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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020东京
奥运会男足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
段比赛的分组抽签在亚足联总部
吉隆坡进行。中国国奥队最终被分
至J组，同组对手有马来西亚、老挝
和菲律宾。很多圈内人士都认为，
中国队运气不错，避开了韩日等强
队，小组出线希望很大。

第一阶段预选赛在明年 3 月
的国际足联指定的国家队比赛日

进行，具体比赛日为 3 月 22 日、24
日和26日。根据赛程规定，每组第
一名加上五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
二和东道主，共 16 队将获得 2020
年 1 月东京奥运会决赛阶段的比
赛资格。

在11月5日，希丁克执教的中
国国奥队公布最新一期的32人集
训名单，在名单中，蒋圣龙、刘若钒
等三名国青小将跳级入围，名单中

还包括林良铭领衔的 5 位留洋小
将。张玉宁则因伤缺席。

按照计划，中国国奥队将于11
月 12 日，中超联赛结束后第二天
集中，然后展开全面备战，为11月
15日开始的万州四国赛进行冲刺。
这次四国赛参赛队包括泰国队、墨
西哥队以及冰岛队，也将是希丁克
第一次率队在国内亮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从昨天上午开始，60 名优秀的选
手便在川音的舞台上进行总决赛的
比拼，直到下午 6 点才结束。而在整个
比赛过程中，已经 78 岁的金铁霖依旧
兢兢业业，认真欣赏了选手的演唱，
还不时和身边的夫人马秋华低声讨
论选手的得失。作为中国音乐界的泰
斗之一，金铁霖向年轻的歌者展现了
老一辈艺术家的认真、敬业。“很不
错，即便有些选手在歌曲处理上有或
多或少的问题，但整体水准很高。年
轻人优异的表现，对于我们中国民族
声乐的腾飞也是必不可少的。”金铁
霖表示，中国民族声乐随着大家的
共同努力，越唱越好、越唱越响，民
族声乐教学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和提
高。金铁霖桃李满天下，在几十年教
学中培养出了宋祖英、王媛媛、阎维
文 等 众 多 优 秀 的 歌 唱 家 和 声 乐 演
员，其中来自四川的李丹阳也是他的
得意门生。“成都有很多优秀的歌唱
演员，他们在北京都取得不小的成
绩。重要的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
人。你就说今天比赛的选手，技巧上
都不相上下，那比什么？比的就是修
养、素养，对歌曲的理解以及情感的
爆发，他对这首作品的设计，表现出
来的个性，这才是最能体现一名歌手
是否优秀的主要因素。”在金铁霖看
来，成都的好嗓子很多，但需要更好
的平台推出来。像这次举办的“金芙
蓉”音乐比赛，便是一个非常专业、高
水准的平台。

马秋华是金铁霖的夫人，夫妻俩
相濡以沫几十年，认真研究音乐。对于

“金芙蓉”声乐比赛的成功举行，马秋
华更是称赞有加。“以前我们担任评委
参加的声乐比赛，都是把老师和学生
分开来比。可是‘金芙蓉’很大胆，让师
生同台演唱，一起比赛。”马秋华笑着
告诉记者，参加“金芙蓉”，老师们的压
力更大。“坦白讲，对于台上的选手，
我分辨不出谁是老师谁是学生。尤其
是对于老师而言，如果唱不过学生，
压力肯定很大。当然也对老师提出更
高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比赛是
能够真正锻炼人的。”对于中国民族声
乐未来的发展，马秋华表示：“中国民
族声乐目前已经进入了能够科学运用
共鸣腔体演唱时期，取得了瞩目的成
绩。但学习声乐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
要将学、问、思、行、果、贯穿声乐学习
的始终。”

截 至 目 前 ，第 二 届 金 芙 蓉 音 乐
比赛声乐美声组决赛、声乐民族组
决赛已经全部结束。在 11 月 6 日晚
举 行 的 声 乐 美 声 组 决 赛 中 ，侯 力
维 、杨 俊 、朱 璐 获 得 金 奖 ，其 中 杨
俊 、朱 璐 都 是 来 自 四 川 音 乐 学 院 。
他们将与金芙蓉音乐比赛其他类别
的金奖选手一同参加 11 月 9 日在成
都 双 流 体 育 中 心 举 行 的“ 金 芙 蓉 ”
音乐奖颁奖典礼暨第 24 届“蓉城之
秋”成都国际音乐季闭幕演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摄影记者 刘海韵

