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0日开启8进3

谁能代表成都把歌唱？

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

国南方航空主办的“民歌争霸———2013中

国国际民歌大会”成都站活动即将迎来最

高潮的一幕———8进3终极角逐。8月10日下

午6点，从200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的8强歌

手将面临更加残酷的比赛，最终只有3名选

手才能代表成都站前往北京参加央视的全

国决赛。他们会是谁呢？

作为“选秀之都”，成都拥有辐射西南地

区的强大选秀基础， 这里也拥有深厚的民歌

资源。7月20日活动启动以后， 民间高手踊跃

报名，在7月24日的初选之后，最富实力的八

强诞生。有趣的是，这次民歌选拔比赛不设门

槛，广邀歌唱好手，在八强选手中，甚至有两

位超级低龄选手。9岁的广元女孩何欣雨、10

岁的重庆小童星廖艺凡。

不过，两位小选手年龄虽小，却也都是

身经百战。廖艺凡唱歌表演俱佳，会钢琴，爱

跳舞，8岁就举办过个人少儿独唱演唱会，今

年3月还获得过中小学才艺展演声乐演唱一

等奖，去年参加“快乐阳光”第十届全国卡

拉OK总决赛，也获得了儿童D组金奖，还是

第五届中国小音乐家儿童声乐B组全国总决

赛金奖第一名……强大的履历表让这名小

歌手看起来有些不容小觑。昨日成都商报记

者拨通他爸爸的电话，廖先生告知，小艺凡

这几天正在北京参加电视台活动，今日将飞

回成都准备10日的比赛。虽然组委会只要求

表演两首歌曲， 但是小艺凡已经准备了3首

民歌， 问他有多大把握能过关斩将进入前

三，廖先生表示对女儿很有信心。

成年选手也各有特色， 最引人注目的

属彝族男女组合，一首家乡放牛调，直接秒

杀俄罗斯海豚音王子维塔斯。 圈内小有名

气的“游子组合”中卧虎藏龙，成员阿布曾

发表创作多首作品，其中《美丽的姑娘》被

广泛传唱，成员蔡楚三是刀郎的师弟，也是

一名有实力的原创型歌手，1999年他创作

的第一首藏族通俗歌曲《梦回西藏》在西

藏广为传唱。 彝族歌手俄林果出过唱片

《回家》，今年9月还将推出新唱片《月光

下的眼泪》， 之前参加辽宁卫视 《激情唱

响》， 进入全国20强……这些成都8强选

手，将于8月10日登上民歌争霸群音会8进3

演播现场， 争夺成都3强家乡代言人荣誉，

同时也将代表四川参加全国总决赛， 与世

界民族音乐人汇聚北京。

（陈玲莉）

张艺谋跨界执导

京剧《天下归心》

日前，记者从业内获悉，京剧《天下归

心》将由张艺谋担任总导演，并定于9月30

日至10月7日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国

家大剧院工作人员透露，《天下归心》目前

尚未建组， 但主创阵容已确定———总导演

由张艺谋担任，执行导演是著名京剧演员、

工架子花脸陈霖苍，编剧为蔡赴朝，作曲是

曾创作京剧《赤壁》的朱绍玉，舞美设计由

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高广健担任。

不过，从时间上来看，张艺谋即将开拍

的新片、改编自严歌苓《陆犯焉识》的《归

来》也预计于9月开机，看来老谋子在下半

年要全情投入到工作中了。

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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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港”了吗？

李克勤个唱：中秋款款，港乐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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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嗨”、“诙谐”这些形容词平时几乎

