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宋德萍 汪阳 编辑 肖毅

美编 张庆 胡雪梅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王蒙先生再婚了。

在遇到新的爱情之后， 王蒙写了一

部短篇，叫做《明年我将衰老》。

他用惊人的充沛感情哗啦啦地写

作。“我的一生就是靠对你的诉说而生

活……我们俩没有空白……往事重新激

活，往日重新出现，空白不再空白，生动

永远生动，而美貌重新美貌，是你给了我

这一切。”

他在《王蒙八十自述》里引用这些

句子，送给他去年离世的“芳”。

当然，他还透露了另一件事，一件乍

看上去和“我的一生”有点矛盾的事。他

宣布他已再度直面未来：“我只会，我也

必须爱一个女人，守着一个女人，永远通

连着一个这样的人。” 如今，“这样的

人”唤作单三娅，是个记者。

单三娅女士非常了得。 她采访翻译

家冯亦代，对话故宫院长，在爱泼斯坦家

中面对面。她也关注豫南深山的女教师，

实地考察河西走廊的治沙工程。2008年，

年事已高的她曾亲赴汶川采访地震。她

深刻、 广博， 而不乏时代趣味， 既研究

《大明宫词》的语言魅力，也关注流行乐

天王张学友。

即便如此， 她仍然只是一位不被大

多数人认识的记者， 与前文化部长的黄

昏恋，仍然可以被解读得很耸动。

当然，她美丽秀雅。最难得的是，她

“是他的安慰”，“是他的救助”， 是他

“生机的复活”。明知将有眼光，将有口

舌，他愿意昭告天下，她愿意左右相陪。

如此沧海月明，蓝田玉暖，难怪老爷

子大呼“爱情万岁”———如今连你我这

帮小辈儿都难以说出口，不信试试看。我

们只会假装深沉地说， 再也不相信爱情

了。

是的，我们不相信爱情，所以我们不

相信王蒙在“天塌地陷”之后，再“一见

钟情”。

娱乐圈每天都在给我们的惨淡人生

上课。王菲李亚鹏离了，谢霆锋张柏芝离

了，梁朝伟刘嘉玲却还是夫妻。那英说得

好，又不好。她说越是不被看好的事情，

往往就成了真。

我们用我们的经验， 来看待他人的

世界。这不科学。

前几天我采访中遇到一位搞测量与

地球物理研究的专家。他婉拒我的采访。

我坚持说：这是好事儿啊。他也坚持：什

么事都不能好得过了头。停了停，这位理

科博士又说：“你看章子怡能嫁出去吗？

———不能。”

在博士的眼里，章子怡是“好得过

了头”的代表。

所以， 她遇到VIVI， 就是傍国际富

豪，遇到撒贝宁，就是女强男弱，遇到汪

峰，就是玩玩摇滚男。其实我也不信他们

真能走到头，但在当下，两人冒着狂风大

浪顶着那两张著名的脸， 在头等舱的毛

毯下拉着小手的当下，我们还是相信吧。

其实，最具名利场特质的好莱坞，恰

恰在这一点上最潇洒。 我们掰着指头来

数： 娜塔莉·波特曼嫁的是芭蕾舞指导，

安妮·海瑟薇嫁的是珠宝设计师， 凯拉·

奈特利嫁的是不知名键盘手。 真实生活

中，女神与屌丝结合了，而且，小日子都

过得挺好。

其实，就算是将来他们分手，你也未

必敢说这段婚姻就是失败。老话说冷暖自

知，老话还说，你侬我侬，老话可没说他怎

么样———我们还真不知道他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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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爱情万岁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李云迪：

肖邦音乐的完美诠释

2013年10月19日晚， 在肖邦演奏风

格上最趋于完美、 最富有诗意的钢琴家

李云迪将在四川省锦城艺术宫为你诠释

古典音乐的完美。 李云迪被视为对肖邦

钢琴音乐的最佳诠释，《纽约时报》称赞

他的肖邦“臻于完美”。2010年正值肖邦

诞辰200周年，为表彰李云迪对波兰音乐

文化的贡献， 波兰政府还特向其颁发了

第一本肖邦护照， 并授予他代表至高殊

荣的“荣耀艺术”文化勋章。

李云迪钢琴独奏音乐会的足迹遍布

世界各地：维也纳金色大厅、柏林爱乐音

乐厅、卡内基音乐厅（纽约）、马林斯基

音乐厅(圣彼得堡)、三得利音乐厅（东

京）和中国国家大剧院（北京）等。与他

合作过的乐团包括：柏林爱乐乐团、维也

纳爱乐乐团、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华盛

顿）、日本NHK交响乐团、俄罗斯国家交

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等。

李云迪的音乐会在全世界都很抢

手，他的专辑也创造了古典音乐专辑的

销售奇迹。记者获悉，截至2013年10月，

李云迪的专辑在美国亚马逊网古典销

量排行榜前100名中占据4席！其中《乐

动柏林》位列第19名，《贝多芬》位列

第32名，《肖邦／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

曲》位列第83名，《红色钢琴》位列第

1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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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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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典”、“音乐剧之王”———这是

