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星成都见粉丝

昨晚， 泰星Pchy和Aom在成都举行见

面会，数百粉丝捧场，气氛热烈。据了解，两人

此番主要目的是介绍“朋友真人秀明星领队

游泰国”项目，在见面会现场，两人除了卖力

推荐泰国旅游资源外，更和粉丝亲切互动。

成都商报记者 徐云霄 摄影记者 郭广宇

苹果和安卓版本均已上线！手机登录

拍拍动产品网站

paipaidong.cdsb.com

可

直接下载安装。苹果手机用户还可通过在

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中搜索 “拍拍动

AR

”下载。安卓手机用户还可通过在机锋、

木蚂蚁等各大安卓应用市场搜索 “拍拍

动”下载。安装成功后 ，打开 “拍拍动 ”，将

摄像头对准带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待缓

冲完成后 ，点击屏幕上的播放按钮 ，即可

体验精彩！

拍拍动

随着《2012姜育恒跟“往事-酒干

杯”七夕情人节演唱会》的日益临近，在

全线飘红的“牛市”票房下，大众难免会

萌发一些疑问， 这位1958年出生的歌坛

老将，在经历数十载岁月的风霜后，是否

还能像当初一样玩转舞台，玩转麦克风，

用他那沉郁顿挫的风格拨动每一个听众

的心弦？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在经历过人

生种种之后， 姜育恒的歌里那份淡淡的

忧伤更耐人寻味， 我们不光能在他充满

磁性的歌里寻找当年忧郁王子的原始气

息， 还能在他歌曲的字里行间引发对人

生和真情的思考。

2011年姜育恒进行再一轮全国巡

回演出， 姜育恒把主题为 《我和我的朋

友》的北京站演唱会变成了K歌房，时而

喜笑颜开， 时而款款深情， 时而自弹自

唱，时而与歌迷互动，一人力撑全场，数

次与歌迷高声合唱，引得全场一片沸腾。

而接下来的一路巡演， 一直到久违了21

年的成都， 姜育恒没有一场让歌迷失望

过，各大城市的姜迷纷纷赞叹：姜，还是

老的辣！

姜育恒在演艺圈子里是个众所周知

的高尔夫好手，据说实力直逼准专业。为

了全力备战此次七夕成都个唱， 已经提

前抵达成都打球的姜育恒告诉记者，自

己平均一年可以打上近200场，加上平时

忙工作，几乎隔天就要打一场，有时一天

内甚至会打上两场。姜哥是打18洞的场，

一场的时间大约在5小时， 这么算来，最

多一天内打球长达10小时， 光是走路这

脚程抵了一个马拉松。 有时候会早上起

很早就为了打球，甚至上飞机前在打球，

下飞机后又去打球。 打球已经成为他业

余生活最大的爱好，姜哥有固定的球友，

姜哥不单身体更好， 还赚到小麦色的健

康肤色。 所以， 谈到演唱会的体能和状

态，我们似乎有点杞人忧天，虽然岁月无

情，但他依旧“姜”山不改，魅力无穷。明

天的四川省体育馆， 一定让你看到一个

不一样的姜育恒！

（任宏伟）

出品主办：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荣誉主

办：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往事

-

酒】；运营

执行：

OEC

成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娱乐运营

中心；演出时间：

2012.8.23.20:23

；演出场馆：

四川省体育馆； 演出票价：

280

（售罄）

/380/

480/ 680/980/VIP

；【情侣套票 ：

380*2=600

；

480*2 =800

；

680*2 =1000

；

980*2=1500

】

演 出 购 票 ：

OEC

票 务

8438-8008

大

麦 网

www.piao.

com.cn 400 -

610-3721

锦城艺术宫

8665-3820

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

即将登陆成都啦

!2012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

日， 由伦敦西区原版团队打造，

华语填词大师陈乐融译作歌词， 世界

第十四个语言版本的 《妈妈咪呀！》中

文版即将在锦城艺术宫献上本次世界

巡演的精彩一站！

粉丝期待高

2007年，原版《妈妈咪呀！》就曾在京

沪两地上演，观演人次在10万人左右，门票

全部售罄，热度空前令主办方都倍感意外，

造就了那个夏天的“妈妈咪呀热潮”。此次

《妈妈咪呀！》 中文版的巡演吸引了当年

“妈妈咪呀热潮”中的粉丝。中文版巡演信

息一经发布，许多粉丝都表现出“想看看中

文版到底有多好看”的期待。一位音乐剧爱

好者说：“我看过伦敦西区悲壮的《悲惨世

界》，魔幻的《Wicked》，惊艳的《歌剧魅

影》，就差《妈妈咪呀！》了。这次我要尝试

咱们引进的中文版，期待!”