不会与“中国民乐”放在一起，但明晚8时在娇子

音乐厅举行的一场名为“聆听中国———天姿国

乐”2013音乐会将会为蓉城乐迷带来一次特别

的视听感受：最潮的民乐、最嗨的民乐、最纯美的

民乐、最诙谐的民乐、最跨界的组合，演出方“天

姿国乐”团打出了这样具有煽动性的演出口号。

从成都商报记者昨天拿到的节目单上看，既有描

绘古蜀道山高、流急、人犟的特色曲目《蜀山》，

也有浓情纯净的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既有

诙谐婉转的《溜溜调》，更有纪念王洛宾诞辰一

百周年的经典曲目《在那遥远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十部（组）曲目都是

经过全新构思编曲配器的， 流行时尚的配器和

由一群专业美女乐手解构之下全新的演绎方

式，洋溢着一股浓浓的“最潮民乐风”。

对于潮流民乐，乐迷们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

“女子十二乐坊”上。作为中国西部优秀的职业

女子乐团，“天姿国乐” 团的足迹已悄然遍布世

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伴随着“辣妹子”的笑

脸，这支新晋靓丽乐团的专场音乐会已成功登陆

肯尼迪音乐厅、捷克国家歌剧院、联合国欧洲总

部等等。在作品上，曾邀请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史

志友、李复斌、姜莹以及川内作曲家为其量身打

造过多首竞争力十足的曲目。本次演出的音乐总

监马久越曾先后为冯晓泉、曾格格制作专辑《天

上人间》、为宋祖英、周杰伦、张也、祖海、汤灿、

孙楠、孙悦、韩磊、陈明、沙宝亮等歌手制作音乐。

为了让更多蓉城发烧友提前感受到“天姿

国乐”团的音乐特色，乐团和成都商报特联袂

拿出30张音乐会门票（每张价值100元）供乐迷

免费热线抢票：028-86613333-1，民乐跨界，味

道特别。

（谢礼恒）

演出时间：2013年8月9日晚8：00； 演出地

点：娇子音乐厅；票价：VIP票(380元)甲票（150

元）乙票（120元）丙票（100元）；在线订票：大

麦票务 http://www.damai.cn� 永 乐 票 务 http:

//www.228.com.cn�主办单位： 四川省文化厅

四川交响乐团 演出单位：“天姿国乐”团

9月 18日———“就要 8”！ 为了庆祝

“FM94.6-GOLDEN� RADIO” 开播 8周

年，2013李克勤成都演唱会运营机构OEC

全媒体娱乐与FM94.6互动合作推出“经典

九四六，粤来乐动听”主题音乐季。作为全

成都电台收听率排名第一位的音乐频

率———FM94.6将携手华语乐坛 “零瑕疵”

唱将李克勤， 在金秋时节为全成都奉上一

场史上“最经典中秋演唱会”。

何为“最经典”，亦为“最畅销”。《李

克勤2013成都中秋演唱会》开票首周，便以

骄人的战绩，瞬间卖断300元和800元两个价

位的门票，斩获2013成都演唱会第三季度单

周票房销售桂冠。“成都的观众是懂得欣赏

和消费‘好东西’的！”这是数家成都本地

主流票务机构负责人对李克勤个唱赢得

“开门红” 所达成的一致共识。“粤语实力

派男歌手的个人演唱会在成都就没败过。李

克勤是少有的‘CD嗓’，此番更是第一次唱

响成都。”蓉城知名DJ阳光如是说。

9月18日当晚的演唱会将以李克勤上

世纪80年代出道至今的一首首经典金曲作

为本场演出的经纬， 分四个年代的歌曲特

点进行演绎，并穿插一些特别的编曲，把这

位华语乐坛“零瑕疵”唱将征战乐坛27年

的历程设计成“演奏厅”的框架，再融入经

典与流行的元素，向歌迷诉说心声。在这次

演唱会的特设环节上， 李克勤会用全新的

唱法去演绎经典之作，唱足3小时的时长对

于观众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划算，而对于

李克勤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从出道时期一曲成名的《一生不变》，

代表着青春气息的《护花使者》《夏日之神

话》， 再到成为当下经典励志歌曲的 《红

日》，还有深受大众喜爱的《回首》《高妹》

《飞花》《大会堂演奏厅》《月半小夜曲》

《一千零一夜》，每一首脍炙人口的粤语金

曲背后，都有李克勤和歌迷们成长的故事。

同时， 为了配合李克勤 “零瑕疵的声

线”，制作团队除了在歌曲、音效、舞蹈、灯

光等方面费尽心力之外， 对此次 “成都首

唱” 格外重视的李克勤也将带领自己的全

部原班精英团队， 把最正宗的原装香港四

面台演唱会，第一次奉献给每一位“港港”

的成都观众。 (

陈玲莉

)

出品主办：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特高娱

乐制作有限公司 （UNUSUAL� CHINA）；

运营执行：OEC全媒体娱乐； 演出时间：

2013.9.18.20:00；演出场馆：四川省体育馆；

演出票价：300 （售罄）/400/600/800 （售

罄 ）/1000/VIP； 票 务 热 线 ：OEC 票 务

8431-8946� � 大 麦 网 www.damai. � cn��

400-610-3721

对于80后、90后来说，S.

H.E可以说是伴随大家成长的

一个团体。从小学、中学、大学再到

如今，从青涩懵懂再到成熟稳重，这

一路上都有着S.H.E的陪伴， 在她

们身上有歌迷们无数的青春回忆。

刚出道的S.H.E是那时很多人

心中的完美理想型偶像， 这样的三

人让歌迷意识到原来明星也可以这

样，脱离一味做作的淑女风格，刚柔

并济、甜美俏皮、爽朗大方，带给歌

迷很大的惊喜。 那些年追星追得

不顾一切，无处安放的青春是在

S.H.E身上找到的目标，无处寻觅

的梦想是在S.H.E的歌声中获得

的希望。 她们的每一张专辑都在

增添新的风格，逐渐成熟。她们每

走一步都在刷新着自己的纪录，

向大家展现着她们的能力。

S.H.E短暂停驻的一段时

间， 让喜爱她们的歌迷无比思

念， 所有人都只能用过去美好的

回忆去填补空缺的画面。 每天匆匆

赶着去上课，书包里偷偷装着刊登有S.H.E消

息的娱乐杂志；每个月节省零花钱就是为了

能够购买S.H.E的磁带、CD；与伙伴一起兴奋

地讨论S.H.E的专辑、电视、广告等等；曾经因

为可以见她们一面而激动到睡不着觉；只要

听到S.H.E的名字就非常敏感。那个时候的S.