“蓉城之秋”第二届金芙蓉音乐比赛声乐民族组决赛昨在川音举行

金铁霖对参赛选手赞不绝口

声乐（美声）获奖名单

特等奖：
Pilipenko Veta （佛罗伦萨音乐
学院）
Demenkova Inna（柴可夫斯基音
乐学院）
金奖：
侯力维 杨俊 朱璐
银奖：
李琳琳 王欢 周翔飞 陈健 唐翰
章 张鹤婷
铜奖：
张玲玲 朱琳 赵纯 黄娜 刘秀
王帅 单聪明秀 刘丽 范晓琪

昨日，由四川省文化厅、成都市音乐影视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指导，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成都市音乐影视产业推进办公室主办，成都商报
社、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第24届“蓉城之秋”成都
国际音乐季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届金芙蓉音乐
比赛声乐民族组决赛在四川音乐学院大音乐厅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0名选手参加了总决赛的角
逐，展现出不俗的实力。记者在比赛现场发现，我
国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金铁霖教授与夫人、中
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声乐教育家马秋华教授
都作为评委出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两人对选手
表现出来的实力赞不绝口，“技巧方面都很出色，
大家比的是修养、素养，对歌曲的理解以及情感的
爆发，这才是最能体现一名歌手是否优秀的主要
因素。”金铁霖坦言，四川有很多优秀人才，希望能
够通过像“金芙蓉”这样高质量的音乐比赛，走向
全国，乃至世界，展现中国民族声乐的独特魅力。

声乐（民族）获奖名单

金奖：
李优 王继明 丁金源
银奖：
田奥 李岩 马琦萌 李金华 张曦
文 郑文婷
铜奖：
李彦菲 张影 杨东生 王迎 黄丽
萍 李步凡 李婷婷 吴丹 黄晶晶

“MFS IIIx3 岷江漂浮系统”……
是的，这是一件带着学术味道的装置艺
术品的名字。它静悄悄但却美美哒地栖
息在锦城湖二号湖的水面上。“成都·蓬
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上
周在东郊记忆音乐公园展区拉开序幕。
除了东郊记忆音乐公园展区，锦城湖展
区的这件“MFS IIIx3 岷江漂浮系统”
巨型水上装置作品连日来更是成为网
友和艺术爱好者们的“打卡”热点。昨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在双
年展锦城湖展区，对这件“MFS IIIx3
岷江漂浮系统”进行实地体验。

三座漂浮房子
可承载千人

这是一组漂浮于水面上的公共空
间 ，正 式 亮 相 后 颜 值 颇 高 。“MFS
IIIx3 岷江漂浮系统”是三座漂浮在水
面上的房子，正面看，三座房子就像三
座木塔，侧面看像川西民居的斜坡屋
顶，大中小三座房子围绕一个水上的

“院子”错落有致地组合在一起，院子
里植有纤弱的竹子，摆放着一张张传
统的竹桌和竹椅，就像一个成都的露
天茶馆。坐在“院子”里，阳光照耀下，
晃晃悠悠，有水上人家的感觉。

走进最大的一间水上房子，金字
塔形的木结构框架将空间划分为大大
小小的几何图形，高高的尖顶上垂下
一张张竹篾织成的“竹帘”，一根根竹
竿的竖切片，就像一只只胖瘦不一的

“梯子”，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屋顶，拼接
为窗户，从鱼鳞般的竹节里透进明亮
的阳光。这座面积最大的水上房子是
一座音乐厅。

音乐厅侧面一座略小的水上房子
为二层楼设计，观众可顺着木制楼梯
上楼，房子里挂着一条木船，木船上一
个大木箱，上面写着“博物馆”等字样，
这座房子是一个室内展览空间。在音
乐厅的另一侧还有一座袖珍的小房
子，这是一个小的信息亭。

