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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梁博突然在洛杉矶街头

被网友拍到。那时距离他得到好声音冠军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他消失了整整一

年。风光一时无两的冠军梁博就这么不好

不坏地存在着。没有代言，没有演出，没有

专辑，没有报道，交出一张空白卷。

就连那次街头“卖艺”的风波也最

终未能成为风波。黑

T

仔裤，吉他相伴，

梁博看上去，云淡风轻得过了头。好像

他从来没有登上过那个舞台，从来没有

拿过冠军，从来不为你我所知。所以我

最好奇的始终是， 明知道这是个名利

场，当初为何要踏入？

唯一的解释是：爱音乐。他站上这

个舞台只是为了唱歌。事后人们也只能

猜测，当初好声音的舞台如何利用梁博

的独特来扭转了整个舆论导向：不讲故

事不煽情的梁博的胜利，证明了好声音

的确是以声音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

对此，无人质疑。也因此，梁博这个

冠军，既理所当然，又阴差阳错。

从选秀操作者的角度来说，遇到梁

博这样的人，是有点“划不来”。在后续

操作中， 李莫愁这样又听话又博眼球，

还能以最快速度带来利润的孩子，才是

最招人喜欢的“可塑之才”。而几乎所有

选秀者， 必定是知道这样的后果的。他

们要成名，想成名，高曝光率和商业化

操作，几乎是必然的道路。

所以，梁博是十年选秀生态中的另

类样本。很难说他两年后的回归就是胜

利：新专辑刚刚发布，有市场预期，但不

能说这就是成功。

但在梁博的内心世界里，这已然是

成功。 他是遵从内心选择的胜利者。十

年来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选秀的成功者

都被既有的模式牵着走，只有极稀少的

样本在遵从自己的内心。 一些人屈从

过，又挣扎过，最终因为内心与外界的

种种不和， 成为遵从内心的失败者。苏

醒大概就是这样的例子。

梁博的个体本身无法复制，他有他

“绝世而独立”的魅力。更重要的是，梁

博的经历无法复制。他幸运地遇到了老

板张靓颖，十年前张本身就曾是一位反

叛者。所以她愿意帮助梁博，让他挣脱

既有的商业模式，给他时间，空间，尊重

他的沉寂。

两年， 是韩国兵役中最短的兵种服

役时间。这对韩国顶级男星来说，几乎是

灭顶之灾。而对梁博，是“还给大家一个

真正的梁博”的两年。两年里，吴莫愁被

看烦了，李代沫消失了。而梁博，回来了。

在娱乐工业中，一大半人是芸芸众

生，因为向往与努力，留在了既定的工

业模式里，生存和沉浮。另外一小半的

人心有不甘，总是在做挣扎，他们中大

部分被大众抛弃，小部分因为个体魅力

与幸运机遇， 成为相对独立的成功者。

而即便是这样的成功者，也或多或少有

过臣服的过往， 独立特性如范晓萱，也

唱过《我爱洗澡》，空灵婉转如王菲，也

做过自己不爱的王靖雯。

这些人组成了完整的娱乐圈 。如

今，幸运者的名单上多了一位梁博。

从2004年到今年， 选秀已经跨过十个

年头。草根舞台上绽放的歌手，能出人头地

的凤毛麟角，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尚雯

婕、张杰等等，更多的则是游走在商演舞台，

或者靠主持、拍戏，赚取可怜的曝光率。

爆红的那几位， 除了音乐品质不错之

外，更多是凭借超高的人气，当年李宇春货

真价实的300多万票数， 再也不可能重现。

比赛结束后，巡演、专辑、代言，应接不暇，

理所当然成为一线艺人。相反，绝大多数选

秀艺人，要面临层层的删选，有粉丝、有唱

片公司、有市场，看上去光鲜的背后，过程

是残酷，甚至血淋淋的。一时间，选秀艺人

身上的光环，早已变了成色。

如果再一成不变， 前浪绝对死在沙滩

上。这个庞大的群体，不少人选择了转变。

譬如谭维维，玩跨界艺术、推手游唱片，归

根到底都是为了继续做自己的音乐。 而梁

博则不然， 他是当年好声音中人气最高的

选手。 远远高过李代沫、 吉克隽逸等其他

人，只有吴莫愁能相提并论。可他的选择总

是让人意外，巡演不参加，他跑去考研。考

研没考上，也不见他推新唱片，突然就出现

在美国大街上，和国外音乐人玩音乐。梁博

玩的是迷踪拳，大家都摸不着头脑。直到推

出自己的新专辑，所有人才恍然大悟。

梁博走的不是寻常路，之所以他有勇

气选择。其一，他的音乐才华无庸置疑，全

能音乐人；第二，签了一家同样看重音乐

