

12

份年度综

述报告。外号“鸟叔”的说唱歌手

PSY

，以

一首神曲 《江南

style

》

MV

排在搜索榜第

二位，该

MV

在

YouTube

上的浏览量已接

近

10

亿次。

“

PSY

以一首‘神曲’打败传统流行音

乐工业的神话被视为不可复制的样板。”

美联社的评价酸溜溜地称习惯了靠出唱

片、开演唱会挣钱的欧美巨星们应该好好

学习一下这个韩国歌手的“伎俩”。

《江南

style

》的走红，不仅仅是因为鸟

叔的舞步契合了无厘头、慌张浮躁、缺乏

集中效应的时代性， 更主要的是对那种

拜金以及暴发的生活方式的反思。 更多

的人认为他的舞蹈搞怪甚至 “脑残”，但

媒体乐在其中， 因为他的风行毕竟成为

一个潮流、一种现象，“他的圆滑、聪慧 、

憨态可掬、独一无二给了这个忙碌的世界

一个更忙碌的理由，不得不说，在

PSY

的

音乐中，有让我们暂时将生活中许多如同

垃圾一般的东西扔掉并微笑的力量 。今

年，全世界的人都因为他笑了起来。”鸟叔

的美国经纪人斯科特·布劳恩这样评价

PSY

。

鸟叔还能红多久？想必每个人都想知

道。 （谢礼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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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音

乐下载付费”，一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每

年都会被众多业内人士激烈争论一番，最

终无疾而终。日前，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

委员会秘书长卢健在北京表示， 探索付费

模式是中国内地未来音乐发展的唯一道

路，如再不建立合理有效的商业模式，整个

中国音乐产业将面临崩溃。

对此，唱片界大佬、恒大音乐董事总经

理宋柯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关于音乐下载

付费这方面， 他觉得明年会有一个比较重

大的改变。“免费午餐给大家吃这么长时

间了，吃了十年，大家可以考虑该给音乐付

点钱。” 同时， 宋柯透露公司不仅收购了

3500多首歌的版权，而且还投入几千万元，

研发“秘密武器”———一款全新数字音乐

内容产品。

北门的影迷朋友有福了，22日成都

万达影城

（金牛店）

即将耀世开启，作为

万达影城旗舰店，其高端的设备、奢华

的设计、贴心的服务必将为成都影院树

立一个新的行业标杆。同时，为了让更

多成都影迷在第一时间感受到成都万

达影城(

金牛店

)的独特魅力，此次开

业，成都万达影城

（金牛店）

将有一系列

优惠活动，如五折看电影、一折购套餐、

免费抢票看《十二生肖》等。

五折看电影 免费享美食

随着成都万达影城

（金牛店）

的盛

大开幕， 万达院线在成都拥有7家高端

影院。惟一普及发售的优享卡也将随着

金牛店的开幕，再次折上折：原价99元

的优享卡，开业欢庆价88元，另赠送舌

尖美味———哈根达斯，美国进口爆米花

一份。怎样，是不是超级划算呢。

优享卡为成都影迷带来的实惠有

目共睹：五折实惠，四人同享，七店通

用。今年12月推出的蛇年纪念优享卡更

成为广大影迷推崇收集的热点。

一折套餐 限量十日

28元能买什么？ 半张2D电影票？一

份快餐？12月22日，成都万达影城

（金牛

店）

开幕之际，原价280余元的套餐，一折

狂享： 两份美国进口爆米花+两瓶精选

饮品+美味薯片+超值万达宝盒优惠券。

12月22日至12月31日， 限量套餐，

优惠从开业到圣诞， 欢送延续至年终，

完美体验十日享！

200个名额 免费看《十二生肖》

12月底最为关注的大片无疑是成

龙的《十二生肖》，首部与IMAX合作

的华语电影，还是3D！从之前公布的片

花，其冷峻的风格和凌厉的节奏闪现片

场，宣告最原汁原味的成龙功夫卷土重

来！怎能不期待!

� � � �成都万达影城

（金牛店）

开业之际正

值此片上映之时，为了回馈广大影迷，万

达影城特准备了200张免费电影票，让市

民有机会在第一间免费体验到IMAX带

来的超高端观影享受！ 现在你只要登录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大成网、第四城，相

应频道即可参与抢票！

免费看IMAX版《十二生肖》

22日成都万达影城（金牛店） 视听味蕾齐享受

鸟

叔

一

首

神

曲

纵

横

世

界

噢

贰

之

鸟叔

道歉

鸟叔美国跨年 演出落定纽约时代广场

今年，全世界的人

都因为他笑了起来

免费午餐吃了十年

宋柯：明年，音乐下载该付费了

昨天下午，我的一位美女同事百感交

集地说，为了女儿在幼儿园跳“骑马舞”，

她被迫半夜跑去买了件红毛衣———这是

女儿表演的道具，不买的话，后果不堪设

想。我们于是集体附和，你要不买的话，只

能连夜赶织一件毛衣，留下一段母女情深

的佳话了……瞧，这就是鸟叔，这就是《江

南style》渗透进我们生活的例子，足以构

成我们年终盘点的理由：噢，鸟叔！

编

者

按

鸟叔PSY的跨年演出终于定下来了！2013年跨年

之际，鸟叔将出现在著名的纽约时代广场。当天晚上，

作为巨星贾斯汀·比伯的同门师弟， 鸟叔将和贾斯汀·

比伯、泰勒·斯威夫特、Lady� Gaga等欧美众多当红艺人

一起高声献唱。 美国流行音乐主流网站昨天均报道了

这一消息，同时，这也平息了之前中国内地各大卫视展

开“跨年抢鸟”大战的硝烟。极度注重美国市场的PSY

终于还是放弃了中国内地蜂拥而至的天价邀约， 将美

国作为自己的大本营。

据PSY的美国经纪人斯科特·布劳恩透露，经分析

鸟叔今年的销售额至少将达到810万美元， 这是包含

YouTube广告和唱片

（音源）

销售、电视广告等的总金

额。同时，鸟叔已经完成了下支单曲的创作，舞蹈也

已经做出来了，动作也与“动物”有关。

“我劝说他歌曲还是用韩语演唱， 只有副

歌部分是英语就好，不久之后，我们将发

布美国10个城市的巡回计划。” 斯科特信

心满满。

鸟叔的反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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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警方调查传言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