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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民族伟大复兴引领成都崛起

要闻

国家级音乐大奖金钟奖
将于10月19日至28日举办

金秋蓉金秋蓉城鸣金钟城鸣金钟

从河北廊坊从河北廊坊，，到厦门到厦门
鼓浪屿鼓浪屿，，再到广州再到广州，，创办创办
于于20012001年的中国音乐金年的中国音乐金
钟奖已走过钟奖已走过1818载载1111届的届的
发展历程发展历程，，推出了一大批推出了一大批
优秀音乐人才和作品优秀音乐人才和作品。。如如
今今，，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
主办的这个全国惟一常主办的这个全国惟一常
设的音乐类综合性奖项设的音乐类综合性奖项，，
来到了正在建设来到了正在建设““国际音国际音
乐之都乐之都””的成都的成都。。

99月月1010日下午日下午，，第第1212
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新闻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新闻
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由中由中
国文联国文联、、中国音协主办中国音协主办，，
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的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的
第第1212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
将于将于1010月月1919日至日至2828日在日在
成都举办成都举办。。

中国音协分党组书中国音协分党组书
记记、、驻会副主席韩新安在驻会副主席韩新安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将
努力把本届努力把本届““金钟奖金钟奖””办办
好好、、办出彩办出彩，，推出更多优推出更多优
秀新人和佳作秀新人和佳作。“。“为努力为努力
承办好本届金钟奖承办好本届金钟奖，，确保确保
各项赛事各项赛事、、活动高规格活动高规格、、
高质量地顺利进行高质量地顺利进行，，成都成都
方面高度重视方面高度重视，，展现出成展现出成
都在繁荣新时代社会主都在繁荣新时代社会主
义文艺中的使命担当义文艺中的使命担当，，体体
现了成都建设国际音乐现了成都建设国际音乐
之都的强劲实力之都的强劲实力。”。”

实力

中国音乐金钟奖在成都
举办，是全国惟一常设的音乐
类综合性奖项第一次在我国
西部地区举办，是中国文联、
中国音协和国家相关部委对
成都发展音乐事业和音乐产
业的充分肯定。对此，韩新安
坦言，中国音乐金钟奖经过近
20年的发展，受众面不断扩
大，评审机制不断完善，社会
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中国音乐
界最具权威性和导向性的国
家级专业大奖，是我国音乐艺
术良好发展生态的表征。

“努力把本届‘金钟奖’
办好、办出彩，推出更多优秀
新人和佳作，充分发挥新时
代金钟奖举旗帜、展形象、育
新人的重要价值功能，也是
推动音乐事业健康发展的客
观需要。”对于这次“金钟奖”
落地成都，韩新安给予很高
的评价。“为努力承办好本届
金钟奖，确保各项赛事活动
高规格、高质量地顺利进行，
成都方面高度重视，展现出
成都在繁荣新时代社会主义
文艺中的使命担当，体现了
成都建设国际音乐之都的强
劲实力。”

2016年以来，成都不断加
快世界文化名城和国际音乐
之都的建设步伐，组建市音乐
影视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下发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音
乐产业发展的意见》，落实各
项政策，对音乐产业重点项目
予以扶持。在市委市政府的有
力推动下，成都市音乐产业发
展已经走上“快车道”。

“目前，成都拥有一大批
重点音乐园区、音乐小镇和音
乐品牌；全市每年承接的音乐
演艺活动达1000余场次，国际
化高品质音乐演艺活动达40
余个；2018年，成都新引进音乐
产 业 项 目 39 个 ，投 资 额 达
163.59亿元，音乐产业市场总
收 入 397.8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69%；在成都，音乐文化深入
千家万户，丰富的音乐文化产
品极大地提高了市民的生活
质量与幸福指数。总的来说，
成都具备政策优势、资源优势
和人才优势，为音乐从业者提
供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和土
壤，软实力与硬实力兼具，成
都有强大的实力和信心来举
办金钟奖。”成都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本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以“放歌十月·
盛世金钟”为主题，届时，一场场竞争激烈
的选拔比赛，将充分展示金钟赛事的权威
性和专业性，一台台演出活动，将集中展
现新时代中国音乐界的蓬勃气象。

据主办方介绍，第12届中国音乐金
钟奖设表演奖四项：声乐（民族、美声）、
器乐（小提琴、二胡），共计42场高水准
的音乐比赛。经过全国选拔赛，其中声
乐（美声、民族）在山东艺术学院进行了
现场选拔，二胡、小提琴通过看录像选
拔，共选出声乐民族组选手87名、声乐
美声组选手87名、二胡选手48名、小提
琴选手48名，共计270名选手参加决赛
阶段比赛。

记者了解到，本届金钟奖评委的产
生，先是通过委托全国11家专业音乐院
校、37家团体会员单位、中国音协第八届
主席团、著名音乐家，推荐产生足够数量
的四个组别的评委库，再按照一定结构比
例从评委库中抽取三分之一的成员组成
现场评委。

