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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上周五晚的加多宝《中国好声

音》 在15~24岁年龄段观众中的收视成绩为

3.887。加多宝《中国好声音》无疑是年轻观众

最喜爱的节目，且在年轻观众中的收视成绩远

超其他同类节目。

“老男孩”组合夺得收视高点

纵观节目收视曲线， 仍然和往期一样，呈

平稳上升态势。当“小汪峰”单冲峰大病康复

过后勇敢地站在舞台，向四位导师讲述他的音

乐梦想时，收视冲破5.0。之后在长达40多分钟

的时间里，节目收视都保持在5以上。吉林长春

的“老男孩”组合綦光高毅的出场，一首《怎

样》将节目的情绪带入沸点，也将收视曲线推

到了5.608的最高点。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高毅坦言，生活中他和綦光就像是兄弟，

“他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我的爸妈当然也是

他的爸妈。”綦光年纪比高毅大，在生活上也

对高毅多有照顾，“因为我一直在外面奔波，

家里妈妈生病的时候， 都是綦光在那边照顾

着，这让我十分感动。”

舞台上， 哈林老师评价他们口中的 《怎

样》这首歌虽然是伤感情歌，但在他们的歌声

中没有悲伤。 高毅和綦光都十分认同哈林的

这句点评，“其实在我们看来这首歌中更多的

是希望，毕竟我们都不年轻了，好声音这个舞

台让我们兄弟重聚首， 在音乐道路上又看到

了希望，所以，我们的《怎样》是唱给兄弟的

情歌。”

汪峰“不抢而获”一员猛将

在上周的节目中，汪峰从那英手中抢到了

一员猛将———来自吉林长春的常颖。在抢人过

程中，汪峰一直保持沉默。然而，在之后的采访

中， 汪峰却告诉记者， 他胜在倾听。 汪峰说：

“我不是有意不说话，我只是想听她说。我看

出来她有很强的倾诉欲。”在这样一个满载着

学员梦想的舞台上，明星导师们更愿意做一个

倾听者，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经历，和对音

乐的渴望。 而这样的倾听是为了更加了解学

员，可以给予他们最适合的帮助和建议。同样，

对于一个喜欢闭着眼、在黑暗里唱歌的胖姑娘

田园，“好声音” 的舞台让她觉得 “安全”：

“只有在这里别人才不会在乎我的外表，能够

用心听我唱歌。”对田园而言，在加多宝《中国

好声音》， 自己的音乐梦想才能被公平地对

待。而为田园转身的那英也对她的“好声音”

珍视不已，“你的声音最有魅力，声音有魅力，

人就加分”。

“好声音”拥有大帮明星粉丝

第二季加多宝《中国好声音》不仅连续3

期蝉联收视冠军，创下收视神话，而且在新浪

微博的提及量也热度不减，开播后便一直稳坐

微博话题量榜首，大有“唯我独尊”之势。

凭借好声音加好口碑，第二季加多宝《中

国好声音》吸引了越来越多“好明星”的关注，

甚至成为不少明星周五休闲娱乐之首选。之前

由于拍戏的酒店里没有浙江卫视频道而遗憾

错过“好声音”首播的张歆艺，上周五下午六

点过就在微博中写道：“刚反应过来，今晚有中

国好声音！” 而正在浙江横店拍戏的胡军也在

拍戏之余看了节目，还在微博中赞道：“《中国

好声音》真不错！”除此之外，海清也发微博调

侃道：“东北好声音今晚你们谁看了？”而演员

郭晓冬在看完节目后激动得难以入眠，只能在

微博上大喊“我不想睡觉！我想唱歌！”可见加

多宝《中国好声音》魅力之强大。

继马伊琍在微博中透露爱女喜欢看 《中

国好声音》后，黄磊的爱女多妹也成了《中国

好声音》 的忠实小粉丝， 多妹看 《中国好声

音》 时的可爱童趣也被老爸黄磊在微博上及

时记录了下来：“多妹喜欢上好声音， 她说将

来长大了要当转身的，为了表示决心她也背着

电视听，也转身，还和导师不一致，并且发言鼓

掌和电视中的导师歌手对话一样不少，最后还

会说选我选我，我先转身的，一脸认真逗死我

也。还有因为喜欢那英阿姨，所以她也拿了一

把扇子。”

除了学员精彩的演唱， 导师抢人的好戏，

节目中展现出的梦想的力量以及动人的真情，

也是众多观众以及明星们爱看《中国好声音》

的原因。女排明星赵蕊蕊在被好声音打动的同

时， 也不忘发表微博激励有梦想的朋友们：

“看见 《中国好声音》 里的汪峰， 突然想起

2004年受伤后一位记者球迷送给我一盘汪峰

的专辑，我无数次听着《飞得更高》，无数次默

默落泪……朋友们，遇到挫折的时候，请不要

放弃梦想，因为你一定能飞得更高！”

