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晚的欢乐谷继续将音乐狂欢进行到

底!“号百商旅”成都欢乐谷第四届圣诞新

年音乐节今晚将迎来甜歌公主卓文萱，除

了献唱代表作《梁山伯与茱丽叶》外，自言

来了成都要变身辣妹的卓文萱还会给我们

带来哪些惊喜？除了美妙歌声之外，玩转各

种游艺设施、还有大奖等你拿，亮点多多，

欢乐多多！

献唱年度热歌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再度唱火了一

批歌曲：《爱要坦荡荡》的中文版由萧潇首

唱， 好声音选手丁丁个性十足的演绎得到

了歌迷的广泛赞扬；《洋葱》是由五月天的

阿信创作、杨宗纬原唱的歌曲,平安在好声

音舞台上将其演绎得令人热泪盈眶， 催泪

全场。 今晚的成都欢乐谷第四届圣诞新年

音乐节“甜蜜幸福圣诞夜”将全新演绎这

些年度热歌。王雅欣将率先演唱《爱要坦

荡荡》，此外她还将献上《baby》《同手同

脚》《我要我们在一起》三首歌曲。张伊是

成都人熟悉和喜爱的本土年轻歌手， 喜欢

他的朋友知道，他的情歌像潺潺流水，用柔

情打动人，此番他将深情演绎《洋葱》以及

《青花瓷》《路漫漫》《天下没有不散的宴

席》四首歌曲。连宇则将献唱《你是我的

眼》《传奇》《你不知道的事》和《改变自

己》。

甜歌公主变辣妹

今晚最受期待的当属有“甜歌公主”

之称的卓文萱。

别看卓文萱小小年纪， 不过已经出道

10多年，发行了6张个人专辑、主演过《公

主小妹》《翻滚吧， 蛋炒饭》《爱情是从告

白开始的》等多部偶像剧，和曹格合唱的

《梁山伯与茱丽叶》更是风靡华语乐坛，走

到哪里都能听到这首歌， 被视作新一代的

KTV必点对唱金曲。

对于这次欢乐谷之行， 卓文萱也非常

期待，甜歌公主还想变身“辣妹”：“我本

身是吃辣的，所以一提到要来成都工作，我

就很兴奋，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变成‘辣

妹’了，哈哈！”据了解，卓文萱将和张伊演

唱《梁山伯与茱丽叶》， 此外她还将带来

《不要不要》《话说夏娃》和《爱的城堡》

三首风格明快的歌曲。

亮点一：抛接8球绝技上演

成都本地的小明星沈洋屹将为您带

来抛球绝技表演。别看沈洋屹小小年纪，

却是身怀绝技， 曾经粘在滑板上抛接7

球，技惊四座。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也

就是在最近一个月的时间，沈洋屹刚刚练

就了新的绝技，现在已经可以抛接8球了。

抛接7球已经让人目不暇接了，抛接8球又

是怎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人小鬼大的

沈洋屹本人表示：“不紧张，没问题！”

亮点二：玩转欢乐时光

今晚去欢乐谷还可以尽情玩转欢乐

谷“欢乐时光”区域的各项游艺设施。

据了解，“欢乐时光”区域的游艺设

施包括：欢乐转马、摩天轮、旋转飞椅、碰

碰车、大摆锤、能量风暴、天地双雄等届

时都会开放，等你来玩。尤其是摩天轮，

到了夜晚，点亮华彩灯光，格外浪漫温馨

如偶像剧，被视作是表白最佳场地。

音乐节期间，阳光港将变成圣诞风情

的派对，将上演炫彩巡游，豪华的巡游彩

车、有趣的巡游方阵等等。华彩灯光、欢乐

人群，置身其中，犹如置身浪漫电影场景，

给你一个绝对值得怀念的平安之夜。

亮点三：超值大奖等你拿

还没有收到圣诞礼物吗？ 今晚来欢

乐谷吧。有得听，有得玩之外，今年的成

都欢乐谷圣诞新年音乐节另一大亮点

是还有多个超值大奖将在现场开出，其

中最大的奖品是由国美电器赞助的全

自动洗衣机一台。参加今晚音乐节的朋

友，一定要保留好你的票根，这将是抽

奖的凭证。

除了圣诞老人、 美丽的圣诞天使将

带着神秘的圣诞大礼包空降欢乐谷，在

“甜蜜幸福圣诞夜” 音乐会的现场还将

抽出多名幸运观众分享各种神秘礼品，

最让人眼馋的当属那台全自动洗衣机

了。

（徐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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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进入音乐盛典主会场 （加

