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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ning� Man成员重磅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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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菲尼迪·敢爱青春

高晓松作品音乐会成都站

系列报道

《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高晓松的校园民谣，是一代人的青春

和记忆。10月5日，2014成都创意设计周·

英菲尼迪“敢爱青春”高晓松作品演唱会

将在秀丽东方温情登场。届时，高晓松将

携老狼、陈楚生、谭维维、叶蓓、周子琰、金

志文等知名歌手，与成都歌迷重温诸多民

谣经典。

据了解， 在成都演艺集团打造的这台

音乐会上，高晓松将化身主持人，用作品背后

的故事串起全场，而老狼、陈楚生、谭维维、叶

蓓等则将现场演绎他所创作的经典作品。不

仅如此，高晓松还从头至尾亲自把关，无论是

曲目、内容编排还是情景设置，都争取风格统

一。“所有的元素，都将围绕‘敢爱青春’这

个怀旧主题”。

另外，现场还将有韩国重磅嘉宾，带来顶

级的中韩文化和音乐的对话， 已确定Run-

ning� Man首位来蓉成员名单———HAHA河东

勋，Running� Man在亚洲拥有火爆人气，成龙

也曾亲赴韩国录制该节目。 河东勋亦是韩国

艺人HAHA，2001年出道， 固定出演Running�

Man。

（任宏伟）

演出信息

演出时间：2014年10

月5日晚19:30；演出票价：

VVIP/1280/880/580/380/

180 元 ； 订 票 电 话 ：

84456111/84459300/8445

6688；演出地点：中国成都

秀丽东方；总冠名：英菲尼

迪；指导单位：2014成都创

意设计周组委会； 出品单

位：成都演艺集团；主办单

位：世纪飞歌；特约网络支

持：腾讯大成网；特约视频

合作伙伴：爱奇艺；媒体支

持： 成都商报、 岷江音乐

台、 成都电台经典946、快

乐900、新浪四川；艺人指

定下榻酒店： 明宇豪雅酒

店；指定用水：老峨泉；官

方在线选座：立即送票务；

票务 总 代 理 ： 大 麦 网

400-610-3721；独家票务

系统：中国票务在线；指定

销 售 ： 永 乐 票 务

4006-228-228、 聚 橙 网

400-185-8666；锦城艺术

宫售票处028-86653819、

省 体 育 馆 售 票 处

4000-281-028； 票 务 代

理：中国票务网www.piao.

com400-028-1622； 中国

购 票 网 www.piao123.

com028-66005050； 麦风

票 务 www.mfpiao.

com028-86927720； 爱麦

票务028-84330525； 通路

支持：缤纷KTV、伊势丹

百货、太平洋咖啡、新华文

轩、璀璨KTV、NOVO百货、

西西弗书店； 爱奇艺专区

http://www.iqiyi.

com/kszt/gaoxiaosong.

html。

昨天下午， 在蓝顶艺术区顶空间举

办了著名当代艺术家俸正杰的作品品鉴

交流会。特邀《黄河》杂志主编、批评家

刘淳做了专题讲座， 呈现了俸正杰的创

作历程和近期作品。而由国内著名“平

民”收藏家、四川大学商学院教授谢晋

宇主持的“奥托·迪克斯版画品鉴会”则

吸引了一批版画发烧友， 他与大家分享

了版画的收藏知识，介绍了奥托·迪克斯

的石版画作品。

除了当代艺术， 国画书法作品也颇

有意趣，比如大家吴一峰、李琼久、岑学

恭等难得一见的精品近日也在宽云美术

馆亮相。 由成都市推广成都画派领导小

组办公室、宽云美术馆联合举办的“蜀

山探幽———近现代名家书画精品展”目

前正在宽云美术馆热展， 展览将持续到

10月7号。作为推广成都画派的系列展览

之一， 宽云精心挑选到老一辈画家吴一

峰、李琼久、岑学恭及现代蜀派书画名家

何自立、陈野平、且一可作为本次画展的

参展艺术家，展出画作60余幅，本次吴一

峰展出作品由其学生刘欣提供。 岑学恭

的9件展览作品主要由其子、著名画家岑

晓麟提供，李琼久作品则由藏家提供。这

些作品大多数都在市面难得一见。

虽然蓝顶艺术节开幕已三天， 参观

的市民依然络绎不绝。 要特别提醒各位

艺术迷的是，蓝顶美术馆新馆、老馆每周

一将闭馆休整一天。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实习生 张涵

艺术盛宴

2014成都蓝顶艺术节

特别报道

行为艺术

不能片面解读为暴力和裸奔

“现场艺术，呵呵，现场骂你们

算艺术么。” 这是网友在蓝顶艺术

节白鹭溪现场艺术 “身体自觉”举

行前在微信平台上的尖锐调侃。一

时间引起众多网友的围观讨论。什

么是行为艺术？ 如何正确看待行为

艺术？带着这些问题，昨日，成都商

报记者联系到“身体自觉”的策展

人叶彩宝，他介绍，行为艺术本身是

种表演形式， 但它又不仅仅是一种

表演，它更注重的是效果，注重身体

的表达。对于网友怪诞的调侃，他表

示，“大家的调侃是大家的自由，只

要不过分就没问题。”

