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本届音乐季的开幕大戏，9
月25日晚举行的“第24届‘蓉城之
秋’成都国际音乐季开幕式暨‘金芙
蓉’独立音乐致敬盛典”已经让人无
比期待。在组委会介绍的拟邀嘉宾
名单中，有以朴树、李泉、黑豹乐队
为代表的中国独立音乐行业的先锋
前辈，以声音玩具、马赛克乐队、鹿
先森乐队为代表的独立音乐中坚力
量，以及部分经过组委会评选的潜
力新人代表。“我们将通过经典作品
致敬演艺、获奖音乐人现场表演等
形式，对标中国音乐金钟奖、美国独
立音乐奖、格莱美颁奖盛典，打造中
国独立音乐界的视听盛宴。”组委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还将助力‘金
芙蓉’音乐奖全方位占领音乐行业
高地、展现‘蓉城之秋’开放、包容、
创新的姿态。”今天，第二届“金芙
蓉”音乐奖也将正式启动，打造全球
顶尖音乐艺术的交流平台，原创音
乐作品的聚集地、青年音乐人才的
孵化营。

同时，“中国音乐产业领袖峰
会”的举行，也会为“蓉城之秋”的品
牌助力、“音乐之都”的城市建设目
标把脉、领航。“拟邀王炬、付林、金
兆钧、向雪怀、许晓峰、沈光远、张培
仁、段钟潭、沈黎辉、张帆、卢中强、
张亚东、谭维维、赵明义（黑豹乐
队）、李泉等业内大咖、音乐人、歌手
齐聚论坛，针对‘音乐+城市’这一
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议题，紧扣音
乐产业相关环节、探讨行业发展现
状以及未来方向。为合力推进‘音乐
之都’建设迈上新台阶出谋划策。”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奏响蓉城之秋
共鸣音乐之都

““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音乐比一切智慧音乐比一切智慧、、一切哲理都具有更高的一切哲理都具有更高的
启示启示。”。”世界音乐史上的天才之一贝多芬曾这样说过世界音乐史上的天才之一贝多芬曾这样说过。。

第24届“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暨“2018成都国际音乐（演艺）设施设备博览会”昨日正式发布

音乐是人类的感情语言音乐是人类的感情语言，，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尤其是在成都打造尤其是在成都打造““音乐之音乐之
都都””的前行道路上的前行道路上，，更是人类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人类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让这座经历让这座经历26002600
多年风吹雨打的城市多年风吹雨打的城市，，永远灿烂夺目永远灿烂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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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获悉，由中共成
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指导，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成都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成都市妇女联合会主办，成都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都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艺术研究院）、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联合
承办的“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成都分会场”
将于7月21日至8月26日期间在成都市妇女
儿童中心儿童剧场举行。届时，来自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成都市非遗艺术研究院木偶皮影
剧团、西安儿童艺术剧院、日本影法师剧团、
以色列火车剧团、成都紫衣华乐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等6支优秀演出团队将为蓉城小朋友
带来精彩的演出。据了解，本届戏剧节将继续
秉承高品质、低票价、公益性原则，平均票价
80元/张。

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成都分会场剧
目种类涵盖木偶音乐剧、民俗儿童剧、音乐
影绘剧、儿童益智剧等多种儿童剧表现形
式，8部儿童戏剧将演出22场。

同时，为了让更多特殊群体的孩子也能走
进剧场，感受儿童戏剧的魅力，组委会将继续
公益赠票主题活动，通过邀请美德少年、民工
子弟、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孩子免费观剧，让
孩子们一起加入戏剧节这一儿童戏剧的盛会。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记者了解到，在一个半月的时间
里，将有160多台音乐主题演出与蓉
城市民见面，打造一场音乐的盛会。
据了解，主题展演云集众多名家名
团，囊括民族、交响、时尚三大主题音
乐周。“作为中国首位集民族和美声
唱法于一身的著名抒情花腔女高音
歌唱家，吴碧霞携手著名作曲家、《红
楼梦》音乐作者王立平、中国民族管
弦乐（十大）杰出指挥家张烈、中国国
家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佟凡带来传
世名著《红楼梦》全版主题大型音乐

会。本场音乐会包括《枉凝眉》、《葬花
吟》、《红楼梦》组曲等十余首独唱及
器乐合奏序曲和组曲。”不仅有吴碧
霞，还有赵季平的作品。“我们正在邀
请朱其元指挥并由四川音乐学院交
响乐团和成都乐团联合演奏著名音
乐家赵季平先生为《大宅门》创作的
经典影视音乐作品，包括主题曲《大
宅门》以及充满京腔京味的纯音乐以
及作为背景音乐的京剧打击乐，呈现
原汁原味的宅门故事影视音乐大
餐。”同时，还有大型女子舞蹈时尚诗
画《舞韵天府》、西南地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演音乐会、“乐动蓉城”月末惠
民音乐会——“我的祖国，乡恋”迎国
庆民族音乐会等演出。

