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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北京时间2月9日上午，

第57届格莱美颁奖礼在洛杉矶斯台

普斯中心举行。今年的格莱美并没有

出现太多的悬念，英伦新人萨姆·史

密斯收获最佳新人等4项大奖，碧昂

斯、法瑞尔·威廉姆斯等大咖也收获

颇丰，水果姐凯蒂·佩里则连续第7年

陪跑，让人心疼。

在Lady Gaga 转型低调时，57岁

的老天后麦当娜成为颁奖礼的抢镜

冠军，与一群肌肉男的热舞劲唱赚足

了眼球。

“ 骚姆”大胆“ 求男友”
萨姆·史密斯在201 4年的表现太

过出色，以至于最佳新人奖变得毫无

悬念，去年5月推出首张录音室专辑

《 In The Lonel y Hour》，发行首周在

英国专辑榜夺冠，随后则是获奖不

断。在本届格莱美奖中，萨姆获得最

佳新人、最佳流行表演在内的六项提

名，虽然在最佳流行表演的角逐中不

敌法瑞尔·威廉姆斯的《 Happy》，但

也拿下了最佳新人、最佳流行专辑、

年度歌曲和年度制作四项大奖，成为

今年最大赢家。

已经大胆出柜的萨姆领奖时还

不忘感谢旧爱，“ 这是我此生最棒的

夜晚。我要很快说一下，我想谢谢这

张唱片的男主角，他是我去年爱上的

人，非常谢谢你让我心碎，因为你帮

我赢了4个格莱美奖项。”谈到荣获最

佳 流 行 专 辑 的《 In The Lonel y

Hour》时，萨姆表示自己在录制这张

专辑前，想尽办法希望让大家听到自

己的音乐，我努力减重，结果做出糟

糕音乐，一直到开始做自己后音乐灵

感才开始源源涌现。”

不过昨天登台时的萨姆确实显

得消瘦了许多，不知是做音乐的辛苦

还是感情问题，但“ 骚姆”在颁奖礼

后还不忘向媒体喊出“ 爱情宣言”，

希望能尽快找到新男友。

57岁“ 麦霸”抢镜
连续第二年出席格莱美，无论是

红毯还是现场表演，57岁的麦当娜始

终是焦点。这一次的红毯之旅，麦当

娜的着装相当劲爆，一袭情趣内衣风

格的蕾丝束腰短裙，搭配复古的网帽

和网袜，既有哥特式的古风，又无比

性感。不过对这套过于劲爆的装束，

媒体的褒贬不一，毕竟麦姐已年近

60，感觉不是太搭调。

不管在红毯上形象如何，走上舞

台的麦当娜从不会让观众失望。上台

献唱的麦当娜霸气十足，换上一套红

黑女王装，在一群半裸的恶魔男衬托

下，女王的形象颇具冲击力，一曲

《 Li vi ng f or Love》令台下一众巨星

深情膜拜。

水果姐唱哭观众
除了萨姆·史密斯的大获丰收之

外，流行天后碧昂斯、《 神偷奶爸》电

影原声歌曲的演唱者法瑞尔·威廉姆

斯同样收获颇丰，分别拿下最佳R&B

歌手和最佳流行表演等大奖，而《 冰

雪奇缘》中的主题曲《 随它吧》则毫

无悬念地获得最佳影视歌曲奖。而在

一众奖项名花有主的同时，水果姐的

第7次陪跑让观众也非常心疼。

刚刚在超级碗大放异彩的凯蒂·

佩里昨天以一头颇具水果风的紫发

亮相红毯，颁奖礼上曾插播了一段

美国总统奥巴马关于用音乐文化对

抗家暴的演讲，随后水果姐登台献

唱了《 BY THE GRACE OF GOD》，她的

演唱散发着天堂般的美好，不知是

被水果姐的歌声感动，还是被她7年

陪跑的艰辛打动，台下许多观众也

流下了泪水。

郎朗已是格莱美的常客，去年

颁 奖 礼 上 ， 郎 朗 与 重 金 属 乐 队

Metallica历史性跨界合作经典曲目

《 One》让人称道，而今年他再次登

台 献 艺 ， 演 奏 本 届 的 大 奖 曲 目

《 Happy》。不仅三度献艺格莱美，

作为首位也是目前唯一一位登台

演出的亚洲艺术家，三度献艺格莱

美的郎朗成为亚洲势力的代表。

法 瑞 尔·威 廉 姆 斯 凭 借

《 Happy》 在 本 届 格 莱 美 上 荣 获

“ 最佳流行歌手”大奖，而昨天郎

朗演奏的《 Happy》是由好莱坞著

名作曲家汉斯·季默改编。去年与

Metallica合作的《 One》被誉为经典

之作，而今年郎朗显然尝试了新的

挑战，他表示这一次要将古典、流

行和影视来一个大混搭，“ 我们的

演出阵容也非常豪华。法瑞尔是一

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和音乐创作

人，我很喜欢他的作品。”郎朗也不

忘赞誉改编者季默，“ 当然，我还要

提到此次演出的幕后英雄，汉斯·

季默。他为很多好莱坞大片配过

乐，《 星际穿越》、《 狮子王》、《 角

斗士》、《 加勒比海盗》、《 蝙蝠侠》

系列等等，他是名副其实的电影配

乐大师。2013年我们曾在全英古典

音乐奖颁奖典礼上见过面，成为了

非常好的朋友。”