音乐剧《猫》当之无愧的两大标签。作为音乐

剧史上最成功、 在百老汇上演时间最长的音

乐剧，《猫》 拥有超过6500万人次的粉丝，在

世界各地做过巡回演出， 更是创造了全球超

过200亿的票房佳绩，摘得“世界四大音乐剧

之首”的桂冠。

2014年1月1日至5日，由音乐剧之父———

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带领原版团队倾力打造

的《猫》中文版即将在锦城艺术宫与蓉城观

众亲密接触，唱中文的“喵星人”在席卷全国

后终于来到成都。

原版团队打造 中国猫血统正

《猫》作为四大音乐剧之首，曾一度成为

音乐剧的代名词，被誉为王者之王。该剧创作

于1981年，32年盛演不衰，14种语言版本席卷

26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城市， 是目前持续

巡演时间最长的音乐剧。

2008年《猫》英文版曾在成都连演8场，

场场爆满，几乎是一票难求，也给许多没有去

现场的人留下遗憾。而今，全球第15个语言版

本的中文版《猫》应运而生，时隔4年王者归

来。 为确保中文版同步美国百老汇及英国西

区的品质， 韦伯亲率原版团队全程参与了制

作，演出效果甚至超越了之前的英文版，同时

又加入一些中国元素， 让观众可以用自己的

母语听懂“猫语”，更能融入剧情之中。

演员精挑细选 品质不打折扣

《猫》中文版的制作，沿用了《妈妈咪

呀！》中文版的成功经验，由英方原版团队全

程制作，以最资深最权威的制作阵容，全球海

选华裔演员参与演出。从巨大的垃圾场布景、

群猫服装使用的毛发纤维、演员选择到排练、

上演，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关。

为了打造原汁原味的《猫》，让《猫》的

传奇魅力在中国继续延续， 韦伯多次亲临中

国制作现场坐镇指挥。而《猫》中文版的导演

兼舞蹈总监乔安，已经与“猫”共舞32年，亲

自参与了之前全部14个语言版本《猫》的制

作。她曾多次表示：“无论如何，剧的质量上我

是决不妥协的。”

（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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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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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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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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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

14:00

（下午场）

880/680/

480/380/280/180/99

； 订票电话 ：

400-610-3721

、

86650834

；四川演出票务：

400-028-3331

会员专

享通道：

86650834

；网络订票：唯一指定淘宝网店：

http://jcysg.taobao.com

； 锦 城 艺 术 宫 官 方 网 站

www.jcysg.com

林更新与前女友

发分手微博

近日，林更新与“谋女郎”周冬雨疑

似恋爱的新闻传得沸沸扬扬， 更有网友

报料称， 男方几个月前与相恋多年的女

友王蓉分手。 昨天早上林更新在新浪微

博上承认已与女友分手， 并坦言是否要

分手这份纠结已经憋了两年。不过，该微

博刚发布了一会儿，就被他删除了。

林更新写道，“相信爱情也有它的

保质期， 期限到了会留下没有灵魂的躯

壳， 舍不得丢掉它是因为这个躯壳里承

载着很多曾经令人幸福的回忆， 毕竟人

都是感情动物。当开始正视这个问题时，

就会为失去感到悲痛……自己的感受除

了自己还有谁更清楚？ 犹豫不决害人害

己，宁愿讨来恨，不想辜负谁的青春，因

为真的承担不起。直面彻底的离别，就好

像与亲人的离别，左手失去了右手，纠结

的苦楚。写这些话憋了几十分钟，可这感

受已经憋了两年， 相信变的风景也许更

适合我们，至于遗憾，就化作余音袅袅存

在心中吧。”

昨早，林更新前女友王蓉“闹不闹

得住菇”也在微博上发文写道：“几乎没

有回应过的事情， 今天也不会赘述来龙

去脉， 免得为了自圆其说或因为记忆的

偏差，也说出一些闪烁其词、破坏回忆美

感的话。娱乐新闻的时间性都很弱，往往

当事人都move� on了……我早就恢复平

静， 以至于身边很多朋友都来不及知道

发生过什么，反正不是什么大事儿。看到

这么多人留言，老实说非常受宠若惊，想

感谢又觉得肉麻，那我就不写了啊。”

昨天成都商报记者多次致电林更新

的宣传人员，他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李云迪2013中国钢琴梦全

国巡演成都站系列报道

唱中文的“喵星人”要来了

世界经典音乐剧《猫》中文版 2014年成都最好的新年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