H.E正值青春，而歌迷也正当年少。歌迷们所

爱的不仅仅是偶像所唱的歌曲和她们本身，

也是曾经那些美好的日子和情感。

聚散终有时，青春终究会散场，在歌迷

步入成熟的阶段时，曾经喜爱的人或事还有

多少仍然存在着，就像S.H.E的歌词所唱“崇

拜过的偶像还有多少仍然是偶像”。S.H.E对

彼此有过约定，对歌迷有过承诺，她们要走

出伤痛，浴火重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给

所有人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向大家传递新生

的力量。8月31日，S.H.E将为成都的歌迷带

来夏日最强的热情，用无法抵挡的天籁美声

与歌迷一同唱响青春回忆。她们的强势回归

向大家宣告着胜利，她们更加坚定了歌迷的

信念， 她们必将证明曾经崇拜过的S.H.E依

然是所有歌迷心中的偶像。 (

陈玲莉

)

S.H.E 2013 Together Forever

世界巡

回演唱会成都站

演出时间：2013年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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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尊vip （售罄）/1280元/980元

/580元（售罄）/380元（售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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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

方微信：amcgroup

成都娃娃赴德演出

赢得国际关注

最潮民乐风明晚奏响蓉城

30张门票热线开抢!

S.H.E与歌迷一同

唱响青春与回忆

琼瑶纯爱大戏《花非花雾非雾》前晚

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正式开播。据悉，

开播当晚，该剧就取得开门红。对于该剧的

评价，大家褒贬不一。有网友称，台词依旧

很肉麻、桥段依旧很老套、爱情依旧那么撕

心裂肺。好吧，琼瑶依旧是琼瑶。

琼瑶的作品，一直都在向观众诉说爱情

的美妙，此次《花非花雾非雾》的台词依旧很

有琼瑶特色。“我郑重地告诉你， 你以后啊，

不可以离开我超过三天以上， 那是我的极

限。”“‘想’呢就是上面一个‘相’，下面加

上一个‘心’，那是你的相貌和我的心，你都

已经占据了我的心了，还敢问我想不想你？”

雪花在剧中对齐远的深情表白让不少网友大

呼“起鸡皮疙瘩”。

该剧作为琼瑶的原创新剧，剧中并线式

地讲述了多个感情故事。但不少“琼瑶资深

粉” 表示从剧情上看到琼瑶以前小说的影

子，“看了半小时后，确定了两点：首先这确

实是阿姨的新作没错；其次，剧情的部分有

她以前两部旧作的影子，分别是《雁儿在林

梢》和《心有千千结》”。更有网友直言，“看

来这部剧更像是一个琼瑶作品大杂烩。”

琼瑶曾多次公开表示 《花非花雾非

雾》是她此生最完美的作品，她一直对该剧

抱有很高的期望。 琼瑶曾在博客中坦言：

“我多么希望大家告诉我，‘虽然你老了，

你仍然完成了一部经典！’那么，我这一生，

真的无憾了！ 万一不是如此， 我也尽了全

力。”

成都商报记者 曾灵 综合报道

近日，成都市青少年宫艺术团舞蹈分团应邀

参加由世界音乐艺术教育协会、德中教科文促进

会、未来中国基金会和德中友好协会主办的“同

一个未来”2013德中艺术节。 成都娃娃们的精彩

表演赢得了外媒和专业乐团的认可与称赞，首次

出访德中艺术节的这支艺术团舞蹈分团，连续三

场演出、15个精彩节目，收获了世界关注的掌声。

此次出访德国的共有13个成都娃娃， 他们

都是历届“成都市学生优秀艺术人才选拔赛”

一等奖获得者，最小的才9岁，最大的13岁，他们

为德国观众表演了舞蹈和器乐演奏， 由12个娃

娃联袂表演的中国民族舞《欢天喜地》， 独舞

《花木兰》《外婆湾》等拿手节目不单以中国风

赢得国际关注， 还以独特的成都特色让外国友

人领略到了熊猫故乡的魅力与活力。 孩子们长

达三个月的辛苦排练、 高难度的水平展现也得

到了外媒和专业人士的认可： 舞蹈团分别在柏

林圣十字教堂、 柏林市中心白湖森林露天音乐

剧场、柏林大剧院进行的三场演出场场爆满，并

接受了德国国家电视台的采访。

成都市青少年宫舞蹈团在“2013德国中国

艺术节”中作为中国艺术团代表，在国际舞台

上展示了团队的艺术魅力， 被世界音乐艺术教

育协会和艺术节组委会授予“最佳团队奖”，参

演成员都被授予最佳艺术风采奖。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花非花雾非雾》台词依旧“很琼瑶”

“拍拍动”使用方法：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下载安装。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图片即可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