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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公司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高收空调桌椅等

律师服务

声明·公告
●四川敏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332071446H)遗失作废，
特此声明。
●高新区叶氏小郡肝串串香店营
业执照（注册号51010960035
7129）正本遗失作废。
●高新区飞氏小郡肝串串香店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
10100MA62QKDK2F） 正本，遗
失作废，特此声明。

●兹有钟一胜遗失：房屋坐落于鑫
苑鑫都汇12栋2单元26楼04号房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XYXDH�
-12-2-2604； 临时管理规约；前
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现遗失， 声
明作废！

●黄跃勇身份证51303119750
2185914于2017年8月10日遗失

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厂房租售
●龙潭总部经济城办公室600平
米及宿舍出租84209166
●急售温江30亩地及厂82683320

招 商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1、木质过山车

没玩木质过山车，好意思说
你到过三期吗？4000块木头巧妙
组合，全长1000米，最高落差30
米，下坠角最大70°。车下木头嘎
吱嘎吱，隔壁车友面如死灰，尚未
开跑，心跳已经凝滞。沙漠战歌奏
响，爬升，降落，眼睛在睁与闭之
间迅速切换。尖叫声一路到底，每
一秒都让人撕心裂肺！坐上过山
车，才让你真正体会到：自己上的
车，哭着也要坐完！

不要以为挑战了木质过山车
就天下无敌了，下面这些看起来
温婉的设备，也能让你好看！

2、沙漠之鹰

看到沙漠之鹰本座，你一定
会好奇它名字的来历：难道不是
地狱使者跑出来带我装逼带我飞
吗？当然，名字是次要的，沙漠之
鹰主要任务是带你来场飞行练
习，让你随之跃步起飞，逐渐远离
地面，时而像遭遇气流般颠簸，时
而如苍鹰在高空起伏盘旋，飞翔
的记忆就此映入你的心里。

3、疯狂魔毯

儿时，我们渴望有一张飞毯
载我们四处遨游，随着年龄的增
长幻想逐渐模糊。疯狂魔毯的使
命就是唤醒我们的童心，带我们
自由自在地穿梭于西域古城之
中，摇摇晃晃，起起伏伏，抵达我
们最纯真的内心。

4、五彩神鸟

看起来是萌物，玩起来是惊
恐扛把子！五彩神鸟正拥有传说
中的腹黑体质：超大转盘流光溢
彩，惊艳美丽，当其振动翅膀，你

将化身星宿，体验360°自转与公
转同时进行的奥秘！

除了这四项已经投入使用的
设备，欢乐谷三期还有更具挑战
性的设备在路上……

5、塔米娜之舟

一般来说，船都在海里行驶，
但在三期，有一座名副其实的沙漠
之舟！它将带你乘风破浪，迎战飓
风，驶过荒野戈壁，向神秘的陆地海
洋行进，体验未知的的探秘冒险！

6、沙漠风暴

如果说陆地行驶的塔米娜之
舟还不能让你满足，那在空中全
速前进逃离荒漠的沙漠之舟将带
你到云端，来一次与风暴赛跑的
空中之旅！

7、垂直跌落过山车

从50米高空下坠需要多少秒？
从90°的直角垂直跌落啥感觉？以
112公里/小时的速度将你贴地面
高速拖动……双跌落过山车——
我预言这将是三期最刺激的设备：
穿隧道，滑水面，用极致的视听恐
吓，让你肾上腺素不断飙升！

本来嘛，设备刺激大家就已经
入坑了，欢乐谷偏偏还要秀一下才
华，看看三期里的店名都咋起的：
甜品店叫“漠上时光”，烧烤店以

“太阳谷”冠名，冰淇淋店也有个梦
幻的名字“图芙丝之梦”。不仅店名
起得好，氛围包装逼格也是高到
爆，随便扯把椅子坐到拍一张，都
是出国即视感。更圈粉的是，别的
公园商店顶多卖一下旅游纪念品，
在欢乐谷三期，还有西域萌物市
场，尤其是镇守“丝路传奇”大门的
大顺、二顺（其实是从远方来的骆
驼啦）相当受欢迎哦！

最终，爱奇艺的豪赌成功了。可是伴随
着节目，出现越来越多的状况：Gai在节目
中发飙想退出回家，TT在后台采访时问

“我可不可以爆粗口”，地下说唱选手battle
时直接对准练习生……节目中随时可见的
场景，非常真实。看惯了真人秀的“演”，大
家不禁眉头一皱：难道又是演出来的？对
此，车澈没有正面回答。