品质的唱片公司，老板张靓颖也是选秀出

身，也是对音乐品质坚持的偏执狂，所以

才愿意花大价钱让梁博在美国呆那么久。

这样才让人们在逐渐淡忘梁博两年后，重

新对这个名字充满了无尽兴趣。

沉默两年，终于迎来曙光。但，对大多

数唱片公司，大多数选秀艺人而言，这样的

选择未必是好。在实体唱片已死的当下，更

不能排斥商业， 更重要的是需要如何把音

乐和商业进行巧妙地结合。 我个人是欣赏

谭维维的方式，无论再怎么玩，万变不离其

宗，都是为了音乐。

或许，这才是选秀艺人想要生存，想要

发展的必经之路。

梁博的新东家叫少城时代，是同为选秀

出声的张靓颖的公司。 关于与灿星的和解，

少城时代董事长冯柯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经

过长时间的沟通，少城时代和灿星文化达成

一致，共同打造梁博。“梁博在美国录专辑的

时候，制作人对他赞不绝口，说他即便留在

美国做职业吉他手，一样能生活得特别好。”

在冯柯眼中，梁博是个不可多得的全才。“创

作、制作、唱歌、乐器，他真的是个全才。他的

风格，在整个华语歌坛都非常另类。”

至于梁博的固执、偏执，冯柯非常理解。

“国外很多摇滚巨星， 都有自己的固执，独

特的见解， 甚至连视觉部分都要亲自过问。

所以梁博有这样的情况，也很正常。”冯柯

很清楚签约梁博，是要承担风险的，因为梁

博的商演非常少， 本人也不会去迎合商演。

“商演不是梁博所要承担的主要工作，我们

很清楚，音乐品质是最关键的，包括靓颖、王

铮亮在内的歌手， 都遵循以音乐品质说话。

这也是我们坚决要签梁博的主要原因，我们

希望和他一起打造高水准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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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骏踏春又归来———徐悲鸿在四川”

绘画精品展将在明日上午10点于成都武侯

祠美术馆正式开幕。这是继1993年秋徐悲鸿

纪念馆在蓉举办的徐悲鸿主题画展之后，时

隔20年，徐悲鸿的精品画作再次入川。展览

持续到5月10日， 每天10点到18点免费向公

众开放。

临展前夕，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采访了此

次来蓉督展的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徐悲鸿的

儿子徐庆平。 他现场鉴定了从四川民间征集

来的部分徐悲鸿画作。

徐庆平双手缓缓展开一幅画的卷轴，刚

展开画心看到题跋部分， 欣喜之情就溢于言

表，他连声叫道：好！好！这是真的！此幅作品

是徐悲鸿于1933年为张大千先生34岁生日所

作的半身肖像图。随后，徐庆平指着画面下方

的“吞吐大荒”的印信说，这是齐白石为父亲

徐悲鸿刻的印。除此，在这幅画面上还有当时

著名的四位书画大家的题跋和留印。 画面的

下部是徐悲鸿先生亲笔题写的落款：“画树

当画松，龙髯张天风，画人当画冉，虬姿吐长

虹……” 据此画的收藏机构负责人介绍，这

张画是在1994年时以一百多万元拍到的。另

外一幅画作是徐悲鸿绘制的东南亚地区特有

的一种树，看到画面中力贯千钧的绘画功力。

徐庆平感慨地说：“这是敢于先画墨再勾边，

父亲他反其道而行之。 这使得绘画对象又结

实，又有形。正如苏东坡的诗‘人生到处知何

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

那复计东西。’这是我父亲追求的境界，他用

鸿爪来对自己的墨迹作纪念。”

当徐庆平了解到， 张采芹后人把徐悲鸿

当年为张采芹画的白描全身像捐献给刚刚建

成的徐悲鸿纪念馆时， 他表示应该去看看张

采芹的故居， 把画作复制一份送给张采芹的

后人。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实习生 张涵

去年张歆艺共有6部剧播出，堪称高产，她

说今年起会把工作的节奏放慢，“在外面的时

间太长，没时间多陪陪公婆，今年过年就特意

带了他们去国外度假。”在接戏上，张歆艺说以

后也会刻意选在北京拍的戏，“离家近，拍个10

天，希望给我一天的假期，让我回家一下。”影

视圈有不少夫妻档，男当导演，女当制片人的

例子也不鲜见， 张歆艺说这个她肯定做不来，

“以我的智商，怎么当制片人？而且做不了他的

制片，因为他是做电影的，我也尽可能地不和

他的工作产生关系。他是导演，我是演员，各尽

其职。”

