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08

2019.5.16
星期四

编
辑

王
浩

版
式
刘
丹
阳

校
对
张
晓

文
体
汇

报料热线
028-86969110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任贤齐“突袭”省游泳馆
邀文婷姐妹拍水下MV

突袭老朋友工位
资深记者惊掉下巴
18年前，任贤齐曾来华西都市报

做客，和当时的记者成为朋友。此后，
封面新闻资深记者吴姐和杜叔叔数次
采访过任贤齐，与他相处的点滴犹记
于心。记者吴姐回忆当年点滴，在成
都之前的沈阳演唱会，正好赶上北京
申奥公布，记者采访时想让他准备两
套说辞，“他拒绝了，说申奥一定会成
功。”申奥成功的第二天，任贤齐演唱
会爆满，人山人海的场面空前。

“他人特别好，工作结束后主动提
出合影，当时我们都不好意思开口。”
时隔18年未见，毫不知情的吴姐正在
接受采访，讲述当年采访任贤齐的故
事。此时，小齐哥突然出现在吴姐工
位，尽管见惯各路明星，吴姐依然“惊
掉下巴”、激动不已。

如今，在围观的封面新闻员工里，
仍有不少当年的工作人员。“缘分很奇
妙”，小齐哥感叹，“我当时来的时候，
你们都是小孩子。”小齐哥回忆起当年
的时光很感慨，“这种时刻让你感动，
你会一辈子记得。希望来我的演唱
会，能给大家留下一辈子的记忆。”

唱起川普《心太软》
老杜成了“神秘嘉宾”
在小齐哥与吴姐回忆当年的时

候，资深娱乐记者杜叔叔来到现场，看
到多年未见的任贤齐，作为娱乐圈报
道的老前辈，老杜也激动不已。提起
当年采访任贤齐，老杜是满肚子的话
要说，“有次我跟赵薇约了个采访，恰
好是在一个有‘小齐’的拼盘演唱会
上，结果‘小燕子’和我说，采访没问
题，但要等她听完任贤齐唱歌后才能
开始！我马上回她，‘放心没问题！因
为我也要听！’”

老杜回忆起当年演唱会一票难求
的盛况，“到今天大家仍然在唱他的
歌，好的艺术作品有持久的生命力。”
说着，还拉着小齐哥的手唱起了川普
版《心太软》，小齐哥笑着说：“成都的
神秘嘉宾找到了。”而吴姐没听两句，
接过话头对任贤齐说，“你知道吗，我
就是当年太喜欢你和你的歌，心太软，
所以到现在我都在帮杜叔叔改稿子。”
引得全场大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任贤齐来了。
5月15日，任贤齐一来到红星路二

段70号，便引起了强势围观，长枪短炮
的追击跟18年前没有差别。

2001年，任贤齐在成都举行演唱
会时，也曾来到当年的华西都市报办公
大楼接受采访。“当时他是来报社做客，
接听‘明星热线’，没想到18年过去，他
再来是来看我”，资深记者吴姐吴德玉
一看到任贤齐，18年前的记忆立刻生
动了起来。

“那时候照片都是需要冲洗的，更没
有视频拍摄设备，所以这些照片就是我
最珍贵的回忆。”看到吴姐翻开的旧照
片，任贤齐也格外感慨：“现在保存照片
的方式特别方便，但有时候因为这样的
方便，让我们其实很容易丢失掉一些重
要的照片。来，我们拥抱一个……”话音
还没落，任贤齐就主动拥抱了吴姐。

