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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万张投票 成都人最爱汪峰

在发布会上， 当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

宣布根据广大成都市民的投票结果， 最终

将邀请来蓉开唱的导师是汪峰时， 现场响

起了持续不断的尖叫和掌声， 一些热情的

粉丝不断叫着汪峰的名字， 表达着对汪峰

的喜爱和期待。

据了解，上个月上旬，中国电信成都分公

司就宣布 “天翼飞Young�中国好声音 百城

百场巡回演唱会”将来成都，但当时还没有确

定究竟邀请哪位导师来蓉， 为了尊重广大成

都市民的意见， 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特别开

辟了网页、微博、微信、易信四个渠道，在张惠

妹、那英、庾澄庆、杨坤和汪峰五位导师中进

行“导师投票”，邀请广大市民投票选择自己

喜爱的导师。在近一个月的投票过程中，广大

市民踊跃参与， 投票数量很快超过100万张，

最终，汪峰以领先的票数胜出。中国电信成都

分公司带着成都市民的喜爱与期待， 与汪峰

的经纪公司接洽，最终打动了汪峰，将亲自率

第二季16强学员来成都开唱。

在发布会上，虽然汪峰并没有出现，但发

来了一段VCR问候成都的粉丝们， 并表示对

成都的演唱会非常期待，自己将精心准备，在

演唱会上带给大家惊喜。

16强学员登台 与成都市民共同放歌

在发布会上， 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称，

“天翼飞Young� 中国好声音 百城百场巡回

演唱会”成都站将邀请萱萱、毕夏、李琦、塔斯

肯、金润吉、张恒远、朱克等“中国好声音”第

二季的16强人气学员来蓉， 倾情演唱自己拿

手歌曲，并将与成都市民代表共同演唱歌曲。

据了解，在演唱会之前，中国电信成都分

公司在成都市区的众多社区将举行120场“好

声音全民PK赛”，以及在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大学、中医药大学、西南财大等各大高校举行