另外，从搜狐视频官方获得的权威统计数

据显示，直播当天累计在线人数高达881万，从

7月22日至7月28日24：00视频合计点击量为

1.74亿次。视频网站的观看数据也说明了观众

对“好声音”节目的喜爱。

第二季加多宝《中国好声音》威力不断发

酵，看中国好声音、喝加多宝，已经成为今夏公

众文娱生活中最新的流行元素。今夏，让我们

尽情期待每个周五的21:10， 周末好时光从加

多宝《中国好声音》开始！

（任宏伟）

提及华语歌坛， 有一位实力派歌手是无法

被人遗忘的，那就是叶蒨文。从初到香港赖以成

名的《零时十分》，到拿遍无数奖项的《祝福》，

再到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之一的 《伤逝》 爆红

……回顾华语歌坛， 叶蒨文绝对算得上叱咤一

时的风云人物， 而她曾经唱的那些大红大紫的

歌曲如今也成为经典。

从《零时十分》开始，叶蒨文一直走的是主

流大众路线。她的作品当中，除了风花雪月的情

歌型、鼓舞人心的励志型，还有以“真善美”为

主题的歌曲。 当时叶蒨文健康的外形再加上爽

朗的性格，成功地吸引了那个时代一大批歌迷。

如今，阔别舞台多年的叶蒨文终于回归，更

是首次来蓉举办演唱会。 说到隐退多年再次复

出的原因， 叶蒨文直言本来自己已经不打算唱

了，她的重心一直都在品味生活。她经常参加羽

毛球比赛，甚至还在昆明拿过冠军。她没有想到

这么多年没唱歌，还会有人记得自己，唱片到现

在还可以买到， 她的歌在卡拉O K里还能点唱。

她说：“从2004年开始越来越多人让我复出再

唱，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 我留恋的不是舞

台，我留恋的是观众。”

主办方为了配合演唱会， 也举办了一系列

活动。参与新浪活动，选择叶蒨文的歌曲以及歌

词，发布微博；参加第四城活动，分享演唱会消

息至Q Q 好友群。以上活动均有机会获得演唱会

门票。此次成都演唱会，叶蒨文将会挑选一名歌

迷上台与她合唱《选择》。除了合唱的近距离接

触机会， 到现场观看演唱会的歌迷还会有机会

得到叶蒨文亲手赠送的礼物。

（陈玲莉）

演出时间：

2013

年

8

月

17

日

20

：

00

演出地点：四川省体育馆

主办方：

AMC Live Group China(

四川大弘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承办方：四川省演出展览公司

票价：

vip/1280

元

/980

元

/680

元

/480

元

/280

元

售票热线 ： 大麦网 中国票务在线 ：

400-

610-3721

永乐票务：

4006-228-228

锦城艺术宫：

400-028-3331

组委会热线：

028-84597335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amc2011

微信：

amcgroup

自然分娩，是在痛苦中享受的幸福！顺产

到底有多痛？待产时间很长吗？哪些物品需要

提前准备？8月3日晚6:30，C D T V - 2玛丽亚《家

有喜事》力邀成都玛丽亚妇产医院产房护士长

王启容为您介绍待产、生产的步骤和所需准备

的物品。

正确了解待产和分娩

产妇一进入产房是否就会马上分娩？ 王护

士长为我们解释： 一般出现临产现象且产妇宫

口开大2~3公分时，产妇会被送入产房的待产区

待产，等到产妇宫口开到7~8公分才会进入分娩

室分娩；分娩又是从宫口全开到胎儿娩出，再到

胎盘娩出，最后对产妇观察2小时，待产妇无特

殊情况即可送回客房休息，分娩结束。

专家支招 教您减少分娩疼痛

有效减轻顺产疼痛， 王护士长特别为大家

介绍目前国际流行的两种方法：（1）水中分娩：

通过水温、浮力使孕妇肌肉放松、宫颈扩张，促

使产妇感到镇静，有效减少疼痛感。（2）拉玛泽

分娩法： 让产妇在分娩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

的呼吸控制上，从而转移疼痛感。

玛丽亚待产包 贴心便捷更实用

成都玛丽亚妇产医院为每位分娩的会员提

前准备“玛丽亚专用待产包”，包括：妈妈和宝

宝衣服、产妇垫、尿不湿、包被、睡袋、塑料盆以

及奶粉等专业用品，让会员轻松入院，享受真正

高端国际化孕产体验。

节目预告：临近分娩，孕妈妈任何身体的小

反应都会引起一阵骚动。 到底什么时候是最佳

的分娩时机？8月10日晚6:30，C D T V - 2玛丽亚

《家有喜事》，成都玛丽亚妇产医院妇产科专家

吴正锋将为您介绍如何掌握最佳分娩时机。

明星集体追捧 年轻观众喜爱

第二季加多宝《中国好声音》第三集继续创造收视纪录

叶蒨文将挑歌迷合唱《选择》

叶蒨文完全是你巡回演唱会成都站

玛丽亚《家有喜事》2013年度孕产真人秀本期热荐

不再手忙脚乱 教您轻松分娩

几位导师争起学员互不相让

綦光与高毅很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