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卫视 2017 年 5 月 12 日 星期五 编辑：权震乾 美编：王宁TV

广西藤县和平镇龙塘村
是远近闻名的“粉葛之乡”，
天然肥厚的沙质土壤和半干
旱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出
产的粉葛个大皮薄、粉多渣
少，品质上乘。可近年来市场
波动大，价格不稳定，龙塘村
的粉葛产业遇到了一些困
难。龙塘村的粉葛基本上是
以家庭零散式种植为主，为
了鼓励村民的种植积极性，
驻村第一书记陆燕组织了一
场特殊的“葛王争霸赛”，并
且通过支书讲堂以及四季课
堂等培训班，邀请农业专家
到田间地头给农户进行种植
技术的指导。

现在龙塘村 80% 的农户
都种有粉葛，种植面积达到
120 公顷。每 0 . 068 公顷产量
在 2 . 5 吨左右，按照 1 . 6 元
500 克的市场价格，1 公顷收
益可以达到 12 万元左右，比
种植水稻、花生经济效益高。
龙塘村还成立了粉葛合作社
并建立了加工厂，生产出葛
粒、葛根茶等深加工产品。目
前村里有 43 户已经实现了
脱贫，陆燕说，今年是龙塘村
脱贫摘帽之年，希望带领村
民继续做大粉葛产业，让老
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生活
好起来。
特别提示：敬请收看广西卫
视 5 月 14 日 21 :40 播出的

《第一书记》。

广西卫视《第一书记》

“粉葛之乡”脱贫记

4 月 1 日，雄安新区设
立，一时间，楼市疯了，股市
涨了，投资者嗨了。这个被看
作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
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
意义的新区，瞬间成为千年
大计、国家大事。燕赵大地
上，又一个春天的故事正在
拉开帷幕，一座新发展理念
引领的现代新型城区即将问
世，万众期待，全球瞩目。

那么，曾经的雄安是什
么样？马未都与雄安有何渊
源？雄安新区能给我们带来
什么？5 月 17 日 21:40 广西卫
视《观复嘟嘟》之《你所不知
道的雄安》，听马未都聊聊雄
安的前世今生。
特别提示：广西卫视《观复嘟
嘟》每周三晚 21:40 播出，敬
请关注。

曾经的雄安新区
竟是这样的

江江苏苏卫卫视视《《金金曲曲捞捞》》

疗疗伤伤情情歌歌给给人人无无限限勇勇气气
作为华语音乐题材里的大

宗，“失恋”几乎是音乐人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来源。由
此演变出蔚为大观的时代金曲
里，有百转千回的情感纠葛，有
可望却不可及的痛楚伤心，还
有无可奈何地放下离去。5 月 5
日，在江苏卫视播出的大型原
创音乐节目《金曲捞》迎来第四
期，其所唤醒的三首蒙尘金曲，
正是以“失恋”为母题。

周蕙的《不爱了也是一种
爱》，吟唱着对感情无疾而终的
放手，也融入了自己对动荡人
生路的感悟；《留心》则是大张
伟用“假装失恋”方式创作的

“凑数”之作，却在 11 年后被重
新“打捞”；拥有温暖人心力量
的品冠，则用《从来没有想过》
鼓励失恋的人勇敢向前走。节
目里，三首金曲被成功唤醒，而
唱功一如既往的周蕙与品冠，
更被赞“声线里添加防腐剂”。

王栎鑫见偶像周蕙落泪

从 80 万首沉睡的华语歌曲
里“打捞”经典，并不是《金曲
捞》的全部立意。节目试图在唤
醒被岁月蒙尘的金曲之余，实
现新老音乐人的薪火传承。

音乐梦想的传递不仅仅发
生在唤醒师与原唱者的同台献
唱里，同样出现在叨叨团与原
唱者的互动之间。当《不爱了也
是一种爱》被成功唤醒后周蕙
登台，叨叨团成员王栎鑫当即
泪奔——— 正是周蕙的第一张专
辑《约定》，让王栎鑫发现了音

乐的魅力。
“我幻想过无数次第一次

见你的样子，我觉得我会抑制
不住自己的心情。我记得，我买
的第一张专辑，就是你的《约
定》。直到现在，我还在听《风
铃》，也一直想翻唱它，把它放
在我自己的专辑里。”哭成泪人
的王栎鑫“表白”少年时代的偶
像，还获得了与周蕙同台演唱

《风铃》的机会，“我第一次听你
的歌声，就觉得那是世界上最
美的声音”。

被黄国伦夸赞“听到歌就
想起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周蕙的事
业却并非一帆风顺。在《金曲
捞》分享《不爱了也是一种爱》
的创作经历，周蕙的故事让不
少观众唏嘘：“在 2003 年，因为
合约的纠纷，我突然消失在歌
迷面前。这首歌收录在 2011 年
专辑《自己的房间》里，这是我
自己监制的一张专辑，在创作
过程中，发生太多悲伤的事情，
就变成了很低沉的主题，推迟
了八个多月才问世。”

已从低潮期走出的周蕙，
还与歌迷许下新专辑的“约
定”：“我会一直认真地唱下去，
唱歌既是我深爱的工作，也是
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应该抛
弃自己的灵魂，承诺今年一定
会发一张新专辑——— 这是我和
歌迷的约定。”