故事情感浓

此外，《妈妈咪呀！》 中文版还引起了

ABBA乐队歌迷的浓厚兴趣。 本身，《妈妈

咪呀！》因为ABBA的音乐而兴，ABBA金曲

编织了一个充满爱情、亲情的故事，展现了

女性经历爱情、 婚姻悲欢离合时的情感世

界和心灵活动， 始终充满对人生的积极态

度和对生活的乐观情绪。许多人因为《妈妈

咪呀！》爱上了ABBA音乐，因为ABBA金曲

迷上了《妈妈咪呀！》。到现在为止，我们耳

熟能详的ABBA金曲全都是英语版本，中文

歌词是否会让ABBA金曲失色？是歌迷们最

担心的问题。 中文版歌词经过全国十多位

译作者几轮比稿之后， 邀约了华语资深词

作者陈乐融译作歌词。 而后由英国版权方

把关最终质量后， 不少粉丝对于中文版的

歌词颇为满意。

高品质低票价

一般来说， 国际制作演出的最低价在280

元左右， 高票价成了很多观众无缘国际制

作高品质演出的主要原因。 而 《妈妈咪

呀！》中文版的低价路线，让最低价的门票

成了抢手货。尽管《妈妈咪呀！》中文版的

制作成本几乎超过4000万人民币， 但为了

引导国人音乐剧的欣赏习惯， 制作方亚洲

联创还是将票价定位在“平民”价格， 最

低票价180元，平均票价也定在600元左右。

原版制作保证世界品质的同时， 用音乐剧

“平民”价格引导文化消费，真正让观众有

可能在家门口欣赏到具有国际水准的优质

音乐剧。

（任宏伟）

歌迷热切盼望，校长收集意见

谭咏麟作为华语乐坛无可争议的音乐

巨人，他长青不衰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例如

他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 他堪比青年的出

众体能，他勇于创新，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

精神等， 而还有一点便是他与歌迷们一直

以来的无比贴心， 让他在歌迷心中的形象

在巨星之外更像是一个永远体贴关怀的师

长、大哥，亲近的感觉让他始终与歌迷亲如

一家，备受歌迷的拥戴。

歌迷的意见是校长在这次演唱会前特

别强调的，甚至是强调最多的选曲标准，因

此在演唱会之前， 校长特别安排了工作人

员收集歌迷们的意见， 歌迷们无论是通过

微博、论坛、贴吧甚至是信件等方式提出的

关于演唱会曲目的意见都将一一纳入校长

选曲的参考范围，虽然某一首歌曲，某位歌

迷鼎力推荐，在现场却不一定能听到，这样

的选曲方式也给曲目单的最终出炉带来了

一定的变数，但无疑蕴藏着更大的惊喜。因

此， 歌迷们如果有向校长提出过自己的期

望， 那就好好地练习那首你自己钟爱的经

典吧， 以免校长选择了你的意见而你自己

却还没有准备好。

歌迷要让谭校长“再度感动”

谭咏麟演唱会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就

是为歌迷奉献“惊喜”，比如致敬杰克逊，

翻唱其他歌手金曲等，如校长翻唱的《爱

与痛的边缘》《海阔天空》《酒干倘卖无》

《用心良苦》 等早已经被歌迷奉为演唱会

上的神来之笔。 而此次成都演唱会上校长

会翻唱哪位歌手的经典曲目可谓是歌迷们

十分关心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其实相当有

迹可循。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过程中， 校长多次

表示出了对Eason陈奕迅的欣赏和厚爱，更

毫不掩饰地表示Eason非常有希望接过他

手中的旗帜， 成为香港地区乐坛又一棵不

折不扣的常青树，而校长对于Eason的一些

歌曲比如《明年今日》等都相当钟爱，演唱

会上倾情翻唱极有可能。

除Eason之外，校长欣赏的艺人还有不

少， 他在之前的演唱会或是唱片当中也都

有过一些经典的翻唱让歌迷至今念念不

忘， 无论是Beatles、Michale� jackson还是王

菲、Beyond， 都十分有望成为校长演唱会

当中翻唱的对象， 因此适当练习几首校长

热爱的经典歌曲自然也将对大家现场大合

唱大有帮助。

因为金曲众多、歌迷群体广泛，谭咏麟

演唱会通常会成为全场合唱、 歌手与观众

合力完成的演唱会。为了迎接校长，歌迷纷

纷表示：“校长在成都绝对不会孤单，我们

一定会特别努力练习，在现场大声唱和，回

应校长对成都歌迷的情谊， 也让校长被我

们成都歌迷‘再度感动’！”