2014成都蓝顶艺术节，开幕式

前就安排了一场颇具行为艺术色

彩的现代舞表演，而在开幕式后举

行的白鹭溪现场艺术（行为艺术的

一部分）“身体自觉” 显得十分另

类，7位艺术家展开了近3小时的行

为表演。

“有些人认为行为艺术就是裸

奔，就是暴力，我认为这只是一个片

面的解读。” 策划叶彩宝这样说。

“身体自觉” 是想让艺术家真实地

了解自身。他举例说，“比如艺术家

董洁的‘一碗清水’这个作品，在她

面前放着一个玻璃杯和一个盆子，

她用舌头把盛满的水舔干。 在这个

过程当中，艺术家可以体会到‘滴

水穿石’的感觉。又如刘纬的作品

‘不同意’，在他手臂上拴上一个大

气球，当20分钟后，他自己已经无法

承受气球的升量， 致使把他的身体

拉直。 艺术家是想表达当人们受外

力影响被拉扯得必须去同意一件事

情，但自身又是不愿意的。总之，做

行为艺术先要尊重法律， 不能去伤

害其他人为好。”

行为艺术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

点， 由个人或群体行为构成的一门

艺术,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

欧洲的现代艺术形式之一。 它是指

艺术家把“人”本身(包括其思维、个

人背景等） 作为概念传达的媒介之

一，配合“时间”、“空间”等众多元

素来展现人类思想的结晶。 这里的

“人、时间、空间”就如同油画里的

“颜料、画笔、画布”又或是水墨画

中的“水墨、毛笔、宣纸”，其都是为

艺术家个人抒发情怀，提出观点，记

录时代变迁等所使用的材料语言。

行为艺术这种语言是等同于文学、

音乐、绘画、雕塑、摄影等的一种新

兴的语言形式。 由于中国当代艺术

起步晚，大众对艺术、行为艺术基础

知识面的缺乏， 使得一些人将自己

怪诞的行为冠以行为艺术的名义哗

众取宠，使这一艺术形式被烙上“裸

体、血腥、暴力”的印记。

2014成都蓝顶艺术节之成都同

城艺术联展总策展人陈默昨日向

成都商报记者介绍，艺术语言正如

各种剧目一样，都需要不同的表达

方式。“行为艺术会出现在公共空

间，或是某突发事件的现场，它具

有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表达

方式，它的表达力度也是独具特色

的。”陈默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开

始，中国很多艺术家开始尝试这样

的艺术形式。行为艺术现在也在不

断扩展和延伸，“成都的市民在全

国来看，对行为艺术的了解算较清

晰的。这么多年艺术家对行为艺术

的实验一直没停过。行为艺术的实

验性比较强，理解起来会受一定的

影响。”陈默说，“希望以后艺术活

动的时候， 给行为艺术一点空间。

就像我们吃饭， 什么菜都有了，有

它也并不多余。”

■拓域———青年当代艺术展

时间：2014年9月20至10月1日

地点：成都市科华北路141-3号

■溪山有缘———当代山水画创作展

时间：2014年9月20日至10月7日

地点：四川蜀山画院锦里艺术馆

■成都诗婢家画院———当代水墨艺术群展

时间：2014年9月19日至9月29日

地点：成都诗婢家画院（青羊区琴台路7号三楼）

特别提醒：2014成都蓝顶艺术节特别增添线

上展厅板块， 观众可登录移动和生活平台随时欣

赏艺术作品。

今日推荐展讯

吴一峰李琼久岑学恭

精品亮相

逛展览

▲

行为艺术作品《一碗清水》，可体会到“水滴石穿

”

“亚运泳池二人转”———孙杨和韩国名

将朴泰桓在泳池的巅峰对决， 是仁川亚运会

最受瞩目的焦点战， 游泳比赛的媒体门票也

炙手可热，成为高需门票要提前两三天申请。

中韩媒体集体追捧的男子200米自由泳对决

昨晚在仁川文鹤以朴泰桓命名的体育馆打

响，可最后的结局出乎意料，勇夺金牌的是自

称为“不会读空气”的日本小将萩野公介，在

颁奖台上， 挂着银牌的孙杨和获得第三名的

朴泰桓都向冠军台看去，一脸落寞，网友们禁

不住调侃：“孙杨在广告中向朴泰桓打赌输

的请吃烤肉，如今该问问荻野公介，谁来请吃

烤肉呢？”