当然张歆艺有自己的想法，希望把自己从

业以来，啼笑皆非或黯然垂泪的故事，写成剧

本拍出来。“我已经找了一位编剧朋友，帮我起

草了一个一万字的故事大纲，我来演。我们这

个行业被很多人妖魔化，因为他们觉得，女演

员怎么怎么样，男演员怎么怎么样，要做个什

么事情， 背后一定有很多很多见不得光的。实

际上，我们怎样去赢得这场战役，怎样付出的

辛劳，没有人去关心。我想给演员翻个身，所有

女演员，成功的女演员，翻个身。”张歆艺也坦

言，故事里肯定会体现“潜规则”，只不过用另

外一种方式。“可能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脏，它可

能是一种代价，成名之后的代价，或者是未成

名想要成名付出的代价，当好几种代价摆在你

眼前时，就要你自己做出选择。”

去年5月，张歆艺与电影《匹夫》的导演杨

树鹏结婚，曾引起不小轰动。走入围城的张歆

艺感觉非常好，“我跟我老公都是不太较真的

人，各自有各自的精神世界，能理解对方，又是

同行，很好聊，沟通无障碍，互相很包容，大家

都很快乐。” 所以， 张歆艺也有了要小孩的计

划。“后年吧，好年份。我老公现在经常端着我

的脸说，‘不是整的吧？’我说不是，但牙是烤

瓷牙。他以前其实不喜欢小孩，觉得很麻烦。后

来跟我一起，他也想象了一下，一个女儿应该

很漂亮，一个儿子应该挺痞的。”张歆艺还向记

者透露，她的邻居叫黄觉，都住了一年多才发

现是自己的邻居。“这次和他一起拍戏，我发现

他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告诉我，他老婆刚生了

老二，你说孩子压力大吗？他说，牛，全是正能

量，赶紧。”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王力宏来成都开演唱会不仅引发粉丝疯

狂支持， 也引起了成都不少音乐人的注意，纷

纷表示希望到现场去感受。5月10日， 王力宏

2014“MUSIC-MAN� II”火力全开世界巡回

演唱会成都站将在成体中心举行，这场演唱会

将全方位展示一个音乐奇才的全球受宠之谜。

一个人不仅帅，还很有内涵，这让很多人

无法抗拒。 王力宏的帅气几乎对抗了时间的

侵蚀。 而他更以自己勤奋的创作与以身作则

的社会责任感， 让许多年轻人找到了人生的

方向。当自己的一举一动被人关注、学习、效

仿、追逐时，王力宏仍然做到了近乎完美的公

众表现。 黑撒乐队的双喜称赞力宏在音乐上

的才气，“我觉得他对音乐负责， 对歌曲风格

的理解非常专业”。 除了音乐他更投身公益，

甚至承诺带着夫人一起投身公益。

从2000年以电影《雷霆战警》涉足影坛开

始，王力宏相继受邀主演《拳神》《大兵小将》

《非常幸运》 等电影。2010年首部自编自导自

演电影《恋爱通告》票房成绩刷新了新锐导演

记录，而这部片子中他更是将音乐与电影完美

结合在了一起，主题曲《你不知道的事》更让

很多人潸然泪下。2013年， 王力宏又以两部好

莱坞大片《骇客交锋》《歼灭者》进军国际。

王 力 宏 就 是 为 音 乐 而 生 的“MU-

SIC-MAN”，目前除了舞美灯光等制作团队

全面升级外，会有1：1的比例制作的坦克道具

惊艳亮相，更有“飞天钢琴”带着王力宏缓缓

升至12米的半空中， 而这也成了西安歌迷最

期待的一个浪漫的场景。 王力宏携手国际顶

级制作团队，要以完美震撼的LIVE（现场）版

告诉世界：这才叫巨星个唱！

（任宏伟）

演出时间：

5

月

10

日

19:30

；地点：成都市

体育中心 （体育场）； 票价： 内场

VIP/1280/

980/680

（元）；看台

480/380/280

（元）；总票房

地址：成都市人民中路

10

号，体育综合楼

505

；

订票电话：

028-81472290

；票务总代理：大麦

中国票务

400-610-372 www.DAIMAI.cn

“二姐”张歆艺的小算盘：

拍片为女演员正名

揭开王力宏演唱会受宠之谜

“徐悲鸿在四川”绘画精品展明日开展

徐悲鸿之子徐庆平抵蓉现场鉴定

大家都叫张歆艺“二

姐”，因为她大大咧咧，性

格直率， 没心眼。 其实，

“二姐” 也有自己的小算

盘， 比如找了一个编剧朋

友，要把自己从业以来，啼

笑皆非或黯然垂泪的故

事， 写成剧本拍出来。近

日，受YSL圣罗兰美妆的

邀请， 川妹子张歆艺回到

成都为其站台。 在接受成

都商报记者采访时， 张歆

艺透露婚后生活让她整个

人很安心，很放松，所以也

有了要小宝宝的计划。同

时， 她想把自己的经历写

成剧本拍出来，“我想给

演员翻个身，所有女演员，

成功的女演员，翻个身。”