据搭建方负责人介绍，这三座漂
浮的房子实际可承载千人，搭建了40
天，其中最大的一座房子重达 30 吨，
仅底部就有15吨重，由于大吊车不能
进入锦城湖园区，只好用一个稍小的
吊车，将房子底部吊到湖边，再由工人

推到指定位置。房子在公园里僻静的
湖边组装好后，用绳索拉到锦城湖公
园北门湖区向公众展示。

关注水与城市之间
水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三座水上的房子，是尼日利亚
建筑师、设计师及城市研究者昆勒·阿
德耶米（Kunlé Adeyemi）领衔 NLé
建筑事务所构筑的水上漂浮系统——

“MFS IIIx3 岷江漂浮系统”。“这不仅
是一座‘漂浮建筑’，我们实际上关注
的是水与城市之间、水与人之间的关
系。”昆勒·阿德耶米如是说。

昆勒是一位建筑师、规划师和研
究者，他创立了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建
筑与规划事务所NLé。他的研究旨在
对房地产投机、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
带来的挑战进行建筑学回应。2013
年，NLé建筑事务所在尼日利亚拉各
斯——这一非洲人口最为密集的城市
发起建造了“马科科漂浮学校”（MFS
I）的首个原型，并于2016年在意大利
威尼斯延续建造了其第二代“海滨地
图”（MFS II）。2018 年，NLé继续更
新此原型，并于比利时布鲁日的爱之
湖公园建造了第三代“爱之湖漂浮学
校”（MFS III）；此次在成都，NLé与
梵 木 及 科 瑞 杰 斯 合 作 ，在 第 三 代

“MFS III”的基础上，改造并同比例模
块化地将该原型发展成为了大、中、小
三个尺寸。这三个漂浮的结构由木材
和四川当地盛产的竹子建成，它们聚
落般地环绕着一座三角形的公共广场

——人们将在此汇聚，思考艺术和水
文化，并憧憬生态的未来。

MFS 项目 2016 年于第 15 届威尼
斯建筑双年展上展出并荣获银奖，
2018 年于第二届比利时布鲁日双年
展展出。

主办方介绍，岷江水系的锦城湖公
园是历史留存下来的隔岸情脉，更是人
们茶余饭后的精神栖居地。昆勒在此建
立起多重公共空间，漂浮的木质建筑与
湖沿岸的居民群落交织呼应，从而延展
出关于成都水生态与水文化记忆的多
维度空间。该项目围绕城市水文化，为
人们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友好的、
功能性多样的建筑结构，不仅创造了当
地社区新型的互动形态，还促进了当地
生态环境的有益循环。

据介绍，昆勒·阿德耶米认为，落
脚于岷江水系的锦城湖公园使得

“MFS IIIx3”参与到了一个维持了
2200多年的、关于水利管理的历史动
态之中——公元前256年始建于岷江
之上的水利灌溉系统都江堰，它造福
着其下游的成都平原免遭洪水和干旱
的灾害，并进而促之成为中国城市经
济最发达、农业耕种土地最肥沃的地
区之一。“MFS IIIx3”将其最初从尼日
利亚拉各斯的马科科水社区汲取的灵
感，引入成都这一座傍水而居、依水而
生的城市，从而获得新的生长。

要提醒读者和观众的是，这组“水
上房子”的开放时间为每日 10：00~
20：00（周一不开放），票价为20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谢礼恒 摄影报道

三座房子水中立 露天茶馆水上漂
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
锦城湖展区这组水上房间成“打卡”热点

东京奥运男足亚预赛抽签 国奥抽得“上上签”