从2008年的格莱美与著名爵

士乐大师赫比·汉考克合奏《 蓝色

狂想曲》至今，郎朗已经三次做客

格莱美，地地道道的常客，而今年

的格莱美还有一位中国的音乐人

华晨宇参加，对于这位“ 新人”，郎

朗也是照应有加。颁奖礼开始前，

郎朗就向华晨宇赠送了一份格莱

美的纪念品--一个会甩发跳舞的

玩偶，还不忘叮嘱华晨宇，“ 典礼结

束了，我们这还有几个派对，咱们

到时候再好好聊聊。”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第57届格莱美颁奖 萨姆·史密斯成大赢家

陪跑7年 水果姐难结果

郎朗再献艺
照应“ 新人”华晨宇

主要获奖名单
最佳新人奖：萨姆·史密斯
最佳流行表演：“ Happy”，法瑞尔·威廉姆斯
最佳流行专辑：《 In The Lonely Hour》，萨姆·史密斯
最佳摇滚专辑：《 Morning Phase》，贝克·汉森
最佳R&B歌手：碧昂斯·诺尔斯
年度最佳歌曲：“ Stay With Me”，萨姆·史密斯
年度最佳制作：“ Stay With Me”，萨姆·史密斯
最佳影视原声配乐专辑：《 布达佩斯大饭店》
最佳影视原声歌曲专辑：《 冰雪奇缘》
最佳影视原创歌曲：“ Let It Go”，《 冰雪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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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推免费亲情票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作为一所以

“ 亲民”、“ 公益” 为宗旨的剧院，大

宁剧院日前发声，要牵头用剧票搭建

子女与父母交流的桥梁，在春节期间

首次推出“ 笑孝陪伴票”。“ 陪伴”的

范围锁定中老年观众喜爱的“ 舒悦元

宵脱口秀”、京剧《 智取威虎山》、沪

剧《 邓世昌》等剧目，只要子女有孝

心请父母看戏，就能免费陪父母看足

整场。

大宁剧院的“ 戏曲汇”品牌凭借

种类丰富、质量精湛及显著低于市中

心区剧院的惠民价格，在中老年戏曲

观众中建立起了优秀的口碑。这次它

的“ 百元大礼包”梅开三度，观众们

只要花1 00元，就可以一次买到四台

大戏价值440元的门票，据悉，限量

1 00套礼包将于2月1 5日上午1 0点在

准时开售。

ICS纪录片筑“ 中国梦”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近日，由ICS

上海外语频道举办的《 中国面临的挑

战》 研讨会在沪举行。罗伯特·劳伦

斯·库恩及王韧等多位业内专家出席

了此次会议。

自201 4年1 0月，上海外语频道制

作的系列专题纪录片《 中国面临的挑

战》第二季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分别在

东方卫视、外语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

节目聚焦中国实现富强、和谐、美丽、

文明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以

及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对挑战的努

力，向国际社会生动和深入地阐释了

“ 中国梦”，成为荧幕的一大热点。

该纪录片自第一季推出以来，不

仅屡屡斩获业内的新闻奖，也在观众

之间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并将制作多

种版本推向各国主流媒体。据了解，

今年年中，该片将登陆美国公共电视

台PBS等海外主流媒体。

文娱速递

金爵奖新增两大奖项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德国当地时

间2月7日，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柏林举

行了年度海外推介会。上海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副秘书长滕俊杰说：“ 上海

欢迎世界最优秀的电影人来上海拍

摄出心目中最优秀的大片，商业片和

艺术片。”

借助柏林电影节的平台，上海国

际电影节加大了海外推广的力度，当

天，釜山电影节之父金东虎、中国台

湾著名导演钮承泽均出席。

作为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

部门的负责人之一，滕俊杰介绍说：

“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有辉煌

的历史和传统。去年第四季度，上海

市政府发布了强力推动上海电影发

展的7条政策，包括对具有市场良好

反应的电影作品奖励等。”

电影节组委会执行副秘书长傅文

霞宣布，将于201 5年6月1 3日至21 日

举行的第1 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继续在

传承中突破，“ 金爵奖”将新增最佳纪

录片与最佳动画片奖，“ 亚洲新人奖”

评奖体系全面升级；活动方面，继首创

“ 手机电影节”之后，上海国际电影节

成为第一个举办“ 互联网电影节”的

国际A类电影节，而全新推出的“ 成龙

动作电影周”也将在201 5年亮相。

当晚出席推广会的中国台湾导

演钮承泽在致辞中说，上海国际电影

节和柏林电影节是其个人参加次数

最多的电影节，很珍惜这样的缘分，

他表示要向全世界的电影人致敬，生

命充满苦难，但因为电影，这一切都

有了解释，希望大家都能拍出好电

影，通过这些电影让世界变得更好。

碧昂斯在本届格
莱美奖上收获颇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