（任宏伟）

特别提示：

凡是在

8

月

23

日与谭校长同一天生日

的歌迷，持身份证、教师证购票送大礼。包

括纪念版

T

恤、非卖品签名

CD

等等。

出品主办：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运营执行：

OEC

成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娱乐

运营中心

演出时间：

2012.9.1.20:00

演出场馆：成都体育中心

演出票价 ：外场

100

（售罄 ）

/200

（售罄 ）

/300/

400

内场

600/800

（售罄）

/1000/VIP

；

演出购票 ： 大麦网

www.piao.com.cn 400-

610-3721

城中：锦城艺术宫

8665-3820

城东：双林票

亭

8438-8008

城南：高朋票亭

8438-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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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歌迷一起感动

谭咏麟

明天是8月23

日，“永远25岁”的

谭咏麟又将迎来自己

的生日。

他直言会跟家人

朋友吃饭， 普普通通

地度过， 更自曝生日

一个月前已经开始收

礼物。

生日礼物的选择

有很多， 谭校长最想

要的那份， 既简单又

复杂。

“9月1日成体中

心的演唱会， 我希望

全场的歌迷在那些岁

月的旋律中， 与我一

起感动！”

9月1日，“谭咏

麟2012再度感动世

界巡演”成都站将在

成体中心感动上演。

届时， 谭咏麟将

唱足3小时，把成体中

心彻底变成超大K房。

那一天， 你会来

听属于你生命的那首

歌吗？ 如果你热爱谭

校长， 如果你热爱生

命， 肯定不会错过那

一瞬间的光芒， 让我

们一起祝福校长，

“生日快乐！”

《妈妈咪呀！》

中文版即将登陆成都

不一样的姜育恒

2012 成 都 广 播 电 视 台 ， 大 开 演 界 、 给 你 好 看

还是老的辣

明晚一起期待

姜，

新浪微博：

@

锦城艺术宫

@

四川省演出展览公司

主办方： 四川省演出展览公司

(AMC)

四川新恒公关策划有限公司；演出时间：

11

月

27

日—

11

月

29

日

19:30

；

12

月

1

日、

12

月

2

日

14:30

（下午场）

19:30

；演出地点：锦城艺术

宫 ；票价 ：

VIP1280/880/580/380/180

；订票电话 ：

028-86650834

、

86653820

、

84597355

四川演出票务

400-028-3331

；唯一指定淘宝网店：

http://jcysg.taobao.com

；网络订票：锦城

艺术宫官方网站

www.jcysg.com

；中国票务在线：

www.piao.com.cn

；会员专享通道：

86650834

《壮志凌云》导演托尼·斯科特跳桥自

杀的原因猜想不断。 美国当地时间周一，

ABC电视台报道称托尼·斯科特的死，源于

他患上了“不可治愈的脑癌”，并且说明这

来源于“一位和斯科特关系十分近的消息

源”。然而，仅数小时以后，路透社、洛杉矶

时报等多家媒体， 包括ABC驻洛杉矶分站

都纷纷否认了这一消息， 洛杉矶的验尸官

艾德·温托透露，斯科特的家人说他们并不

知道托尼生前患有“不可治愈的”癌症，并

否认了媒体先前的报道， 不过这位验尸官

同时表示， 最后的结果都要等到四至八周

以后的验尸报告出来以后才知道， 而对于

托尼尸体的解剖主要是看他是否在生前有

健康问题。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托尼坠入水中

的过程，有照片也有录像，还被旁边商家的

监控摄像头记录了下来， 不过据看过了监

控的人说，这些录像并不十分清晰。目前，

录像还被标价出售。

在托尼·斯科特跳桥自杀前，他还与汤

姆·克鲁斯会面，商谈了《壮志凌云》续集

的拍摄计划。斯科特自杀消息曝光以后，克

鲁斯于当天发表声明：“托尼是我亲密的朋

友，我真的非常想念他。他是一个极富创造

性的梦想家， 他在电影史留下的印记无与

伦比， 我要向他的家人致上最沉痛的哀

悼。”

范筱苑 张世豪 编译 整理

《壮志凌云》导演跳桥自杀追踪

托尼自杀，因患脑癌？

托尼·斯科特

自杀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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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25岁”

《妈妈咪呀！》中文版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