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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今晚，原本有一场“ 都教

授”金秀贤的粉丝见面会，但因种种

原因，最终它被取消，如果如期举行，

那这场原本免费送的门票，第一排最

好的位置，已经被黄牛炒到了3万。而

除了金秀贤，全智贤、李敏镐、朴有天

等明星，也已在中国刮起了旋风，一

改这两年韩星只有韩粉追的局面，让

韩流成为最广范围大众津津乐道的

话题。韩流在中国的走势，就像一只

大牛股，即使偶有下挫或盘整，却总

能在随后迅速走出一根漂亮的上扬

曲线，颇有“ 一个韩星倒下去，千万韩

星站起来”的气势。青年报记者近日

也多方采访，试图解析漂亮韩星之后

的韩流经济。

韩星再度成公众明星
除了金秀贤的密集见面会，6月

28日晚，前东方神起成员朴有天的

“ 暖房PARTY” 粉丝见面会在上海大

舞台举行，引发追捧；8月30日，韩国

流行乐K-POP的领军公司YG娱乐，将

拉来旗下的顶级艺人，包括PSY鸟叔、

BIGBANG、2NE1 和WINNER，在上海体育

场举行演唱会，大手笔也是令人惊

叹。此外，李敏镐、全智贤在中国的密

集发布会、见面会，也让人感慨，韩流

文化的又一个高潮到了。

“ 韩星这两年在中国，更多的是

小众性质的存在，比如BIGBANG这样

的组合，在韩粉的圈子里名气很大，

甚 至 出 现 过‘ 杜 海 涛 给 权 志 龙

（ BIGBANG成员） 下跪表崇拜’ 的炒

作，他们来开演唱会，也会受到追捧，

票价炒得很高，” 上海一位演出界的

资深人士告诉青年报记者，“ 但是，相

比于此前《 蓝色生死恋》、《 大长今》

这种电视剧带来冲击力，他们还是要

小很多，因为后者的冲击力不是针对

特定粉丝群体的，而是对整个社会公

众的，他们带来的也不仅仅是一部

剧、一首歌走红，而是会带动很多衍

生产业。”

这两年中，也有过凭借《 江南

STYLE》 走红全球的鸟叔PSY的特例，

他能属于公众明星，但是，他基本上

只是受到演出邀约，在社会生活、大

经济层面，并无太大影响力。

韩流经济的大算盘
在李敏镐、金秀贤等人站出来

后，合约满身的他们，展示出的强大

吸金能力，令国人震惊。他们是如何

打造出这样的明星的？但为何再有人

气的韩星，更新换代却几乎是一夜之

间就能完成？这一切，幕后其实有一

双大手在推动，那就是从1 998年金大

中政府开始推行的新文化战略———

将韩国产品和文化产品打包，通过俊

男靓女向全球推销。

普通民众看到的，是韩星在中国

接了多少广告，但事实上，韩国产品

在电视剧中的营销，却从来没有停止

过。“ 在电视剧中，韩国几大电子产品

公司的最新产品，从来没有缺席过，

一旦电视剧火爆，那男女主角使用的

通讯器材，肯定被青少年们追逐。”一

家给韩国某通讯软件做公关推广的

公司负责人张先生告诉记者，“ 像在

《 来自星星的你》中，他们用的通讯

软件，就完全是瞄准中国市场的———

联系人列表中，仅三个人，其中一个

是‘ 某某中国’。”