大张伟“凑数”歌曲被唤醒

“万丈高楼平地起，成功还
得靠自己。”“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若有情死得早。”“郎有情妹
有意，小灯一关，哎呦我去。”以
歌手身份成功晋升为段子手
的，除了薛之谦，还有大张伟。
这位总是冒金句的朋克歌手，
在《金曲捞》的舞台上同样火力
全开，逗得现场嘉宾哈哈大笑，
也给“失恋”主题的金曲平添一
抹暖色调。

一首“假装失恋”的歌曲，
一首20分钟完成作曲的歌曲，一
首为专辑“凑数”的歌曲，竟成
为《金曲捞》试图唤醒的对象。
大张伟调侃音乐总监刘洲，“我
觉得是专辑里凑数的歌曲，刘

洲觉得不是凑数的，他听后惊
为天人，想着让好作品再次发
光发热。”对待“老前辈”黄国
伦，大张伟也是不忘毒舌本色，

“他今天穿得跟地板砖一样，真
的是脚踏实地的老前辈”。

在包裹时代外衣之后，全
新编曲让电音与三弦在《留心》
里交相辉映，成就了新时期的
朋克精神。《留心》用玩世不恭
的态度对待失恋，“反正失恋了
嘛，就好走不送”，和大张伟的

“萌贱”风格非常相似。他调侃
叨叨团成员，“太会聊天了，是
不是干过中介”；面对粉丝与唤
醒师身份兼具的张芸京，又调
侃“好多年前就认识，那时候她
还是个小伙子，短发率真，情歌
届的女中音就她和关牧村了。”

品冠让观众“勇敢向前走”

光良、任贤齐、李荣浩、苏
有朋、古巨基、张智霖……华语
乐坛的暖男歌手不计其数，品
冠却总能牢牢占据自己的一席
之地。

在第四期《金曲捞》里，品
冠的《从来没想过》被成功唤
醒，为节目画下圆满句点。与其
他两首金曲相比，品冠的作品
虽然同样吟唱的是失恋，却被
观众称赞“拥有温暖与安定人
性的力量”。

对歌手而言，单飞后的专
辑品质有多重要？乐坛百科全
书黄国伦称，“很多组合单飞
后，成绩往往不佳，因为歌迷不
太适应，第一张专辑可能是风
格的探索，第二张专辑则有望
奠定歌手单飞的成绩”。品冠透
露，《从来没想过》正是单飞后
的第二张专辑里的歌，“我找来
五月天帮我编曲，曲风变得很
摇滚，整张专辑出来，果然歌迷
都离开我了。”

品冠回忆称，当时自己正
处在失恋的状态，整个人的魂
都不在了：“单飞后的第一张专
辑之后，我和《疼你的责任》MV
女主角出现了感情上的变故，
个人低潮持续了很长时间。所
以第二张专辑就是黯淡无光
的，甚至封面都是我在淋雨。可
歌迷并不太接受，后来我才发

现，留下来的都是温暖的歌，而
那些太打破我框架的尝试，都
没有红起来，我还是认了吧。”

《金曲捞》里，品冠还再次
献唱了《疼你的责任》，被李艾
等叨叨团成员强力点赞，“所有
少女心都被唤醒了，声音里添
加了防腐剂。”品冠则表示，十
五年后再次唱温暖情歌，“鼓励
大家在感情里勇敢地往前走。”

郁可唯live实力强劲

被歌迷誉为“灵魂唱将”、
“Live女神”的郁可唯，在《金曲
捞》前身《端午金曲捞》就做过
唤醒师，并成功唤醒徐怀钰的

《温习》。此番她再登《金曲捞》
舞台唤醒的，是“暖男”气质男
歌手品冠的失恋情歌。

第四期《金曲捞》的主题是
“失恋”，三首唤醒歌曲都与失
恋有关，而郁可唯要唤醒的，是
一位常给大家疗伤的醇厚男中
音。这首歌是他失恋时创作的
悲伤情歌，但无奈却被封尘。

在《金曲捞》节目中，郁可
唯对打捞金曲的动情演绎，给
人一种荡气回肠又向新而生的
感受。难怪黄国伦会评价为：

“你改编以后，把它唱得更有气
质，原来的歌应该是比较民谣，
或是没有那么的现代，你赋予
这首暖男的歌重新的感觉。”

就连原唱品冠自己也坦
言：“郁可唯的改编把这首歌的
层次往上提了。十五年之后再
唱这首歌，是鼓励大家勇敢往
前走的感觉，其实我当时写的
时候，是有点伤感的歌。”

事实上，这并不是郁可唯
第一次演唱失恋的歌曲，她曾
在2013年出版过凭借《失恋事
小》的同名专辑，这首歌由林夕
作词，由曾为梁静茹和刘若英
等人创作过畅销金曲的新锐音
乐人鸦片丹作曲，讲述在爱情
中需要懂得悲伤的技巧才能让
悲伤终结、获得快乐，更被歌迷
誉为“郁式都会系”疗伤情歌。
凭借这张专辑，郁可唯还获得
了当年音乐先锋榜内地最受欢
迎女歌手奖。
特别提示：江苏卫视《金曲捞》每
周五晚22:00播出，敬请关注。郁郁可可唯唯、、品品冠冠演演唱唱《《从从来来没没有有想想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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