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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钱钱，，就就是是这这么么任任性性 郭敬明

化身知心哥哥

本报讯（记者 邱祎） 天津
卫视与新浪网联手打造的全球首
档台网联动社交生存真人秀《百
万粉丝》将从11月28日起每周五
晚播出。22日，《百万粉丝》首次开
放媒体探班，8000平米的能量城
高科技细节随之曝光，城主郭敬
明自比“知心哥哥”将为选手做心
理减压。

此次探班首次曝光能量城细
节内容。能量城占地面积约8000

平米，耗时两个月建造而成，是国
内电视节目中规模最大的实景封
闭录制场地。这座城有一套完整
的“货币体系”，从头起步的12位
选手通过新浪微博获得生存能
量，一个粉丝就代表一个能量值。
在能量城中上一趟厕所需要花掉
100个能量值，吃个普通套餐要
用 1 5 0 0个能量值，好一点的套
餐则需要 5 0 0 0个能量值。在这
座城外 1 2位选手衣食无忧，有
些还是企业老板，可是在这座
城里，人类的金钱没有任何价
值，他们只是社交网络世界里一
个脱离社会性的个体，每一个人
都回到起点。

事实上进入能量城，郭敬明
不是只会高冷霸气的国王，而化
身成为“知心哥哥”。郭敬明表示，

“作为能量城主，在节目中我会跟
选手聊天、谈心，去协调他们之间
的关系环，他们需要我的安慰。”

张莹

一年一度的AMA全美音
乐大奖日前在美国正式拉开序
幕，中国歌手张杰和筷子兄弟
一行三人受AMA邀请，出席本
年度的AMA颁奖礼，张杰拿下

“年度国际艺人”大奖，《小苹
果》获评“年度国际歌曲”。随后
传来“三傻大闹AMA”的消息。

得奖本是好事，何况是全
美音乐大奖。张杰的“年度国际
艺人”奖，据说之前拿到这个奖
的艺人是迈克尔·杰克逊、惠特
尼·休 斯 顿 、碧 昂 斯 、布 兰
妮……吓人！比张杰优秀的中
国音乐人一抓一大把，怎么偏
偏是他呢？真相是人家玩了个
文字游戏，MJ、麦当娜等获的是

“international artist award of
excellence”，相当于终身成就奖，
而张杰获得的是“international
artist of the year”，虽然译作中

文意思相当，但这个“只为”张
杰特地加设的奖项却与MJ们曾
获得的奖项差了十万八千里。同
理，筷子兄弟的“年度国际最佳
流行音乐奖”，也是今年为他们
而特地“增设”的一个奖项———
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奖”。

无独有偶，前两天，冷不丁
传来景甜在好莱坞拿了个“大
奖”，名字叫“好莱坞国际奖”。
按说得了个这么吓人的好莱坞
奖，中国娱乐圈还不得欢欣鼓
舞，可是却鲜有国内媒体报道，
大家对此有基本的冷静判断：
一个在表演中没有亮点的演
员，凭什么获此“大奖”？果然，
所谓“好莱坞国际奖”是为咱漂
亮花旦量身定做的。

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说起来，中国艺人冲出亚

洲，走向世界，已经不是什么新
鲜事了。前些年一窝蜂地走红
地毯，有作品没作品，削尖脑袋

去戛纳红地毯上秀一秀，被叫
错名字又何妨？遭保安驱逐又
何妨？只要能拍张照片发回国
内，咱就算镀上这层金了！再后
来又刮起歌剧院之风，任谁都
要去维也纳、悉尼歌剧院亮亮
嗓，你方唱罢我登场，又当观众
又当演员，也算是唱响全球了！

这次全美音乐大奖现场，
一个中国观众发了这样一条说
说：“太给中国人丢脸了！主持
人再三强调，我们要进一个广
告，其间会播出一个节目给中
国观众，非常抱歉！然后《小苹
果》就开始放伴奏了，跳着连广
播操都不如的舞，假唱连嘴都
没有张，观众在下面默默讥笑。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来？为什
么只为了自己回国炫耀或者抬
高价格而把祖国形象糟蹋成这
样！”也真是醉了！看张杰穿着
豹纹霸气地站在台上，感谢了
爱妻谢娜，还清唱了一段MJ的

老歌，煞有介事得爆棚，谁能想
到自费前往的张杰，连红毯都
没上去，最后在结束时挤上去
蹭了张红毯照！

美国有影响力的大奖，为
你特设一个奖项，不难推测其
中的猫腻。“美国人拿了钱，艺
人 镀 了 金 ，粉 丝 得 到 了 狂
欢……”看上去是皆大欢喜的
好事，可这“有钱、任性”着实伤
了不少人的心：那些舍得花钱
买国际大奖的艺人，根本代表
不了中国的真正水准。就像《小
苹果》不过是广场大妈的欢欣
鼓舞，张杰近两年也没有什么
得力作品，在国内未必算得上
顶尖歌手，这样去人家那里在
广告时间自我陶醉一番，只落
得笑话一场。

买买买！土豪的口头禅，能买
来奖却买不来尊重。要我说，有钱，
也不要任性，站上世界的舞台，还
是要像李小龙那样，拿出真功夫！

用音乐启迪孩子心智

““伊伊音音乐乐之之父父””赖赖达达富富来来济济授授课课

华鼎奖音乐百强

陈奕迅荣登榜首

本报讯（记者 邱祎） 近
日，第14届华鼎奖华语音乐满意
度调查百强名单公布，陈奕迅荣
登榜首，周杰伦、汪峰分别位列第
二、第三位，王菲却“踪迹难寻”。
颁奖盛典初定2015年1月在上海举
行。