恰如其分的礼貌和亲切，随性而为
又娓娓道来，这也许是任贤齐身为艺人
的职业本能，却又有别于一个天命之年
男人的世故。

事实上，温柔和坚持一直是任贤齐
行走娱乐圈的标签。

和现在的很多流量明星不同，作为
第一代90后与80末的偶像，任贤齐并
非是一夜成名，而是几经磨砺，靠着自

己的坚持和忍耐才崭露头角。
当年任贤齐一毕业就签约了的公

司被滚石收购，而滚石向来不擅长于包
装偶像。在任贤齐之前，李宗盛、罗大
佑、苏慧伦，都不是偶像出身。

面对这样一个单纯笑脸的少年，滚
石几次摇摆，想要与他解约。后来回忆
起那段时光，任贤齐笑称自己是“年度
解约歌手”。

在这段被遗忘的时间里，任贤齐每
天在办公室里帮忙做剪贴、写词、谱曲，
甚至还帮忙买盒饭、买报纸、打扫卫
生。就这样过了三年。

从24岁入行，任贤齐一直在默默唱
歌静静等待，终于在31岁那年遇到了伯
乐小虫，用一首《心太软》厚积薄发，迎来
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伤心太平洋》《对面
的女孩看过来》《春天花会开》《天涯》等
至今都是KTV的大热点播。

那些温情脉脉的情歌，由华语唱片
工业的巅峰成就，又反之成为了巅峰的
见证，而我们更清楚，于现在，可一不可
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流行音乐是娱
乐，但它还是另外两样东西：艺术和时
代的镜子。

而在那时，作为一个国民偶像，音
乐事业上顺风顺水，转型做演员也是合
乎情理的发展。

1999年，任贤齐的第一部电影《星
愿》上映，这部电影还请来了刚在《喜剧
之王》里回眸杀的新秀张柏芝，主打虐
恋牌，对于那时候的观众而言，这样的
爱情电影不仅“戳心”，还“百看不厌”，
《星愿》在当年取了1400万票房的成
绩，并获得了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电影的提名。

而后，在演唱会如火如荼开展的
2001年，任贤齐与郑秀文主演的《夏日
麽麽茶》上映，在香港取得2134万的票
房，若说郑秀文与刘德华是天生的CP
面孔，她与任贤齐也可算排第二和谐的
组合。

更不必说作为演员的任贤齐，在
2004年，和张家辉、陈慧琳主演的警匪
电影《大事件》上映。自此，开启了任贤
齐和杜琪峰以及银河映像的合作，这让
惯于演喜剧任贤齐的戏路扩充了一个
维度，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任贤齐开
始慢慢甩掉之前的“偶像包袱”，渐渐融
入进角色里去。

在他的身上，也许一直无法跳脱出
人们对于昔日经典的寄放，但无论时代
被如何理解，他和“老朋友们”依旧笑揖
清风，醉卧逍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施诗晨

5 月 15日早上 9点，四川省游泳
馆，花样游泳姐妹花蒋文文和蒋婷婷正
在做下水训练前的垫上准备，突然一位
老友惊喜“空降“。台湾著名艺人任贤
齐走进训练馆，看望他的多年好友蒋文
文和蒋婷婷。

游泳衣外面套着国家队战袍，蒋文
文和蒋婷婷在场馆内的垫子上做核心
力量训练，教练郑嘉拿着秒表在计时：

“加油，还有最后30秒。”
此时，一头标志性长卷发的任贤齐

撩开训练馆帘子，偷偷探了个头进来，
穿着黑色西装、一身健康的小麦色，看
着姐妹在认真训练，任贤齐躲在一边没
有打扰，看到一组动作做完，他突然走
过去，姐妹俩惊喜地捂着脸从垫子上蹦
起来，她们尖叫道：“小齐哥！你怎么来
啦！”然后，三人激动地拥抱。任贤齐和
文婷姐妹是多年挚友，他用一句玩笑话
介绍三人关系，“她们可是听着我的歌
长大的。”带了姐妹二十多年的教练郑
嘉也回忆了多年前文文和婷婷“追星”
的历程：“我是看着她们长大的，她们从
小就特别喜欢小齐哥，几乎每一首歌都
会唱。”而一个机缘巧合他们三人成为