由于号称“我国唯一音像著
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记者获悉，
不少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所有
人，都愿意将著作权交由中国音
集协管理，不少KTV也愿意向中
国音集协交纳费用，以避免使用
音乐电视作品时可能产生的法律
纠纷。“每间门店常用音乐电视作
品3万-5万部，此次下架6000多
首，下架的也大多是一些传唱度
不高的老歌，也有一些热门的经
典老歌，可能对怀旧的顾客来说
有一些影响。”成都某知名连锁
KTV的负责人表示，公司严格按
照公告执行，要求那些歌下架就
不能播了。“其实公告中提到每首
歌下架的版本，比如陈奕迅的《K
歌之王》，下架了英皇的版本，但
是还有其他版本可以点播。”当
然，也有KTV经营者保持观望态
度，“由于歌曲下架会让顾客感到
不快，不排除部分经营者仍坚持

歌曲不下架，等到有进一步法律
行动时再决定如何应对。”

2018 年 7 月 3 日，音集协起
诉山西一家娱乐有限公司，获赔
5万余元。原因是，该公司在山西
省运城市经营的卡拉 OK 歌厅，
未经音集协许可，擅自在其经营
的场所内以卡拉OK形式放映音
集协享有著作权的音乐电视作
品。根据音集协在公告中披露的
2015 年卡拉 OK 著作权使用标
准来看，各省区收费不同。北
京、上海收费在 11 元/天/终端，
其他省份在 8 元/天/终端。据此
计算，如果成都的一家 KTV 拥
有 30 个包间，那么其每月要为
音集协的作品支付 7200 余元的
版权费用，一年下来则需要支付
超过8万元。

其实，在音集协发出的《关
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诉歌曲的公
告》中，也特别提到每首歌下架

的版本，比如邓紫棋的《泡沫》，
下架的只是丰华唱片的版本。记
者在音集协官网的授权作品库
中，索尼音乐娱乐版本的邓紫棋

《泡沫》依旧可以使用。陈奕迅的
《K 歌之王》，下架的是英皇娱乐
版本，而正东音乐娱乐咨询（北
京）有限公司的版本一样可以点
播。根据公告，获得授权的版本
依然可以在 KTV 点播到。不过
因为张惠妹老东家丰华唱片以
及陈奕迅老东家英皇娱乐未和
音集协合作，导致张惠妹和陈奕
迅部分经典歌曲没有授权，也在
此次下架的行列中。如张惠妹的

《听海》、《梦见铁达尼》、《姐妹》、
《三 天 三 夜》、《哭 不 出 来》、
《BAD BOY》、《我可以抱你吗》
等，陈奕迅下架的歌曲则包括

《爱是怀疑》、《shall we talk》、
《我们都寂寞》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音集协发公告

KTV下架6609首歌
下架歌曲大多传唱度不高，对KTV曲库基数影响有限

张惠妹的《听海》、《姐妹》、《Bad Boy》、《我可
以抱你吗》，陈奕迅的《爱是怀疑》、《Shall We
Talk》、《我们都寂寞》……这些让歌迷喜欢的歌曲
可能要从KTV下架。10月22日，中国音像著作权
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发出公告，要
求 KTV 终端生产管理商和卡拉 OK 经营者在今
年 10 月 31 日前，删除或者不向消费者提供 6609
部音乐电视作品。记者根据公告附件，发现包括陈
奕迅、容祖儿、张惠妹、Twins、毛宁、杨钰莹等歌手
作品在列。随后，记者向成都各大KTV了解，部分
商家已经严格要求规定下架侵权歌曲。“每间门店
常用音乐电视作品3万-5万部，此次下架6000多
首，其中大多是一些传唱度不高的老歌，也有一些
热门的经典老歌，可能对怀旧的顾客来说有一些
影响。而且这次只是针对未授权的版权，其他获得
授权的版本依旧可以使用。”成都某知名连锁
KTV 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对此，音集协回应说：

“本次公布的6000多首音乐电视作品的权利人均
非音集协会员，因此，音集协依照法律规定，通知
KTV场所及KTV曲库上线渠道（VOD商）予以全
部删除是严格依法办事、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职
责的行为。”

记者获悉，发出公告的中国音
集协，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在民
政部登记注册的我国唯一音像著
作权集体管理组织。2018年10月
22日，中国音集协在官方网站，发
出《关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诉歌曲的
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同时亦
通过快递方式，向各地行业协会及
会员单位，发出纸质版公告。