中韩媒体热炒 游泳门票“大热”

比赛前孙杨和朴泰桓的对决就被中韩媒

体热炒， 游泳比赛也因此成为亚运会媒体必

须提前申请的高需门票， 媒体要想现场采访

昨天的比赛， 必须持有组委会分发的媒体门

票， 没有门票的媒体将无法到游泳馆现场的

媒体坐席观看比赛，也无法进入混合采访区。

然而， 组委会只给中国媒体分配了22张媒体

门票， 据成都商报记者向负责中国媒体门票

的工作人员了解，有248人提出了申请，也就

是说中签率只有约1/11。

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游泳是高需门票的项目这一态势仍将持续，

“因为要采访游泳的中韩记者都特别多，还

有不少日本记者，场馆坐席有限，目前游泳

当天的媒体票需要提前两到三天申请，每天

下午3点到主新闻中心排队，先到先得。关于

高需门票的申请，请随时关注亚运会官网的

通知。”

其实， 中韩媒体对孙杨朴泰桓交锋的关

注热度一直在不断攀升， 从孙杨抵达仁川机

场就有40余家韩国媒体围堵， 而孙杨赛前向

朴泰桓提出“谁输了请吃烤肉”的广告更是

让两人之间的比赛硝烟弥漫， 这几天两人白

天的训练都有不少媒体记者前往观看。 昨天

上午两人均在预赛中轻松过关， 孙杨在经过

混合采访区时显得更加谨慎， 没有接受任何

媒体的采访就离开了， 而朴泰桓还跟几家韩

国媒体简单聊了一会儿。

黑马出世 孙杨朴泰桓都“傻”了

昨天文鹤以朴泰桓命名的游泳馆气氛热

烈， 不少拿到媒体门票的记者甚至提前两小

时到现场都能感受到大战前紧张刺激的氛

围。现场DJ播放着“鸟叔”的江南Style，更加

调动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戏剧性的变化发生

在最后的25米，孙杨、朴泰桓和他们之间的日

本选手萩野公介争夺异常激烈， 但孙杨还保

持着微弱的优势，但在触壁的瞬间，电子计时

器显示日本选手赢了，萩野公介以1分45秒23

的成绩获得冠军，他比孙杨快了0.05秒，比朴

泰桓快了0.62秒。

主场作战的朴泰桓轻轻拍了拍孙杨的泳

帽，微笑着向他祝贺，不过实现了打败朴泰桓

誓言的孙杨脸上有些落寞， 他望着泳池尽头

显示成绩的大屏幕，似乎还没回过神。半路杀

出个程咬金，孙杨、朴泰桓没想到，也出乎中

韩媒体的预料。颁奖仪式上，孙杨看着冠军领

奖台上有些腼腆的萩野公介，心里不是滋味，

获得第三名的朴泰桓也瞟了瞟身旁这位冠

军， 这场被中韩媒体热炒的巅峰对决竟有了

这样意外的结局。

有网友调侃说， 孙杨和朴泰桓赛前备战

都比较高调， 现在似乎安静了许多，“所以说

要尊重对手，低调做人，不然打脸很疼的。”还

有网友对孙杨向朴泰桓下战书的系列广告仍

记忆犹新，点评说：“现在该问问萩野公介，谁

来请吃烤肉呢？”

萩野公介让日本媒体晕场

现场的日本媒体完全没想到萩野公介会

在后半程有如此精彩的超越， 因为昨天来现

场的日本媒体都是在等待他们的宠儿———之

后出场曾打破男子200米仰泳世界纪录的入

江陵介。力压两位世界冠军夺冠，萩野公介让

日本媒体记者一时哑火， 不知是否该调整当

天的报道方向。

据日本媒体记者介绍， 萩野公介因为肤

色黝黑， 在日本就被粉丝称作 “真正的黑

马”。还在读大学的萩野公介国际大赛的最好

成绩是2013年世锦赛400米自由泳亚军、200米

个人混合泳亚军， 萩野公介被日本媒体看作

“怪物”，他因为喜爱大自然因而很喜欢“痛

苦”的高原训练，比起日本游泳界的前辈们，

萩野公介说自己惟一的长处就是 “不会读空

气”，这是指不会察言观色，经常搞不清楚状

况，更不会看人脸色，他说：“我总被教练说要

谨慎一些才好。”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所有人

都在仁川等着看“孙杨朴泰桓对决”时，这位

“不会读空气”的20岁小将横空出世，夺走了

男子200米自由泳冠军。

萩野公介说：“我只有20岁，我相信会越

游越好，尤其是之后的400米混合泳，我很有

信心。”当之前韩国媒体热议“劳模”朴泰

桓报了7个项目要争夺7块金牌的时候，日本

这位“不会读空气”的黑马透露自己总共报

了8个项目，“我只是想试试看自己的极限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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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马打脸 “孙朴二人转”演砸啦

