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过身，竖起耳，寻找“ 中国好声音”
那英、刘欢、杨坤、庾澄庆出任“ 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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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盲听盲选 如何突出重围？
《 The Voice》系列节目始于荷

兰，此后便风靡全球，有了《 美国之
声》、《 英国之声》，在各国都斩获了
收视第一的战绩。

不 同 于 其 他 的 音 乐 类 节 目 ，
《 The Voice》 最大的特色莫过于

第一阶段时，明星导师背对学员，
仅仅听声音来判断，如果导师转
身，并按下培训按钮，则标志着学
员被该位导师纳入旗下。这种“ 盲
听”、“ 盲选” 的模式是节目最大的
魅力。

不过，尽管《 中国好声音》是购
买了正版的《 The Voice》版权，但
早在该节目启动前，已有不少打着

“ 盲听”、“ 盲选” 旗号的选秀节目
浮出水面，包括广西卫视的《 大地飞
歌》、云南卫视的《 完没声音》，以及

《 天籁之声》等，都是号称不“ 以貌
取人” 而选择盲听。《 中国好声音》
又将如何突出重围呢？

对此，节目组方面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直言：“ 其实，并不仅仅是
把椅子转过来这个动作就是盲选
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要一起配
合上去。”比如，节目必须从始至终
由同一个乐队来配合，根据每个选
手不同的声音来伴奏，这样才能现
实公平。

音乐节目扎堆 新好声音哪找？
时下荧屏的音乐类比赛或真人

秀节目表面繁荣，实则是“ 撞车”严
重、粗制滥造不少。甚至每两年定时
举办的央视青歌赛都在这个“ 恶
劣”环境下宣布偃旗息鼓了，给出的
原因是艺术人才需要储备。

由于不少“ 回锅肉”选手出现
在比赛中，渐渐滋生了一批荧屏选秀
专业户。如一个弹吉他唱歌的老阿
姨，在达人秀、《 向幸福出发》等节目
中接连亮相，“ 背后的故事” 也一模
一样地复述，观众何来新鲜感？因此，

《 中国好声音》怎样捞捕到好苗子成
了比维权更令人关心的问题。

节目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
这个节目没有海选、没有竞争和淘
汰、没有冠亚季军，也不是一定要选
一个偶像出来，而是要脚踏实地地
为乐坛寻找好声音。“ 我还是觉得并
不缺少好声音，而是缺少发现美的
眼光。我们导演组派出好几组人马，
去全国各地各个城市兜找，可能是
音乐类院校、酒吧，或是街边卖唱
的，甚至是无意中发现的，都成为我
们招纳到训练营来的对象。”

据透露，目前已经找了120组学
员。节目组期待的选手是像张艺谋

《 山楂树之恋》找到的周冬雨一样，
是完全的新人，但是却具备天赋。

导师资深权威 无须能说会道？
昨天的启动仪式现场，除了刘

欢因故没能亮相，导师阵容中三人
到齐———那英、杨坤、庾澄庆。那英
接受采访表示：“ 我之所以来《 中
国好声音》，是希望用我们的经验
来帮助和辅导那些年轻人，怎么真
正地唱歌。”她甚至不排斥能找到跟
自己一样的声音，不介意学员唱自
己的歌。

庾澄庆也认为，之前所有音乐
节目都缺乏交流和互动，他希望自
己可以用经验让那些好声音少走
弯路。他的期待是，“ 现在女生唱摇
滚的太少，我希望能找到摇滚的女
声。”

虽然权威性毋庸置疑，但在
“ 导师主导”的节目中，是否能说

会道也成为节目看点的决定因素。
而导师之一的杨坤竟然率先“ 投
降”了，他说：“ 我不是那种能说会
道的人，我就希望能找到个性的声
音。”

那英也称自己不是那种“ 毒
舌”或者严厉的评委，而是很随和。
倒是庾澄庆直言应该让年轻人受一
点严厉的教育比较好，“ 因为我们当
年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甚至还没有
遇到过导师，所以这种严厉应该是
他们需要承受的。”

歌手张远喆陷感情丑闻
唱片公司索赔160万元

破产？路金波已找到新投资方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著名出版人

路金波要破产了？这几天有关路金波
欠债1400万，不得不抵押自己的宝马
轿车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本报记者
昨日从路金波所在的万榕书业人士
处获悉，路金波已经找到了新的投资
人，而李承鹏、易中天、严歌苓、张怡
筠等著名作者都将成为他新的签约
作者。

路金波2008年与万卷图书公司
签订协议，成立了万榕书业。一直以
来，万榕书业给读者留下了旗下著名
作者云集，畅销书不断的深刻印象。
路金波欠债的消息源于万卷公司所
属的出版传媒集团周一发布的一份
公告。

公告称，截至2011年12月31日，
路金波欠万卷公司借款本金800万

元，利息516677.26元，业务往来欠款
555万元，总计近1400万元。双方目前
已经签订了“ 分手”协议，根据这份
协议，在还清欠款之前，路金波得把
自己的宝马轿车作为债务抵押。

然而万榕书业相关人士昨天向
本报记者透露，路金波已经找到了新
的合伙人，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创投
公司准备投资。而一些路金波过去的
作者朋友也准备投资入伙。新图书公
司的名字也已确定，叫“ 果麦”。据透
露，路金波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是取