华鼎奖全球音乐满意度调查
从去年开始，每年评选、颁发一次。
调查方式是先从全球音乐数据中
心3万名音乐人样本中，经过第一轮
抽样筛选产生600名音乐人作为初
选对象；然后邀100家主流媒体娱乐
记者、编辑推选提名艺人；接着提
名专家委员会根据媒体提名名单
进行不记名投票，产生本次全民票
选对象，再经由网友投票，统计出
最终的获奖名单和歌手。

纵观华语音乐满意度百强榜，
这一年来的热门人物几乎基本囊
括，“E神”陈奕迅荣登榜首，而其好
友王菲却“踪迹难寻”。组委会相关
负责人透露，王菲一直处在“无限
期休息”的状态，虽然去年为电影

《致青春》献唱主题曲，最近又为电
影《匆匆那年》献唱主题曲，但《匆匆
那年》11月16日才正式曝光，不在这
一年度的评选期内，《致青春》也没
有帮她挺进100强。

此外，终于承认正在热恋的
周杰伦排名第二，汪峰排名第三。
入围百强榜前十名的还有“全民
神曲”《小苹果》的主唱筷子兄弟、
因一首《卷珠帘》在央视春晚大放
异彩的霍尊、在综艺节目中如鱼得
水的杨坤、萧敬腾以及正在参与

《中国正在听》的综艺评委新秀蔡
依林、李宇春。值得一提的是，深受

“90后”、“00后”喜爱的鹿晗、吴亦凡
等“小鲜肉”人气不亚于一线明星，
首次入围华鼎奖表现不俗，坊间有
关两人不和、粉丝掐架的消息不绝
于耳，此番两人同时入围百强榜，
估计又会掀起一阵口水战。

莹观评

本报讯（记者 王媛） 24日
上午，齐鲁晚报艺术培训中心“拍课
堂”正式开讲啦！本报资深摄影记者
亲自授课，首批学员齐聚一堂，共同
学习摄影知识，探讨摄影技巧。

上午9点，家住英雄山附近的
尹逊习和同伴一起来上课。到培训
中心前台登记后，他高兴地说：“报
名之后我们就一直盼着开课，今天
终于开讲啦！”在课堂上，本报资深
摄影记者刘军针对摄影的基础知
识及摄影器材各个功能键的应用，
从四个章节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相
关内容。对于一直困扰学员的一些
小问题，本报记者一一作答。讲课
结束后，学员们围住本报记者问个
不停，从相机器材到拍摄手法，学
习氛围格外浓厚。

开课后，有不少摄影爱好者
打电话，称自己白天上班无法前
来听课，但是又特别想跟本报记
者学习摄影。对此，艺术培训中心
特地为上班族开设了“夜间课
堂”。错过了白天的课，报名的学
员今天（26日）晚6点半也可以前
来上课。

（摄影 王媛）

相关链接

本报摄影记者

面对面教“摄技”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11月30日，“中国柯达伊音乐教
学之父”——— 赖达富将来到齐鲁
晚报艺术培训中心举办公开课，
欢迎广大家长和儿童以及音乐
教育从业人员免费试听，了解柯
达伊教学的优势，并欢迎音乐爱
好者提前咨询报名。

赖达富1996年毕业于厦门
大学音乐系，2003年获福特基
金会国际奖学金项目资助，后
作为交流访问学者赴美国留
学，2006年毕业于纽约大学音
乐与表演艺术系，获音乐教育
硕士学位，回国后到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人文社科学院任教
至今，代表作品有《十二孔陶笛
基础教程》等。赖达富曾应邀在
美国、韩国、意大利、新加坡、澳
大利亚以及国内十多所大学讲
学和演出。

柯达伊教学法由匈牙利著
名作曲家、民族音乐家、音乐教
育家佐尔丹·柯达伊创立，因科
学性、实用性和有效性成为世
界上最优秀的音乐教法。

为了让广大儿童能够快乐
地学习音乐，齐鲁晚报艺术培
训中心在省内首次独家引进柯
达伊教学法。该套教学法课件
由赖达富教授亲自完成，全国
首创。赖达富公开课现征集儿
童和音乐教育者现场试听，儿
童专场征集5 - 7岁的小音乐
迷，教师专场征集音乐教育从
业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往
咨询报名。

买买买！《小苹果》和张杰分别获得全美音乐奖“年度国际歌曲”
和“年度国际艺人”，此前不久，景甜拿到了“好莱坞国际奖”。用当下
时髦的话说：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近日，齐鲁晚报小记者团第三
次集中报名面试在齐鲁晚报艺
术培训中心举行，来自东方双
语小学、营东小学等济南中小
学的几十名孩子在家长的陪同
下参加了面试。

小记者团成立以来，利用
周末和假期组织了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社会实践和新闻采编培
训活动。同时，小记者团还成立
了小记者编辑部，编辑部就设
在孩子们的面试地点齐鲁晚报
艺术培训中心，在这里，小记者

要系统接受小记者精英课程培
训，学习采访、写作、摄影、编
辑、排版等知识，还可以自办报
纸，报名学习各类艺术课程。

本次面试结果将于近日公
布，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家
长。

齐鲁晚报艺术培训中心

咨询电话：400-158-6585

学校网址：http://pxzx.qlwb.com.cn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
路12111号中润世纪城三期1号
楼4层(山东省武警医院南邻)

晚报小记者团面试结果第一时间通知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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