在昨日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日本小将萩野公介击败孙杨、朴泰桓而夺冠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发自韩国仁川

在四川球迷的翘首期盼中，“潘大福

（The� Pandas� Friend）”———慈世平终于来

了。昨天下午6点半，慈世平抵达双流机场，他

表示， 将会把自己在防守方面的经验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四川队的年轻球员。

由于洛杉矶没有直飞成都的航班， 此前

四川金强俱乐部向慈世平方面提供了两种来

蓉方案： 一是在美国国内转机， 先飞到旧金

山，然后直飞成都；另外就是先飞到广州，然

后从广州来成都。直到周五下午，慈世平方面

才决定选择第一种方案。 昨天慈世平刚刚走

出双流机场，马上被媒体和球迷团团围住，能

受到如此关注，他显得非常高兴。

至于为何要选择加盟四川队， 慈世平透露

说，其实姚明也曾经联系过他，希望他加盟上海

队，但最终未能成行，“我很高兴能来到四川，因

为我听说四川有很多美食， 有很多好球迷。”对

于自己在四川金强队中的任务， 慈世平说：“我

知道有很多NBA的球员来中国打球， 但他们都

不是那种擅长防守的球员， 要取得好的成绩，防

守很重要，而这正是我擅长的，我会把我在防守

上的经验，全部教给四川队的年轻球员们。”

据了解， 慈世平将入住金强集团旗下的凯

莱酒店，与他享受同样待遇的，还有另外一名外

援菲巴。慈世平自己还带了一个体能师，这也是

他唯一的“特权”。据悉，慈世平将在今天开始恢

复训练。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摄影 张士博

83米！

德甲史上最远进球

上周末进行的德甲第4轮比赛中，升

班马帕德博恩中场施托佩尔坎普的压哨

超远吊射，将这一纪录推进到83米，打破

了此前察韦拉斯73米的纪录。

当时比赛进行到补时第3分钟，0比1

落后的客队汉诺威获得角球， 包括门将

齐勒在内的所有11名队员都到了对方半

场，帕德博恩将球解围后，门将齐勒赶忙

回跑， 施托佩尔坎普在本方禁区弧顶胸

部停球，直接转身凌空吊射，球越过齐勒

的头顶，在地上反弹后入网，帕德博恩将

比分定格在2比0。赛后，德国天空电视台

算出此球射门距离达到83米。 施托佩尔

坎普说：“我只是尽了最大力量，并不知

道能够射这么远，当然，这是一种难以置

信的感觉。”

德甲新赛季已诞生两项神奇纪录。

首轮比赛中， 勒沃库森的贝拉拉比打破

了德甲最快进球纪录（9秒）。另外，在上

周末的欧洲联赛中， 皇马8比2大胜拉科

鲁尼亚、AC米兰0比1不敌尤文图斯、拜

仁0比0闷平汉堡、阿森纳3比0完胜维拉。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整理

天诚未能拿下生死战

昨日下午， 成都天诚队在中甲第24

轮中客场两度领先广东日之泉队， 但最

终还是被对方两名替补球员破门， 遗憾

地在这场价值6分的保级大战中与胜利

擦肩而过， 目前天诚队积19分仍位居联

赛倒数第二位，保级形势愈发严峻。

本轮之前， 天诚队和日之泉分别以

18分和19分排名中甲倒数第二和第三

位，所以昨日的交手堪称生死大战。日之

泉早在两轮之前就开始为这场比赛进行

准备，余剑锋、贝纳多和刘涛在与北京八

喜队的比赛中“主动申请”黄牌，以争取

在与天诚队的保级大战中能全主力出

击。 不过昨日天诚队的准备还是更为充

分一些，开场仅9分钟布里斯头球破门帮

助球队在客场1比0领先， 上半场补时阶

段， 日之泉刚替补上场的吴伟安将比分

扳平。布里斯在第69分钟又下一城，天诚

队再次取得领先。 不过最后阶段天诚球

员连续抽筋到地， 日之泉在第82分钟由

替补出场的蔡镜源扳平比分， 天诚队痛

失即将到手的3分。

目前中甲积分榜后五位的形势为

中泽和中基同积24分、日之泉20分、天

诚19分、 延边17分， 而联赛只剩6轮就

将结束， 留给天诚队的时间已经不多

了， 如果下轮主场不能击败另一个保

级对手沈阳中泽的话， 球队恐怕一只

脚已经跨出中甲。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慈世平飞抵蓉城

萩野公介一战成名

孙杨（左）和朴泰桓有点不敢相信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