根据公告内容，中国音集协在
2018年，已协助缴费卡拉OK经营
场所，处理了千余起被诉侵权案
件。为降低已获中国音集协许可的
各使用者的法律风险，公告要求所
有卡拉OK终端生产商，在2018年

10月31日前，将公告附件中所列
出的音乐电视作品尽数删除，未接
到书面通知前勿重新上传；向中国
音集协缴费的卡拉OK经营者，亦
请删除各本地服务器上所列明的
涉及本次事件的音乐电视作品，未
接到书面通知请勿重新使用；如在
2018年11月1日起凡因未删除公
告附件所列音乐电视作品而遭权
利人主张权利，使用者需自行承担
相应的法律后果。

在公告中，中国音集协，并未
明确说明需要下架的音乐电视作
品，因涉及什么诉讼而下架。根据
附件内容，记者发现被要求下架

的音乐电视作品，一共有6609部。
不少在社会上耳熟能详的歌手及
其电视音乐作品，纷纷在列。如英
皇娱乐（香港）有限公司版本的陈
奕迅《Lonnely Christmas》、《一生
中最爱》、《明年今日》，容祖儿《抱
抱》、《逃避你》、《全身暑假》，
Twins《恋爱大过天》、《明爱暗恋
补习社》；丰华唱片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的张惠妹《听海》、《姐妹》、

《BAD BOY》等；除了港台歌手，
在《中国好歌曲》《中国新歌声》版
本的莫西子诗《要死一定要死在
你手里》，赵雷《画》，苏运莹田馥
甄《野子》等，也在“下架”之列。

为何要删除这些音乐作品？
记者联系到中国音集协，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协会已在指导国内
KTV 企业应对音乐电视作品下
架，具体的下架原因以协会 11
月5日发布的《KTV经营者应合
法使用曲库，删除未获授权作
品》为准。“众所周知，KTV 场所
使用海量音乐电视及音乐作品
向消费者提供点唱服务负有向
著作权人支付版权费的义务，为
解决在实践中 KTV 经营者难以
一一获得海量权利人授权的实
际问题，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
条例》的规定，经国家版权局批
准，音集协于 2008 年依法成立。
作为我国唯一管理音像权利人
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音集协
同时也接受中国音乐著作权协
会（以下简称‘音著协’）委托，代
表音乐电视及音乐作品权利人

向 KTV 行业收取著作权使用
费。”在声明中，音集协表示，本
次公布的 6000 多首音乐电视作
品的权利人均非音集协会员，因
此，音集协依照法律规定，通知
KTV场所及 KTV曲库上线渠道
（VOD 商）予以全部删除是严格
依法办事、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
职责的行为。同时也需要特别强
调的是，这6000多首音乐电视作
品的权利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
公司已经陆续向 KTV 经营者提
起侵权诉讼或者即将提起侵权
诉讼，KTV经营者如果不予以删
除，将面临着诉讼赔偿的风险，
会给自己的经营带来损失。因
此，音集协本次通知删歌，既是
依法行使集体管理职责，更是遵
循司法判决，免除 KTV 经营者
法律风险的预防措施。

声明中还特别强调，删除侵

权歌曲将推动 KTV 版权市场的
规范和繁荣。“目前音集协和音著
协管理的曲库共有十五万以上，
曲库的数量还随着会员数量上
升、作品的增多不断的扩展。本次
通知删除的6000多首歌曲，除了
极少几首流行曲目外，大部分年
代久远点击率不高，对KTV曲库
的广泛性的基数影响有限。

据了解，目前已经加入音集
协的版权方包括国际三大唱片公
司环球、索尼、华纳，海外主要唱
片公司滚石、福茂、华研、相信、杰
威尔等，内地本土主要唱片公司
中唱、太合、摩登天空、华谊、鸟
人、正大等三百余家中外音乐公
司。“因此，音集协不仅仅是我国
唯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
织，其管理的作品数量也具有极
大的代表性，覆盖了KTV市场绝
大多数的份额。”声明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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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妹和陈奕迅的部分歌曲在下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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