为了这个新文化战略，韩国出台

了众多的限制和扶持政策，所以电视

剧的主要制作单位电视台，道具、灯

光等细节，都做到了让中国同行惊艳

的地步。此外，为了保持新鲜度，从

201 0年起韩国的娱乐公司在4年多的

时间内共推出了1 02个偶像组合，这

在韩星中，造成了“ 红不过3年”的魔

咒，但对迅速成长的粉丝来说，却保

证了能一直有偶像追，使宏观层面的

韩流文化，一直能保持在不败之地。

而韩流文化从中国得到的收益，

也正日渐丰富。除了韩星和娱乐公司

的代言收入，韩国商品的海外销售、

韩国的文化产品出口，都在持续增

长，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统计，

201 3年韩国文化创意产业产值达到

855亿美元，从2008年到201 2年连续5

年实现了1 8.5%的出口年均增长率。

而这其中，《 我是歌手》、《 爸爸去哪

儿》、《 花样爷爷》 等电视版权的出

口，也是“ 金秀贤”这样传统韩流文

化业务之外，最新的增长点。

青年报记者 杨羡之

本报讯 由于导师一直未能确

定，《 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直到前天，

才正式在嘉兴进行了首次录制。此

前，外界曾有传言，由于汪峰和罗大

佑不和，最终导致节目迟迟未能录

制。对此，昨天“ 好声音”节目组方面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予了坚决的否

认。

此前，《 中国最强音》 在录制时,

导师罗大佑痛骂章子怡组的选手曾

一鸣20分钟，导致忍无可忍的章子怡

当场泪奔离席。而就《 中国好声音》

最初公布导师人选时，罗大佑赫然与

章子怡的“ 男友” 汪峰出现在名单

中。最近这段时间，外界就有传言，汪

峰为了替女友“ 出头”，要求节目组

更换罗大佑。甚至，还有传言表示，罗

大佑专门为此向汪峰“ 道歉”，但后

者却不为所动。

对此，昨天灿星宣传总监陆伟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该说法完全子

虚乌有。“ 其实，最初罗大佑还是汪峰

推荐的。在汪峰看来，作为歌坛的老

前辈，罗大佑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完

全能够出色地担任导师角色。如果说

有矛盾，汪峰难道会有这个提议？而

且，汪峰自己私下也多次表示，罗大

佑是自己很尊敬的一个前辈。”

陆伟同时还透露，原本《 中国好

声音》第三季已经拍摄了一个导师的

宣传片。其中的背景音乐，就是罗大

佑的成名作之一《 光阴的故事》。“ 再

从这点来说，如果汪峰不同意，怎么

会同意这首歌？所以说外界的说法非

常可笑。”

值得一提的是，最终确定的第四

位导师齐秦，也是罗大佑推荐。而首

次录制的现场，齐秦也专门为好友解

释了“ 缺席”的原因。“ 我们交情很

好。他现在很顾家，这次为了刚出生

不久的女儿要搬家，必须回到台湾地

区，档期上就凑不上了。他推荐我，我

义不容辞”。

《 中国好歌曲》
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杨羡之 第二季

《 中国好歌曲》昨日宣布全面启动招

募工作，导师刘欢、周华健、蔡健雅亮

相发布会，分享他们对第二季的期盼

与展望，杨坤导师也用一段视频送来

祝福。霍尊、莫西子诗等首季学员也

来到发布会现场助阵，并现场献唱了

《 卷珠帘》、《 要死也一定要死在你

手里》。同时，第二季《 好歌曲》的模

式会进一步升级，目前已经确定学员

不会从头至尾只唱一首歌曲，改编环

节是否保留还在讨论。但导师们都表

示，有改编就会有争议，这很正常。据

悉，第二季《 中国好歌曲》预计将于

明年年初登陆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艺术电影
《 新京派》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张楠 上周末，艺

术电影《 新京派》在上海举行签约启

动仪式。

201 3年，由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

领军人物佟瑞敏，联袂北京新京派当

代水墨艺术家在上海举办了浦江艺

术周，并拍摄纪实艺术片《 水痕》。6

月在北京举行的长城首届国际当代

艺术双年展中，佟瑞敏导演率领工作

室团队与新京派的艺术家们再次跨

界合作水墨剧《 长城大风歌》。而后，

佟瑞敏在山东与水墨艺术家们合作，

拍摄了电影短片《 寻找旺忘望》，奠

定了电影《 新京派》 最初的创作构

想。

新京派，是一群不同于中国传统

概念的当代书画家群体，他们是构建

镜头前表演与水墨融合的跨界体验

者。他们的作品曾被美国大都会博物

馆、法国罗浮宫、英国大英博物馆、中

国美术馆等收藏展览，他们每个人身

上都闪耀着传奇的色彩。

汪峰为章子怡出头？

“ 好声音”节目组：他和罗大佑没矛盾

俞霞 制图

梅雨天考验
夏季音乐节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沪上举办多

年的古典音乐节MISA201 4，将于4日

正式拉开帷幕。不过，户外举办的音

乐节适逢梅雨天，也让不少乐迷担

心。昨天，青年报记者在实地探访正

在陆家嘴江边搭建的场地时，主办方

上海交响乐团负责人表示：“ 对梅雨

天，我们已经有了应对预案。”

去年的音乐节搭建了观众大棚，

但乐迷反映在大棚中听音乐，声音非

常奇怪，所以，今年只有演出有大棚，

观众席则是露天的。上交方面表示：

“ 为了防止台风，我们把音乐节提前

举办了，但又恰逢梅雨天。如果届时

下小雨，那我们会发雨披，如果突然

下大雨，我们也在观众席后搭建了专

门用来躲雨的大棚，此外，周边的一

些办公楼停车场，也跟我们达成了协

议，可以用来给观众躲雨。”记者还

获悉，如果遇到大雨音乐会延期或者

改址，上交也将有专门公告发布。

青年报记者 马骏 摄

据韩国文化
体 育 观 光 部 统
计，2013年韩国
文化创意产业产
值达到855亿美
元，从2008年到
2012年连续5年
实现了18.5%的
出 口 年 均 增 长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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