“ 果真大卖”的谐音，意欲东山再起。
有消息称，这次路金波又新签了

李承鹏、易中天、严歌苓、张怡筠等著
名作者，而一些结交多年的作者也都
明确表示，将来的书仍会交给“ 果
麦”出。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由《 青年
报》 和书画名家共同发起的向水墨
爱好者捐赠书画的活动最近落下帷
幕。经过评选，来自松江区小昆山镇
汤村西泾港的《 青年报》读者唐成
安获得著名书画家杭英先生的水墨
作品《 桃花流水鳜鱼肥》。

本次活动从5月初启动，历时1
个多月，吸引了大量读者通过《 青年

报》微博平台和书信的方式，结合著
名书法家沈恩泽和著名画家杭英捐
赠的书画作品，畅谈对中国传统书
画艺术继承和发扬的想法。这堪称
本报和艺术家联手进行的一次有益
的书画艺术普及行动。

沈恩泽和杭英对读者的评论给
予了很高评价，他们认为民间懂书
画的高人很多，而这也让他们看到

了中国书画艺术传承是大有希望
的。活动期间，86岁高龄的沈恩泽还
到一位参与讨论的读者家里，为他
进行了书法指导。

记者另悉，由上海牡丹画院主
办的“ 沈恩泽、杭英书画展”近日也
于玉艺堂画廊落幕。此次为期一个
多月的展览，以书画并茂的方式吸
引了不少参观者。

时尚版“ 红白玫瑰”下月来沪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7月5日至7

日，由田沁鑫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
出品演出的话剧《 红玫瑰与白玫瑰

（ 时尚版）》将登陆艺海剧院，此话
剧是继不久前在沪热演的《 红白玫
瑰（ 明星版）》之后，田沁鑫与张爱
玲的二度隔时空碰撞。

相比“ 明星版”更多体现40年
代上海气息，“ 时尚版”则是变身摩
登都市。两个版本背景颠覆，但“ 时
尚版”却延续“ 明星版”中“ 二人共
饰一角”的形式，以及对婚姻、爱情、
情欲的思考，剧中还充满犀利俏皮
的语言。

》文化动态

法律小说征文竞赛揭晓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作为上海作

协“ 90后校园写作者培植工程”的一
部分，2012年度法律小说征文竞赛结
果近日揭晓。

此次竞赛参赛者来自华东政法

大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等学校。经
评审，选出一等奖《 焚》，二等奖

《 1983》、《 动物园》，三等奖《 钻石
之城》、《 矫正人生》、《 我还想哭》
及优秀奖若干。

本报“ 墨香互动”活动落幕
《 桃花流水鳜鱼肥》名画有主

席卷海外的音乐飓风《 The Voice》终于“ 名正言顺”地以正版姿态登陆中国荧屏。昨日，由浙江卫视购买版
权、灿星制作打造的音乐评论节目《 中国好声音》音乐训练营在北京启动，那英、杨坤、庾澄庆等担任训练营“ 导
师”。不过，在青歌赛“ 熄火”、各种音乐选秀节目“ 泛滥”的环境下，寻找好声音是否如喊出的口号那么简单呢？

本报北京专电 特派记者 林艳雯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最近微博上
闹得沸沸扬扬的张远喆婚外情事件，
昨天下午有了最新动态。上海乐王唱
片在旗下艺人张远喆并不知情的情
况下，单方面发表声明，停止他一切
唱片计划和活动安排，并向其索赔人
民币160万元。

发布会上，张远喆的经纪人王江
先生简单向记者阐述了这一事件的
发展过程：5月29日，李辰妃洋在微博
上爆料称其丈夫张远喆在外面有了

“ 小三”，对怀孕中的她既不关心也
不给生活费，并公布了张远喆的一些
露骨“ 聊天记录”。

面对妻子的指控，张远喆方面也
以微博作出回应，称聊天记录是虚假
伪造的，而他也为妻子腹中的孩子花
了十几万元，。然而，纠纷之下，李辰
妃洋近日已将腹中六月大的孩子做
了引产。

王江表示，他们对此非常遗憾，
无论事情的事实怎样，张远喆作为父
亲是要对未出世的孩子负责的。至于
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王江坦言还会
做进一步的调查。

由于事件本身对乐王唱片造成
了负面的影响和重大的经济损失，至
此乐王根据与艺人合约，将停止张远

喆一切唱片计划和活动安排，并向张
远喆索赔人民币160万元。

据记者获悉，这160万包括张远
喆的隐婚，因为合同规定张远喆在合
同期间是不能结婚的。此外还有一张
专辑8首歌的制作费是80万，两支
MV20万，再加上一些宣传费用和下
半年的巡演计划总共是160万。

》律师说法
Q：在张远喆完全不知情的情况

下，乐王唱片单方面作出的索赔声明
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A：相关法律界人士表示，劳动
合同约定艺人不允许结婚本身是不
合法的。首先婚姻法明确规定，公民
有婚姻的自由，任何单位、组织和个
人不得干涉。

其次，艺人私生活应归属道德
层面，不是社会主义法律层面的。而
索赔声明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跟张
远喆知不知情没有必然的关系，“ 我
们要看是否有相关证据证明，张远
喆的私生活确实如微博上讲的那样
泛滥、不堪，而且事件本身跟公司的
损失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最后
才看合同中是否有对张远喆私生活
的限制要求。” 记者 闵慧

庾澄庆、那英、杨坤三位“ 导师”昨日亮相训练营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