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艳照门成电影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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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不雅照风波后!钟欣

桐
)

阿娇
*

的事业备受关注!继早前有不

少导演开腔力撑她后! 连好莱坞片商亦

对阿娇感兴趣!日前好莱坞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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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跟她见面欲邀拍片! 她亦

觉得剧本不俗!稍后会试镜"

另外!不雅照风波闹得满城风雨!据

知有关题材亦将拍成电影#钥匙$!由谭

华执导和编剧! 已于本月十八日在北京

开机%影片揭露艺人炒作新闻的黑幕!加

入了床照风波元素"

日前有消息称! 陈冠希已经将自己

在香港的寓所和汽车挂牌! 自己的店铺

也已关门大吉!准备在香港&全身而退'%

而记者
56

日前往陈冠希位于铜锣湾的

时装店()*

0"%78

时!却发现楼下写着
9

月重新开张的字样! 而其在上海的服装

店也将于下月重新开业! 这意味着陈冠

希将于下月在商业方面重新起步! 正式

转行+

另据报道! 陈冠希早前被指情绪低

落! 不过陈冠希公司旗下艺人农夫组合

则唱反调指&老板'陈冠希心情不俗!双

方每日都有以电邮联络! 但凡工作上有

疑难!陈冠希必定回复!二人更笑说,&老

板还每天催我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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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

月
5:

日讯!记者楚楚"应海南文艺广播音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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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邀#新加坡情歌王子永邦今晚在海医与高校学子
们面对面#携第四张新专辑$愿望%举办歌友会并签约担
任海南文艺广播台歌代言人& 记者今天下午在金宝莱商
务酒店采访了这位音乐才子&他告诉记者#将给自己一个
月时间创作一首既有海南特色又具国际流行音乐水准的
歌奉献给海南的听众#歌词中想加入海南四大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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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本地的地方电台请国际音乐人创作演绎台
歌#永邦算是被邀第一人&对于为海南地方电台创作这
样一首歌曲#永邦说#首先必须得具有海南特色#例如#

旋律上可以借鉴海南本土原生态音乐# 歌词中表达能
体现海南的最鲜明的内容# 他随即一转#'我所知道的
海南四大名菜也可以加进歌曲&(采访现场#他甚至用
/01

曲调即兴哼唱了两句)想吃文昌鸡#只有在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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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来一片掌声&接着又用海南话)吃饭(#打着节奏说唱
)加馍!音"#加馍**(永邦说这首歌还得要有国际音
乐的水准#因为创作是无国界的#将会用蓝调+摇滚+爵
士+嘻哈等多个版本进行演绎&

说起海南#永邦觉得好亲切#因为海南与新加坡气
候条件相似#阳光充沛#新加坡住着很多海南华侨#最
重要的是永邦最喜欢吃海南鸡饭& 皮肤黝黑的永邦称

昨天去三亚#在海边痛快地晒了两小时太阳&为了写好
这首有海南特色的歌# 他将以最快的速度最大限度地
了解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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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邦很早便出道#入行仅六个月便发片了&他的专
辑中的歌曲几乎全部是自己创作#由于永邦的才情#他
被赋予)音乐优声学(的封号&永邦一开始出场除了声
音还是声音#不管专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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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还是宣传手法
上#他都维持神秘感&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你是我最深
爱的人%$威尼斯的泪%等歌唱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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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伏了三年#永
邦躲在幕后为其他歌手写歌#制作音乐#也挖掘了像曹
格等现在红起来的新人&在幕后和幕前兜转#永邦说喜
欢在幕前唱歌给大家听的感觉# 也喜欢在幕后为创作
与人相处的过程&他说在这些个转换当中#很多人因为
他那首$你是我最深爱的人%喜结连理#感觉自己像是
给很多人当了媒人# 连自己的歌会上也有男歌迷唱这
首歌当众向女友求婚成功&

这次再走到幕前# 永邦带来了他的全新创作专辑
$愿望%#他说自己今年的愿望是家人健康#世界上每个
人都能生活得更积极#而这一次#他要改变以往的宣传
模式#让大家听到他的声音#也看到他的人#用耳朵和
眼睛来解读一个全新的永邦&

唐国强拍戏意外坠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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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

日获悉 #唐
国强在横店拍摄 $颜真卿 %时不
慎落马受伤#经医生诊断为左胸
四根肋骨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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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左侧锁骨断
裂&他的好友 +演员刘劲告诉记
者,)他这两天就将返回北京进
行治疗&(

据悉#唐国强是
7-

日发生落
马事故的&记者昨日从同剧组的
工作人员处获知 # 当时 #$颜真
卿% 剧组正在拍摄一个外景#唐
国强饰演的颜真卿骑马从一片
草地走过& 当天拍摄时间太长#

唐国强感觉自己的坐骑状态不
好# 于是向导演要求再拍一条&

就在这个时候# 马匹因为劳累#

走到半路突然低头#将唐国强摔
落在地&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导
演当即决定停止拍摄#并派车将
唐国强送往横店集团医院&