“好声音校园PK赛”，广大市民和高校学子均

可参与， 在决赛中获得前三名的选手还可以

亲临现场， 作为演唱会嘉宾与好声音16强学

员以及导师同台飙歌。

萱萱：将为成都专门演唱一首歌曲

发布会上，萱萱、侯磊、张欣奕和李秋泽

的出现， 让现场掀起了一个高潮。 凭借一首

《跟着感觉走》 赢得四位导师台前共舞的李

秋泽， 戴着一副墨镜出场， 依然是酷酷的表

情；为那英、孙楠都写过歌的“才子”侯磊，一

身休闲西服，干净利落；萱萱以一件花色外套

出现，赢得了粉丝的阵阵尖叫；而一头银色头

发的张欣奕， 在舞台上能把摇滚唱得嗨翻全

场，但在发布会上却略显腼腆。虽然四位学员

都成名不久，但已明星范儿十足。

在跟粉丝互动时， 侯磊说自己对成都的

火锅兴趣浓厚，非常想品尝。萱萱在被问及在

成都演唱会上会唱哪些歌曲时，她透露，自己

会演唱一首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唱过的

歌曲， 另外还会演唱一首专门为成都演唱会

准备的新歌， 期待成都的观众们届时能够到

演唱会上去听这首歌，并能够喜欢。

成都商报记者 伏永安 摄影报道

每年小喜神来拜年的时候， 就提醒

您春节又快到了！春节出南门，拜武侯，

逛庙会，游喜神方，早已成为成都市民

的节日习惯。 又到岁末，“2014成都大

庙会”正在武侯祠紧锣密鼓地筹备中，

一年一度的“小喜神”选拔活动也正式

接受报名啦！9岁到12岁的小朋友， 均可

参加哦！

成都人游喜神方的传统最早可追溯

到宋朝，在清末更是盛极一时。每到正月

初一早上，大家就扶老携幼，一起出南门

到武侯祠。每年的成都大庙会上，游喜神

方，参加除夕撞钟、仿古祭祀、烧香祈福、

接受小喜神送上的祝福和小礼物， 已经

成为广大市民过春节的习惯。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 本届选

拔，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特别携手成都电

视台少儿频道， 在武侯祠广益堂举办

“全家诵读《弟子规》暨国学小喜神”选

拔比赛。 今年成功当选的“小喜神”，将

参与“国学小课堂”培训，由文化专家、

武侯祠金牌讲解员组成强大的 “老师

团”，对小朋友进行国学辅导。大庙会开

庙后，“小喜神” 不仅要为观众送祝福、

送礼物、还将完成“小小讲解员”、“喜

神印章使者” 等光荣任务。“通过活动，

为小朋友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 锻炼自

己的平台”， 这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举

办此次选拔活动的初衷。

据悉，第一场周末赛定于1月4日和5

日，第二场周末赛定于1月12日。想参与

的小朋友们可要抓紧机会喽！

（曾灵）

世界经典音乐剧《猫》中文版已经在成

都成功上演了四场，“猫咪们”的高水准表演

和现场如梦似幻的舞美效果震撼了成都观

众。接下来，《猫》还将在锦城艺术宫继续演

出，这场人猫共欢的音乐剧欢乐狂潮将持续到

1月5日。

品质演出 引爆欢乐不眠夜

来成都之前，许多人始终对中文“猫”心

存疑虑，担心传世经典曲目汉化之后没有了原

来的韵味。但在两场演出之后，成都观众被中

文“猫”深深折服了。“不得不说，这次中文改

编得太棒了！” 许多观众在演出结束后激动地

说，“我看过英文版的《猫》，本以为改编成中

文版后可能会失去原版的味道，但是这个比英

文版还要让人激动！”《猫》中文版是音乐剧之

父韦伯第一部被翻译为中文的作品。此次中文

“猫”来成都，带来了全部34只猫。“这是因为

中文版绝不让观众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细节”，

制作方相关负责人说，“中文‘猫’比其他任何

一个版本都要完整，这也是中国观众不可错过

的精彩。”

大获好评 观众意犹未尽

与观众的互动是很多成都观众对《猫》竖

大拇指的环节。在现场，猫儿们躲藏在剧场的

暗夜里、游荡在观众身边，偶尔伸展懒腰“喵”

的一声惊动了身边投入在剧情中的观众，甚至

还有些胆大的坐在观众腿上，举着利爪在观众

的面前晃来晃去。“与观众互动是这部剧的亮

点，这部剧就是表现杰里科猫们一年一度的舞

会，观众作为人类实际上是‘入侵者’。”制作

方负责人说。在现场，猫儿们将剧场的互动性

发挥到了极致，让剧场里的“地球人”与“喵星

人”玩成一片，并沉浸在欢乐的情绪中。

（任宏伟）

“中国好声音”演唱会3月1日唱响蓉城

导师公布 汪峰来蓉

2014成都大庙会国学小喜神

招募开始啦

报名小贴士：

准备材料：

小朋友

1

寸（或

2

寸）照及生活照各一张；

小朋友性格特征、特长、才艺介绍。

报名地址：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宣传营销部办

公室；

报名时间：

1

月

2

日到

1

月

9

日，

9

：

00--12

：

00

，

13

：

00--17

：

00

；

咨询电话：

85568685

、

85559027

（武侯祠宣传

营销部）

通知方式：电话通知

比赛时间：

1

月

4

日、

5

日、

12

日

当选小喜神奖品设置：“

2014

成都大庙会”门

票

5

张；“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参观年票”

1

张；陈

岳叔叔《弟子规》新书一套；三国文化纪念品

一份

猫儿藏观众身边 一不小心“喵”的一声

音乐剧《猫》与观众互动频繁，观众看得乐滋滋

新浪微博：

@

锦城艺术宫

@

四川省演出展览

公司

主办方： 重庆演出公司 四川省演出展览公司

演出地点：锦城艺术宫

演出时间及票价：

2013

年

12

月

31

日（跨年场售罄）

2014

年

1

月

1

日

-1

月

5

日

19:30

1280

（极少量）

/880/680/480/380

（少量）

/280

（售

罄）

/180

（售罄）

/99

（售罄）

2014

年

1

月

1

日、

4

日

14:00

（下午场）

880

（极少量）

/680/480/380/280

（少量 ）

/180

（售

罄）

/99

（售罄）

订票电话：

锦城艺术宫：

86650834

、

86653820

大麦网

400-610-3721

；

四川演出票务：

400-028-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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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峰又要来成都开唱

啦！昨天，中国电信成都分

公司举行新闻发布会，宣

布“天翼飞Young�中国

好声音 百城百场巡回演

唱会”成都站将于3月1日

在成都体育中心上演，第

二季16强学员将登台献

歌， 经过成都市民上百万

张投票， 汪峰从五位导师

中胜出， 将在成都演唱会

上放歌。发布会上，“中国

好声音”第二季人气学员

萱萱、侯磊、张欣奕和李秋

泽的出现， 让现场粉丝尖

叫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