勒比水公园） 观演需另行购

买

50

元

/

张的入场券。

■演出时间

12

月

24

日、

25

日音乐盛

典演出时间为

20:00

—

22:00

点；

12

月

31

日音乐盛典演出

时间为

21:30

—

24:0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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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可入场欢乐谷夜场）

■活动地点

成都欢乐谷 （金牛区西

华大道

16

号）

■购票热线

欢乐谷：

028-61898999

大麦网：

400-610-3721

本周四晚，“新郎酒之恋———恋曲

2100罗大佑成都演唱会”就将唱响，带领

大家走进光阴的故事。售票时间只剩下最

后三天，成都商报记者从演唱会主办方了

解到，门票销售情况十分火爆，有已经买

到票的歌迷表示：罗大佑之前开唱没有机

会到达现场，这一次一定不会再错过成都

演唱会的机会了。

1982年，罗大佑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

《之乎者也》，正式出道。收入这张专辑的

作品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鹿港小镇》

《光阴的故事》《乡愁四韵》《之乎者也》

《摇篮曲》《恋曲1980》，首张专辑轻轻松

松便卖出了十四万张。一夜之间，这个青

年便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从此，罗

大佑带着他充满社会现实感的歌，行走在

乐坛，一路辉煌。2000年后，罗大佑于北京

设立个人音乐工作室。 罗大佑当时表示，

北京是他音乐之旅的终点，也是他心中一

个新的起点。回顾这30年，罗大佑是少有

的用音乐记录时代的创作人，他的歌所描

述的情境、情愫，大多都反映出创作年代

的深刻特征。罗大佑的“恋曲系列”，以10

年为一个阶段，不断更新着他眼中的世事

变化，从《恋曲1980》《恋曲1990》到《恋

曲2000》， 今年他又全新创作了 《恋曲

2100·家》。

2012年，正是罗大佑出道的第30年，除

了音乐道路的纪念，今年罗大佑又初为人

父，这一年对他来说的确有着超乎寻常的

意义。因此，“新郎酒之恋———恋曲2100罗

大佑成都演唱会” 也格外受到歌迷的追

捧。据了解，整个演唱会共演唱31首歌曲，

全面回顾罗大佑的音乐之旅，囊括了罗大

佑各个时期最为经典的作品，包括：《追梦

人》《母亲》《滚滚红尘》《海上花 》《鹿

港小镇》《恋曲2100·家》《之乎者也》《爱

人同志》《恋曲1980》《未来的主人翁》《

飓风追》《宁静温泉》《恋曲1990》《穿过

你的黑发我的手》《野百合也有春天》

《童年》《光阴的故事》《爱的箴言》等。音

乐会主办方表示门票销售情况非常火爆：

“很多铁杆粉丝认为， 像罗大佑这样级别

的，值得一听再听。”

（徐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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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佑的演唱会 值得一听再听

票务信息：演出时间：

12

月

27

日晚；演出

地点：四川省体育馆；演唱会总冠名

:

郎酒集团

新郎酒；主办单位

:

四川古蔺郎酒销售有限公

司； 特别鸣谢： 苏宁电器 花样年·隆堡酒店

瀚渤装饰； 演唱会票价：

VIP

、

1690

、

1290

、

1090

、

690

、

490

、

390

元；组委会总票房：

400-

050-7677 15008283664

；指定票务总代理：

大麦网

www.piao.com.cn 400-610-3721

爱 家 168- 蔡 琴 2013 百 万 精 华 成 都 演 唱 会 系 列 报 道

蔡琴限量邮票

全球歌迷热抢

“蔡琴-成都-不了情纪念邮票”不销售不增量，“百万犒赏”感恩回馈

2013年1月19日，由成都演艺

集团出品、 四川省有线广播电视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总

冠名的“蔡琴2013百万精华成都

演唱会”就将在四川省体育馆温

暖开唱。这已是蔡琴第4次在成都

举行个人演唱会， 同时成都演艺

集团启动 “蔡琴-成都-不了情

纪念邮票”发行活动，并公开征

集代表成都旅游文化的元素，成

为邮票设计的元素参考。 该活动

受到市民积极参与和响应， 目前

呼声最高的是成都有代表性的景

点金沙遗址博物馆、武侯祠、杜甫

草堂、熊猫、川剧变脸、音乐剧金

沙等。 同时金融年末实物理财市

场表示将强势关注该邮票的发

行， 认为其投资点和市场价值上

升很大， 一时间蔡琴演唱会门票

邮票均一票难求。

此次 “蔡琴-成都-不了情

纪念邮票” 不仅成都歌迷关注，

蔡琴的全球歌迷会和深圳、内蒙、

厦门、北京、佛山等地的歌迷也纷

纷致电咨询如何拿到限量版邮

票， 蔡琴新加坡歌迷李小姐来

电表示将组团来蓉看演唱会，

但是不管是门票还是邮票，现

在都是一票难求。 成演集团蔡

琴演唱会组委会表示： 邮票绝

不公开发售， 不增量不销售。想

要获取邮票的歌迷请勿焦虑，密

切关注成演集团发布相关活动动

态即可第一时间了解邮票和演唱

会的动态信息。

此外，即日起凭2007年、2008

年、2010年蔡琴成都任意一场演

唱会的票根到指定销售点即可享

受专享优惠。

（徐云霄）

邮票获取办法：

1

、持演唱会门票即可报名参与

2013

年

1

月

17

日“蔡琴

-

成都

-

不了情限量邮票”首

发仪式， 并有机会通过蔡琴小姐现场亲自

抽奖获赠邮票。

100

名限额报名，名满即止。

报名参与电话：

028-84456688

2

、 参与 “你与蔡琴的不了情故事”活

动， 组委会将选取最感动的故事主人公

2

人，赠与邮票。征集时间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关注并

@

成都演艺集团新浪微博上

传照片讲述故事。

荣誉出品：成都演艺集团

总冠名： 四川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荣誉主办：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省

分行

联合主办：中国移动四川成都分公司

特邀主办：尊尚柏丽美丽时尚机构

演出时间：

2013

年

1

月

19

日

20:00

演出地点：四川省体育馆

票价：

VIP1880

（少量 ）、

1580

（少量 ）、

1280

、

980

、

680

、

480

、

280

（售磬）元

总票房：成都演艺集团票亭

84456688/

84456111

指定销售： 立即送票务

www.LjsPiao.

com?84459300

锦城艺术宫

86653820

大 麦 网

www.damai.cn 400 -610 -

3721

今晚的欢乐谷

快乐多多 亮点多多

温 - 馨 - 提 - 示

欢乐谷第四届新年音乐节

华丽启幕

“天空挂满祝福的星星，你的体贴

温暖了我的心……”郁可唯纯净的歌声

响起，驱走了冬夜的寒意，将欢乐谷的火

热气氛掀到高潮！ 昨晚，“号百商旅”成

都欢乐谷第四届圣诞新年音乐节华丽启

幕，首先登场的“温情浪漫平安夜”音乐

盛典令游客们沉浸在音乐的魅力之中，

流连忘返。

蓝丝绒一般的夜空中，巨大的摩天轮

闪烁着霓虹， 与波光潋滟的湖面交相辉

映；旋转木马唱着歌，不觉令人“忘了伤，

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人们盛装打

扮而来，笑脸、耳语、欢声……昨晚来到欢

乐谷，犹如置身最浪漫的电影场景。

在《fantastic� baby》 动感的音乐声

中，“温情浪漫平安夜”音乐盛典热力上

演，《牛仔很忙》《海芋恋》《给未来的

自己》……华丽炫目的舞台、火热四射

的歌曲，High翻全场，音乐的热浪一浪超

过一浪，令冬夜的寒意荡然无存。郁可唯

压轴出场掀起了全场的最高潮！《暖心》

《指望》《听你说》《好朋友只是朋友》，

郁可唯唱足四首歌曲，引发高潮，全场立

即自发地大合唱！

成都商报记者 徐云霄

实习摄影记者 鲍泰良

今晚喜迎甜歌公主卓文萱

欢乐谷，昨晚成欢乐的海洋

成都欢乐谷第四届新年音乐节现场

今晚，卓文萱将和张伊演唱《梁山伯与茱丽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