而“交响音乐周”，则有来自德国铜
管合奏乐团German Brass带来的经典
表演。“German Brass是铜管乐重奏乐
坛中的‘旗舰队’，无论演奏巴赫、瓦格

纳，还是现代经典作品，音色都如黄金
般温润，被观众赞为‘黄金之音’。”当
然，“交响音乐周”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

《行进中的成都》管弦乐行进演出。“我
们将邀请数十支国际、国内知名乐团，
开展多场‘行进乐快闪’户外音乐演出，
让艺术走上街头，走向大众。”

最多姿多彩的莫过于“时尚音乐
周”，儿童歌舞剧、街头艺人音乐节、
唱响中国梦合唱展演、百老汇原版音
乐剧、维也纳童声合唱团、迷笛音乐
节、西部音乐节、安仁·国际艺术音乐
节、法国·古典音乐节等，精彩纷呈。

“‘街头艺人’是我们今年成都市自行
推出的重要项目，经过多批次的演
出，我们将在具有成都特色和音乐文
化氛围浓烈的街巷中举办街头艺人
的演出、艺人PK、快闪等小型活动，
并邀请国内知名音乐经纪公司现场
观摩。”活动负责人告诉记者。

6月26日，自媒体“抄袭的艺
术”爆料称此展览中来自北京送
展的画家李某，其作品《游春图》
涉嫌抄袭蒙古族画家胡·赛额尼
斯 的 作 品《 望 经 · 唱 游 》
（80x60cm，木 板 坦 培 拉 综 合 材
料），文章检索称，作品原作发布
在胡·赛额尼斯 2017 年 7 月 3 日
的微信朋友圈，2018 年 2 月 17 日
再次发布在网上，还曾作为今年

“青年艺术 100”艺术项目的海
报 。另 外 ，《望 经》同 系 列 作 品
2017-01-07还在《80后的现代主
义Ⅱ 索卡艺术北京》展览上亮
相。宝甄网曾记录《望经》同系列
作品的销售价格为 26500 元，同
时，《望经》同系列作品在2015 年

在美协举办的展览中入选及被评
为优秀作品。从消息方公布的涉
嫌抄袭的画面局部来看，两者的
相似度极高。

据成都商报记者从中国美协
得到最新消息，中国美术家协会
已将此件作品取消入选资格。同
时官方网站也在“入蜀方知画意
浓—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国画）复
评结果”公示中将98号李某作品

《游春图》备注为：涉嫌抄袭，取消
入选资格。而记者昨天下午再次
前往展览地点四川美术馆时发
现，此件涉嫌抄袭的作品已被撤
下。据悉，作品很快将被退回作
者。四川省美协昨天也表示，“一
切以中国美协的处理决定为准”。

昨日下午昨日下午，，成都市音乐成都市音乐
产业两大重点项目在少城视产业两大重点项目在少城视
井的少城剧场举行了新闻发井的少城剧场举行了新闻发
布会布会：：由四川省文化厅由四川省文化厅、、成都成都
市音乐影视产业发展领导小市音乐影视产业发展领导小
组指导组指导，，成都市文化广电新成都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闻出版局、、成都市音乐影视成都市音乐影视
产业推进办公室主办产业推进办公室主办，，四川四川
音乐学院音乐学院、、成都商报社承办成都商报社承办
的的““第第2424届届‘‘蓉城之秋蓉城之秋’’成都成都
国际音乐季国际音乐季””将于将于 99 月月 2525
日日--1111 月月99 日在蓉城华丽奏日在蓉城华丽奏
响响；；同时同时，“，“20182018成都国际音成都国际音
乐乐（（演艺演艺））设施设备博览会设施设备博览会””
也将于也将于99月月1414日日--1616日在成日在成
都中国西部博览城举行都中国西部博览城举行。。

本届音乐季以本届音乐季以““一奖一奖··
一坛一坛··一展一展··一讲堂一讲堂··一地一地
图图””为轴为轴，，以以““金芙蓉金芙蓉””音乐音乐
奖评选街头化以及主题展奖评选街头化以及主题展
演户外化为两大核心亮点演户外化为两大核心亮点，，
166166台音乐主题演出台音乐主题演出、、100100余余
场户外音乐活动将覆盖成场户外音乐活动将覆盖成
都都 2222 个区个区（（市市））县县，“，“音乐大音乐大
讲堂讲堂””和和““音乐地图音乐地图””更是营更是营
造全民参与造全民参与、、遍地开花的城遍地开花的城
市氛围市氛围，，兼顾艺术性与群众兼顾艺术性与群众
性性，，打造音乐的盛会打造音乐的盛会、、大众大众
的节日的节日。。届时届时，，全城的剧场全城的剧场、、
舞台舞台、、大街小巷都将布满蓉大街小巷都将布满蓉
城之城之秋的脚印秋的脚印。。