“本着进一步完善评选机制，进一步
凸显公开公正的原则，同时按照相关规定
要求，我们这次在成都的比赛会采取‘盲
听’的方式进行评审，评委进场前上交手

机等通讯设备。”中国音协分党组成员、副
秘书长王宏介绍。

据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成都
市音乐影视产业推进办公室主任多央娜
姆介绍，“金钟奖”开幕式音乐会将在成都
大魔方演艺中心进行，颁奖典礼暨闭幕式
音乐会将在成都城市音乐厅举行。另外，
在成都天府云端音乐厅还将举行5场“放
歌十月·盛世金钟”专场音乐会，杭州爱乐
乐团、贵阳交响乐团、四川音乐学院交响
乐团、成都乐团以及往届金钟奖获奖选手
代表将联袂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中国音乐金钟奖
还将精心组织“金钟之星”下基层系列演
出活动。多央娜姆告诉记者，10月27日，将
在战旗村开展“金钟之星”艺术团进社区
的惠民演出，让广大市民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之际，共享金钟音乐文化成果。

而记者也从多央娜姆处获悉，与本届
金钟奖同期，成都也将举办“蓉城之秋”成
都国际音乐季、“金芙蓉”音乐比赛、“荟萃
蓉城”精品剧目演出、“乐动蓉城”月末音
乐会等城市特色音乐品牌活动，与金钟奖
相呼应，搭建全国层面的音乐文化交流和
艺术展演平台，充分展示成都建设国际音
乐之都的城市形象和优雅氛围。

“人们都说成都是一座美食之都，殊
不知，火锅的香气之下，飘动着五彩斑斓
的音符。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川籍音乐
人活跃在华语乐坛，国际上极为优秀的歌
手、美妙的音乐、动人的旋律，都曾在成都唱
响；四川音乐学院等专业艺术院校凭借突出
的音乐教育资源，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输送优
秀音乐人才，这些都代表了天府音乐文化毋
庸置疑的实力。”在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主席
林戈尔看来，金钟奖在四川举办，能够给四
川的音乐产业带来重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音乐金钟奖，是音乐界具有高
权威性和强导向性的专业大奖，从金钟奖
赛场走出来的优秀选手，不少人已成为各
类音乐舞台上的中坚力量。高品质、高规
格、高效率的音乐赛事、活动，在激发大众

音乐爱好和文化消费的同时，也能推动音
乐产业和文创产业资源向四川聚集、孵化
和发展，有利于四川整个音乐文化市场环
境等方面得到提高。相信金钟奖在成都举
办，将对四川音乐产业发展产生重大的促
进作用，也将带动四川音乐产业迈向更高
的台阶。”林戈尔说。

此外，城市音乐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引
进含金量足够高的音乐赛事，“金钟奖作
为我们国家最权威、最专业、影响力最大
的专业音乐评奖活动，能够选定四川，表
明四川对音乐赛事的参与度在同步成长，
金钟奖的权威性、影响力必将跟文化发展
和社会进步共同向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北
京报道 摄影记者 张士博

“成都具备政策优势、
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

比赛“盲听”方式评审
凸显公开公正

展望“将对四川音乐产业发展
产生重大促进作用”

YOU成都力邀超60万市民晒出运动风采
运动滤镜秀出成都人生活新风尚

近年来，成都成为了国际运
动赛事的宠儿。从刚刚过去的第
18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到
2021年即将迎来的第31届世界
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从2022年的
第56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到
2025年的第12届世界运动会，不
得不说，这座城市正在向名副其
实的赛事名城奋力迈进。

伴随着重大国际赛事的接踵
而至与成都公园城市的建设，城
市里的绿色场馆与运动形式也花
样百出，如今，运动已然成为成都
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为市民的
日常注入了健康、绿色、活力、低
碳等多元可能性。

9月4日至10日，为助力成都
赛事名城建设，号召全民参与运
动，“天府成都生活美学地图”
YOU成都在微博平台发起了“#
运动就是滤镜#”主题晒照活动。
期间，一股由硬照带火的强势运
动风扫过YOU成都各大平台的
互动区，为初秋的蓉城带来了蓬
勃的朝气与无限的活力。

运动滤镜开“秀”
致敬“赛事名城”成都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从习惯
出发，点燃生命的热情；运动是一种精
神力量，它以向上的态度，激励着积极
人生；运动是一种信念感知，它以健康
之名，在自律中超越自我。

截至9月10日18时，“#运动就是滤
镜#”在全网平台已斩获超过100万阅
读量，逾60万用户参与其中，晒照、转
发、点赞，将这场运动热风推向高潮，
展示出了成都人朝气饱满的运动精神
和蓬勃健康的整体形象。