后选秀时代的反思样本/上篇

不可复制的胜利

异类梁博

好声音没有改变

我的人生目标

� � � �“8年了，我和我的小伙伴长大了，你们呢？我们从这里出发，一直在

坚持我们从2005年开始的最初的梦想，你们的梦想还在坚持吗？”去年

2013“快男”总决赛的舞台上，在所有人都被李宇春这句话打动的时

候，选秀也走到了第10个年头。在跨过10年的选秀长廊中，被关注的往

往是金字塔塔尖的那几位，更多的选秀歌手，则生存在塔尖之下。

当选秀被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掩盖时，我们何尝不回头，看看这过

往的10年，那些浮光掠影般的名字。更需要反思，找寻选秀步入尴尬后

的出路。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趁着热度

还在，赶紧捞金赚钱，这几乎是流行艺人的

金科玉律。而梁博则不然，这位总喜欢眯着

眼睛，抱着吉他唱歌的孩子，似乎更愿意远

离繁华，甚至连《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冠军

的桂冠也不要，独自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修

行，当一个大众眼里的“异类”。这样的他，

即便放在选秀十年的浮华世界中，也仅此一

人，不可复制。

昨日下午，梁博携带着自己的首张创作

专辑《梁博》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中。他希

望通过这12首风格迥异的歌曲，告诉大家一

个真正的梁博，而不是仅仅在舞台上参加比

赛的自己。 在接受成都商报独家专访时，梁

博坦言在美国这半年是自己人生中最快乐

的时光，就像当年他参加好声音，是想用自

己喜欢的事去实现想要的生活。

好声音第一季冠军，那英爱，汪峰捧，集

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梁博，理所当然地应该开

始发专辑，抢代言，做商演似的流水线制作，

赚得钵满盆满之余，也能继续自己的音乐理

想。但梁博完全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好声音巡

演没参加，也没有代言，最早发EP的选手也

不是他，只在中途听到他要去考研的消息。然

后，就是在美国被拍到在街头玩音乐。

放弃曾带给他无限荣誉的光环，选择一

种类似隐士的生活， 梁博究竟图个啥？“希

望告诉大家一个真正的梁博，让大家重新认

识我！”在梁博看来，以前大家认识自己的

角度很单一。“毕竟是个比赛， 很难真正去

表达自己的音乐。”

“当时所谓的消失，其实就是自己没有

作品。如果我的专辑一直没有去录制，老是拿

一个头衔出去消耗，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我把

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上面， 别人看起来就像

是我消失了。”当然，梁博做出的选择，是有

代价的。 譬如同时期出道的选手， 吴莫愁等

等，发片、商演、代言，发展的都不错。“不会

去刻意关注，但有时候打开电视看新闻，看到

有他们，我是发自内心地替他们高兴。”

久违了的梁博， 还是像当时那般平静。

提到这张精心打磨的专辑，他憨厚地笑了两

声， 透露也是在刚做完专辑时觉得挺兴奋，

现在心情又恢复了平常。“去美国是我提出

来的要求，因为我觉得美国的资源，包括明

确的标准、制作的质量，能让我做出一张很

棒的专辑。” 梁博希望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自然一些，直接一些。“我只有23岁，我的音

乐风格虽然需要统一， 但不是客观上的统

一，唱歌毕竟是发自内心的。”

昨日的发布会上，灿星文化董事长田明

也出现在现场， 为梁博送上特别定制麦克

风。 之前甚传梁博和灿星闹得很不愉快，对

此，梁博不愿意多谈，表示都交给了新公司

少城时代去处理。 但他也提到一点，“和他

们（灿星）之前没有有效直接的沟通，他们

没有站在我的角度去为我着想。”但他很感

谢那英，虽然彼此之间不谈工作，更多的是

拉家常。“那英老师一直很支持我， 她相信

我能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自己的爱徒，那

英之前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还提醒过

他，希望他一直保持自己这种音乐性格和态

度，永远不要忘了“感恩”这句话。

跌跌撞撞后，梁博终于迎来了自己第一

张专辑，这个时候再问他的人生目标是否改

变，他认真地回答，“没有！”他的目标很简

单，就是想去用自己喜欢的事去实现想要的

生活。“参加好声音， 并没有改变我的人生

目标。如果说参加比赛，只是实现了我一半

的人生目标，接下来，我希望用我的音乐来

完成我未实现的另一半目标！”

梁博 不可复制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夺冠后“消失”

2014重新出发

新东家表态

实体唱片几乎死亡

排斥商业需慎重

记者观察

梁博原创单曲

《你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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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博在美国街头演唱

时尚张歆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