“我见过太多选秀选手，问他们的问
题，都是‘我希望有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

‘我想来挑战下自己’等千篇一律的回答。
可我把这些问题抛给嘻哈选手，他们都觉
得自己是最牛的，参加节目的原因也很简
单，想红想赚更多钱。”在车澈看来，“自谦”
的时代早已过了，现在看这类节目的受众，
多是90后，甚至95后、00后的年轻人，而他
们本我的表达方式就是够冲够直接，“他们
喜欢real的东西，他们会觉得现在电视市

场很多播出来的节目不是年轻人喜欢的，
那些选手怎么不敢真实表达？”

车澈一再强调节目是“很real”的，选手
和制作人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也是节
目真实得让人“失控”的重要原因。“嘻哈选
手个性鲜明，我们节目组没有这个本事硬去
设置冲突，大家都是真情实感在表达。”就像
之前提到选手闹情绪，车澈也会让选手冷静
一下。“因为在赛制内，对每位选手都是一样
的要求，每位选手要承受的压力也是同等
的。之所以设置24小时内给beats让他们写
词，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有这样的实力。我
们宁愿做坏人去逼他们一把，想要看到不一
样的效果。”在Gai产生抵触，想要退出比赛
时，刘洲也给了他不少建议。“他来找我聊，
我就跟他说：你做音乐、参加节目都是你自
己的选择，我们不能因为累就半途而废，想
一下自己的初衷。他认可了我的说法。”

成都商报专访成都商报专访《《中国有嘻哈中国有嘻哈》》总导演总导演、、音乐总监音乐总监 揭秘今年最火综艺节目揭秘今年最火综艺节目

手把手教你如何玩转
成都欢乐谷三期“丝路传奇”

88月月88日日，，成都欢乐谷三期成都欢乐谷三期““丝路传奇丝路传奇””已盛大开已盛大开
园园，，目前已有很多人前往体验了目前已有很多人前往体验了，，他们说他们说：：三期是欢三期是欢
乐谷最有特色的主题区域乐谷最有特色的主题区域，，真正体现了真正体现了““丝路传奇丝路传奇”！”！
三期的项目都很燃三期的项目都很燃，，随便玩一个都能尖叫随便玩一个都能尖叫！！三期很适三期很适
合拍照合拍照，，手残党都能拍出大片手残党都能拍出大片！！光听人说怎么能感同光听人说怎么能感同
身受身受？？欢乐谷三期到底咋样欢乐谷三期到底咋样？？跟我玩一趟就知道了跟我玩一趟就知道了！！

乐山、德阳、绵阳、眉山、南充、
遂宁的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即可5
折（原价230元）畅玩欢乐谷！1期+2
期+3期+水世界+泡沫狂欢节+日
夜场，只要115元！

所有家里有1.5米以下小朋友的
家长们，8月8日至31日期间，带上你
家萌娃，小朋友可以不花一分钱玩
转欢乐谷哦！（活动详见官方微信）

三期开园，正值成都欢乐谷八
周年庆典。在这双喜临门之际，成都
欢乐谷坚持“创造欢乐，传递欢乐，
分享欢乐”的使命，向“谷迷”们派出
更大福利。即日起至8月31日，欢乐

谷全系列年卡推出限时优惠，力度
之大，错过绝对后悔一整年！你相信
吗？一个大人+一个13周岁以下的小
朋友，一天玩下来只需要1.8元！这就
是定制五折亲子卡，680元一张玩一
整年！这样还不够！合家欢的定制年
卡，原价2140元，现在只要1070元，
一家三口就可以随时随地来一场欢
乐的全家出行！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的狂欢，那成人年卡你一定值得拥
有，原价780元，现在只需460元，来
欢乐谷放飞心情释放压力。各种限
时清凉五折优惠，不容错过！

（广告）

因临时改做嘻哈节目
三亿投资瞬间飞走一亿

不只是
骂街的文化

在很多音乐选秀节目中，除了导演、导
师、学员外，还有这样一群人忙碌在幕后。

“音乐总监”或“乐队总监”，这个名号对许多
观众来说都不陌生，这次请到了刘洲，名字
在业内绝对响当当的，合作艺人都是一线大
咖。刘洲是四川达州人，和成都莲花府邸的
江智民是好兄弟，更是《我是歌手》《蒙面歌
王》《中国之星》《盖世英雄》《金曲捞》等一流
音乐真人秀节目的幕后“音乐黑手”。