因为唐国强本人的手机一
直无法拨通#昨日#记者联系上
了他的好友+周恩来的特型演员
刘劲&对方表示自己在第一时间
就收到了消息,)当时我特别急#

但是他电话老打不通&( 几个小

时后 # 唐国强的助理打来了电
话#)接到这个电话我放心多了#

他的助理说#在出事现场国强就
觉得自己可能断了两根肋骨#后
来到医院一查才知道断了四
根(&同时#刘劲也证实 #当时确
实是因为马匹劳累而)发脾
气(#摔伤了唐国强&刘劲同
时告诉记者,)他这两天就
会返回北京进行治疗&(

据横店集团医院的医
生透露#唐国强同时断裂的
还有左侧锁骨#现在暂时采
取保守治疗&同时#剧组方
面表示#拍摄工作将作出调
整#剩下的镜头估计要到四
月底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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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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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雅菁

由海南广播电视台选送的独具
海南原生态特色的)哈杞组合(一举
挺进第十三届

8845

青年歌手电视
大奖赛决赛# 刷新了我省历届参赛
止步于复赛的纪录&据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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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代
表海南参赛的选手们都是通过层层
选拔#过五关斩六将才确定下来的&

省委宣传部和海南电视台都非常重
视本次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
奖赛#投入大量经费人力物力#委托
省音乐家协会和海南广播电视台影
视娱乐频道共同承担选手的选拔和
参赛培训& 经过今年

9

月筹备到
*

月
的全省选拔#共选出美声+民族+流
行+原生态+合唱五类唱法共

.'

多人
的队伍代表海南进京参赛&)哈杞组
合(最终冲出重围获得了决赛资格&

海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国
家一级作曲家黎友和介绍说# 海南
的音乐文化相当丰富# 仅民歌海南
就有黎族民歌+ 苗族民歌+ 儋州调
声+临高哩哩美等&在海南有些音乐
只要一开口唱# 大家就知道是海南
题材创作的作品#如$万泉河水清又
清%&黎友和认为#海南本土音乐的
魅力在于, 有浓厚的海南韵味和鲜
明的音乐个性# 同时还在于海南本
土音乐人用浓厚的海南音调谱写出
了海南题材和内容的歌曲&据介绍#

多年来#通过作曲家们到广大农村#

采集优美民歌旋律# 我省已创作出
了一批有浓厚地方特色+ 有鲜明的
海南音乐风格的声乐作品& 其中#

)颂海南(就是作曲家们创作的有优
美旋律和地方特色的歌曲集&

)海南的原生态音乐需要更多
像 -颂海南. 这样的沃土#-哈杞组
合.就是最好的缩影/(海南省音乐
家协会主席曹时娟向记者介绍说#

因为他们都是 )颂海南 ( 系列活
动000海南电视台)呀喏哒嘀(民歌
秀场的优秀获奖者# 他们唱歌是地
地道道的黎族的民歌# 乐器是海南
独有的乐器& 原生态的韵味在这对
参赛组合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既
很好传承了海南民歌的精髓# 又更
好地宣传了海南特色的民族文化&

省文体厅文艺处处长王琪表
示#参赛选手在)青歌赛(舞台上充
分展示了海南丰富多彩的民族文
化#不仅达到了充分宣传海南#弘扬
海南民族文化的目的# 更树立了海
南民族文化在全国人民心中的新形
象&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的结果# 是我省音乐工
作者+民族文化工作者辛勤工作+长
期积累的结果& 我们要以这次取得
的成绩为契机#进一步挖掘+培育和
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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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不上春晚并不是因
为钱少# 而是因为压力实在太大#

今年春晚#赵本山累得嘴肿得像个
非洲人# 我们该歇会儿了1(

**

日#

宋丹丹在为旅游卫视新节目开播
的造势活动上#澄清拒上春晚的原
因# 她希望媒体不要断章取义#歪
曲了她的意思&

)我几年前就不想演小品了 #

但是我不能把赵本山一个人扔在
舞台上啊1(提起春晚#宋丹丹语出
惊人#表示早有隐退的念头#)现在
更加力不从心了# 希望能够多休
息#大家也不要再勉强我和赵本山
了&(对于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宋丹
丹曾表示演小品不赚钱#比拍影视
剧差远了#而她拒上春晚的原因就
是因为没有)钱途(&对此宋丹丹怒
斥媒体断章取义 # 当天她郑重澄
清#)

')

年春晚的时候#我因为压力
太大#大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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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赵本山更是急出
了一身疹子# 嘴肿得像个非洲人#

上台前还一直在打着吊针&(

宋丹丹叹了一口气 #)今年的
小品其实挺精彩的#但是观众依然
反应不一& 我们压力实在太大了#

希望能够暂时休息一下#也多给新
人一些机会&( !杨 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