参与的用户中，不仅有训练有素
的运动达人，也有刚刚入门的运动爱
好者；不仅有热衷于健身房的撸铁行
家，也有喜欢绿道夜跑的酷跑健将；不
仅有恣意挥洒汗水的年轻人，也有大
胆秀出肌肉的老年人；不仅有元气满
满的个人，也有活力加持的团体和机
构。在这次活动中，他们以运动为名，
致敬成都，展示着运动这种生活方式，
给自己的日常带来的改变与惊喜。

多元运动方式齐绽放
传递运动正能量

伴随着肌肉与线条同行的，还有
满满的正能量：网友高洪定晒出一组
在山海之间的运动照后说：“gym（健身

房）不需要多大，能盛下梦想就行，信
念就是天赋，运动就是滤镜。”酷爱
crossfit（交叉健身）的凉老师则称：“运
动滤镜的魅力在于挑战未知，超越自
我，自律拯救焦虑，力竭后就是新生。”

除了个人，更有不少机构和团体
在活动中解锁多元运动方式，纷纷展
开线上教学：成都帝舞季舞蹈工作室
投 喂 了 一 段 火 热 的 劲 舞 ，孙 子 团
BTSZD以音乐、律动、力量，展现了滤
镜与美的加持，UP格斗体能工厂秀出
了巴西柔术，CSI成都体育产业旗下
的“运动红馆”品牌献上了滑水、滑
雪、击剑、库房运动等新鲜丰富的运动
姿势。

“赛后乐队live演出，一位大爷跳
起舞。”伴随着体育博主Edwin小天对
2019中国电信成都（双流）女子半程马
拉松现场的即时播报，“#运动就是滤
镜#”晒照打卡活动迎来了尾声。

一个热爱运动的人，得到的是身
形的塑造与精神面貌的改变；一座热
爱运动的城市，收获的则是城市整体
形象与气质的提升。YOU成都此次开
启的“#运动就是滤镜#”晒照打卡活
动，以7日运动之旅，联动全网运动爱
好者，挖掘了埋藏在城市深处的运动
基因，传递了运动精神与满满正能量，
也借此呼吁全球成都粉动起来，让运
动，变成一种最美的生活方式。

运动达人徐智林64岁了，却拥有让许多
年轻人都自愧不如的健美身材。本次“#运动
就是滤镜#”活动一开始，徐智林便现身说法，
秀了一把肌肉，并向运动爱好者们分享了自
己的运动历程。

比起年轻人，徐智林说自己最想鼓舞的
恰恰是他的同龄人。他希望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同他一样，重新看待身体健康这个问题。

在徐智林眼中，运动其实是一种“性价比
很高的消费方式”。现在的健身年卡均价也就
1000元左右，“日均3块钱，肯定不贵吧”。除了
进健身房，他也提倡大家进行“情景健身”，比
如跳广场舞、打太极等，“只要你在运动，重视
身体、重视健康，都是好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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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的帅气、活泼、
阳光、元气，我们都有”

“你要的帅气、活泼、阳光、元气，我们的
滤镜里统统都有！”活动开始第三天，YOU成
都微博接收到了一组散发着青春气息的运动
靓照。向YOU成都投喂青春的，正是首个“成
都造”偶像男团厂牌CAMP少年。

在 这 组 照 片 里 ，身 着 炫 酷 运 动 装 的
CAMP少年展示了音乐之外的多元运动日
常。青春正气的身影，在运动中挥洒着汗水，
彰显着少年们的元气与力量。

在运动类型的选择上，CAMP少年更加
倾向于新型的潮流运动方式，正如他们的微
博配文道：“CAMP少年，不止唱、跳、RAP，还
有健身房、排球、篮球，新型轻松的潮流运动
方式，成就天生有趣的活力少年。”

他叫陈浩，是《哪吒之魔
童降世》的对白配音导演及李
靖的配音演员，也是话剧《情
书》的导演兼主演。在“#运动
就是滤镜#”活动中，陈浩秀出
的一组对比照，让人看到了完
美的肌肉线条，也直观感受到
了运动的“逆生长”力量。

20年的配音工作给陈浩
带来了严重的颈椎病，意识到
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后，他削发
明志，开始运动健身。别看对
比明显，走上运动之路前，陈
浩其实并没有多重，大概145
斤，主要体脂率较高。而现在
的陈浩128斤，体脂率则由原
来的24%降到了15%。

关于运动，陈浩心中有四条
准则：第一，坚持；第二是运动技
术动作准确；第三，肌肉力量训
练为主，有氧运动为辅，先力量
后有氧；第四，饮食均衡健康。

陈浩：
运动没有秘诀，
最主要是坚持

徐智林：
运动是一种

性价比很高的消费方式

CAMP少年：
爱唱、跳、RAP，也爱运动

韩新安

林戈尔

身着炫酷运动装的CAMP少年展示了他们的运动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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