这次来担任节目的音乐总监，刘洲有
自己的考虑。“我是在1997年开始接触嘻哈
音乐的。当时我觉得这个行业在中国并不受
欢迎，至少需要10~20年的时间才能让大众
了解。加上这个行业也不赚钱，我就放弃了
做这个。”刘洲透露，其实这次节目组开的酬
劳很低，但他想陪节目组赌一赌。“我们一直
比较坚持的想法是：成功不是把一个热门做
成热门，而是把一个冷门做成热门。”

在刘洲的理解中，嘻哈音乐是不次
于摇滚这个行业的。沉寂的最大原因是
嘻哈歌手都用自己的方式去做音乐，并
没有考虑大众的听感。“这帮孩子（节目
中的选手）大部分没有经过艺人和音乐
体系的培训，我必须得告诉他们音乐的
定位，把音乐体系融入到选手的脑子
里，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去做，老百姓才
能听懂。”

“毕竟我们要想把说唱打入主流市
场，首先得引导主流市场，告诉大众‘嘻
哈文化’是什么。”所以，《中国有嘻哈》的
（音乐制作）团队一共有60人。“我们一个
月就出了700个伴奏，这个量其实是不可
能的，是会让人崩溃的，但我们还是做到
了。”刘洲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众
知道嘻哈不是一个只能骂街的文化。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赵爽

“嘻哈”

12日晚，爱奇艺制作的《中国有嘻哈》12进9的比赛。所
有华人嘻哈歌手眼中的“骄傲”欧阳靖（HipHopMan）被淘汰
时，吴亦凡红了眼，PG one哭个不停，小白一直在抹掉墨镜
背后的眼泪，整个舞台都泪流满面……而在后台，天不怕地
不怕的Gai哭得像个小孩，唱歌时最凶的艾福杰尼痛哭流涕
……这一幕，似乎与旁人眼中的嘻哈歌手完全不同。可这一
幕，恰恰是嘻哈歌手最坚持的：Keep Real！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这档由吴亦凡、潘玮柏、张震岳、热
狗担任制作人的中国首档嘻哈文化推广节目彻底火了。它有
多红，可以先看一组数据：第四集破亿点播率、第七集破2亿、
如今节目总播放量16亿，实时热搜榜前十占了5个。

让人意外的是，《中国有嘻哈》的音乐总监竟然是四川达
州人刘洲。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辗转找到了该节目总导演车
澈和音乐总监、定位制作人刘洲，让他们聊了聊这档节目火
爆的幕后。

毫无疑问，《中国有嘻哈》是今年的爆
款。节目各种数据创新高，参加的嘻哈歌手
身价都是几倍到几十倍的增长，广告代言接
踵而来。在车澈看来，荣耀的背后，当中的辛
酸历历在目。

“其实，这档节目之前叫《我们的偶像》，
还是像之前的音乐类选秀，以小鲜肉为主。
去年九月在招商会上亮相以来，招到了广告
金主高达几亿元的赞助投资。”可是在制作
了多档同类型节目的车澈眼中，依旧是老框
架。“包括我们的总制片人陈伟，他也觉得太
老套，所以他拉着我们去顺义闭关一周，进
行疯狂的头脑风暴。”

在头脑风暴的第六天，陈伟蹦出了一
句：“急了我们就做嘻哈吧！”陈伟的这句话
与车澈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平时有个小习
惯，爱去翻翻微博互动量这种数据。我发现
一般二线以下的流行小歌手，他们的粉丝数
量通常在几十万、一两百万之间，但他们的
微博粉丝留言数量通常只有一两百条。然
而，那些地下嘻哈歌手虽然粉丝数量只有1~
3万（多的也就5~8万），每条微博粉丝留言
通常达到500~800条，看来嘻哈歌手粉丝黏
性高，是有受众的。”

可是，最大的问题来了，赞助商反对，三
亿的投资瞬间飞走一亿。“金主不愿意做嘻
哈节目，陈总（陈伟）吃了不少闭门羹。”

临时改做嘻哈节目
三亿投资瞬间飞走一亿

都说“Keep Real”
可节目真实得让人“失控”

想告诉大家：
嘻哈不是一个只能骂街的文化

刺激的不止是项目 还有暑期优惠

《中国有嘻哈》音乐总监刘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