在“蓉城之秋”音乐季即将拉开帷幕前，
另一场盛会——“2018年成都国际音乐（演
艺）设施设备博览会”也将于 9 月 14 日-16
日在成都中国西部博览城举行。

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负责
人、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会长王锐祥介
绍，“广东作为我国演艺设备最重要的生产
基地，拥有全国超过80%的演艺设备产业链
相关企业，自2008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
推动全行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整合行
业资源与社会资源共赢发展，促进科技与艺
术的融合，助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目前已
拥有核心会员单位 500 多家。”王会长坦言
道，“乘着‘一带一路’战略部署的东风，2017
年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落户成都，成功举
行‘首届成都国际音乐（演艺）设施设备博览
会’。近 300 家国内外知名音乐演艺设施设
备企业汇聚蓉城，为期三天的展览吸引了专
业观众近3万人次，同期举行音乐产业高峰
论坛、演出安全论坛及灯光音响技术讲座，
也为西南地区音乐文化、文旅演出、演艺租
赁等细分领域提供了一站式的产品技术服
务展贸交流平台。”

今年举行的“2018年成都国际音乐（演
艺）设施设备博览会”，主办方表示将在首届
博览会的基础上，不断总结、不断创新。据王
会长介绍，“今年博览会初定展览面积超过3
万平方米，吸引互联网音乐、音乐教育、专业
灯光音响及舞台机械等 400 多家国内外知
名企业参展，三天展期预计接待海内外观众
达到 5 万人次。展区规划将以高端‘演艺设
备’、文旅‘解决方案’、个性‘音乐特效舞台’
三大核心亮点，集中展示音乐演艺设施设备
最新科技与技术，为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与地区，特别是为我国西南地区文旅产业
的发展需求，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支
持。”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摄影记者 王勤

音乐的

专业专业
“金芙蓉”音乐奖与中国音
乐产业领袖峰会相映争辉

音乐的

多样多样
三大主题展演

云集众多名家名团

音乐的

载体载体
“2018成都国际音乐（演艺）设施
设备博览会”即将举行

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来啦！
7月成都将轮番上演22场演出

该画作已被中国美术家协会取消入选资格 将退回给作者

涉涉嫌抄袭嫌抄袭！！
全国美术作品大展一画作被撤

画展开展不久，一件涉嫌抄袭的展览画作被紧急撤下，这在艺
术圈非常少见。6月22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省文联主办，中
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四川美术馆承办的“入蜀
方知画意浓——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国画）”在成都四川美术馆开
幕。中国美协、四川美协众多领导和相关嘉宾，艺术家莅临开幕式。

据中国美协官方网站报道，
本次展览在四川举办，对展现当
代中国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艺术风貌，倡导艺术创新多样化，
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进
具有地域特色的美术事业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展览作品题材多样，风格各
异，其中有已在画坛饶有名气的
实力中坚，也涌现出了大批优秀
的新人新作。此次展览特别是对
于较年轻的艺术家来说，更为他
们提供了一个在全国美术平台上
交流展示的机会，而他们作为中
国画坛的生力军也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锐意创新、大胆突破，呈现
出更加新颖、多元的面貌。”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青年

画家胡·赛额尼斯，蒙古族，1985
年生于内蒙古，2006 年考入厦
门大学艺术学院，学习油画，师
从张立平。2011 年进入中央美
院油画系材料语言工作室研修
班学习。2013 年考入中央美术
学院油画系材料语言表现工作
室硕士研究生，师从张元。而涉
嫌被抄袭的《望经》系列作品还
有详细说明：画者想要以独特
的意境与气氛，通过这幅作品
去描绘自己心中骑马射箭、游
牧迁徙的理想生活。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也多次拨
打电话，试图联系当事双方画家。
截至昨晚发稿时，当事双方画家暂
未回应此事。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涉嫌抄袭/
接到爆料展览画作被紧急撤下

原作心境/
描绘了骑马游牧的理想生活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18172 期开奖结果：247，直
选：2578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
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7679注，每注
奖金173元。（11694875.59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72期开
奖结果：24747，一等奖：40注，每注奖
金10万元。（245441531.22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
平负

第18081期：0011100010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85期：03200222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3D”第2018172期开

奖结果：513。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

色球”第2018074期开奖结果：红色球
号码：09 11 14 20 27 30，蓝色球号
码：09。

福彩

胡·赛额尼斯作品《望经－唱游》

李某作品《游春图》

画展入选李某作品

6月28日，四川省成都市少城视井文创产业园，嘉宾参加启动仪式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足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