好友，一直保持亲密联系。
“我每次来成都，她们都会带我去

吃好吃的，火锅什么的，这次是特意瞒
着她们，想给她们一个惊喜！”任贤齐解
释了自己空降的原因，而最让文婷姐妹
感动的是，任贤齐来到了她们训练的地

方。“我们和小齐哥见过很多次，但这次
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训练、战斗的地方，
感觉特别亲切，可以看到我们平时训练
的样子，也可以看到（队里）小妹妹们训
练。”

第一次看到文文和婷婷训练，以及

四川省花游队的小队员，任贤齐很感
动：“文文和婷婷都是花样游泳的领军
人物了，激励了很多很多小朋友练习花
样游泳，看到她们的傲人成绩，我非常
感动、非常自豪。”任贤齐还透露，姐妹
俩也经常和他一起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而每次想要拍水下的MV或者电影，总
想找姐妹取经。“一直在想拍个水下的
MV邀请她们，有时候唱到《鱼》这首歌
时也会想起文文和婷婷。”说完，三人以
游泳馆的花游池为背景，非常应景地合
唱了一首《我是一只鱼》。

临走时，任贤齐邀请蒋文文、蒋婷
婷和郑嘉去听他的演唱会，“我们7月6
日成都演唱会再见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甘露 李俊雅吴枫

任贤齐见到文文和婷婷，便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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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杯”即将打响
明年有望“扩军”

2019“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
锦标赛将于5月25日至29日在成
都双流体育中心举行。5月15日，

“熊猫杯”赛事组委会正式对外公
布了2019年“熊猫杯”赛程及相关
活动安排。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
明表示，明年的熊猫杯有望扩大规
模，增加参赛球队或者是增加不同
参赛年龄段。

自2014年起，连续五届“熊猫
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暨国际青
少年足球发展研讨会的成功举办，
在本地区乃至全国足球青少年发
展领域获得良好声誉；“赛事+研讨
会+球队进校园”的全新办赛模式，
也已成为国内独创的赛事亮点，使

“熊猫杯”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国
际品牌足球赛事。

在2018年“熊猫杯”国际青年
足球锦标赛上，英格兰、匈牙利、
乌拉圭和中国国青四支U19队伍
参赛，最终东道主中国国青首次
如愿在家门口捧杯。无论是现场
上座率、电视直播收视率，还是关
注度，均创下历届新高。2018年

“熊猫杯”，在短短一周时间内，除
去六场比赛，组委会还组织了七
场会议、培训班，三场外事活动，
展现了大赛组委会高效的办会、
办赛能力。

2019“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
锦标赛，也是“熊猫杯”走过的第六
个年头，根据东道主中国U18国家
队备战需要，邀请到了韩国U18国
家队、泰国U18国家队和新西兰
U18国青。四支参赛球队风格迥
异，打法鲜明，将在一周的时间内
为球迷朋友奉献上6场高质量的
对抗。

“这届熊猫杯比赛，英格兰、法
国等许多欧美劲旅都希望来参加，
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成都
市足协主席辜建明表示，“明年的
熊猫杯有望扩大规模”，也许是增
加 参 赛 球 队 、也 许 是 在 目 前
U18-22年龄段的基础上增加U13
等不同年龄段，辜建明说，现在有
很多其他城市都表达了想要承办
熊猫杯的意愿，这也是熊猫杯这项
赛事影响力的有力证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陈羽啸

40多位四川实力诗人
共聚金堂研讨诗歌创作

5月14日至15日，由四川省作
协主办，《星星》诗刊承办的“四川
新时代诗歌创作研讨会”在金堂举
行。来自全省40多位实力诗人共
聚一堂，为四川新时代诗歌的抒写
展开了广度、深度的探讨。

诗人童光辉发言提到他心目
中的新时代诗歌：“要重续中华伟
大文脉，重写新时代中国人伟大心
灵史，大诗歌是正大之诗、审美之
诗、筑梦之诗。”诗人吕历认为：“新
时代要有新经验，新语境，新经
典。个人是时代的支流，诗人是时
代的眼睛和良心，更是时代责任、
使命的践行者和担当者。新时代
汉语诗歌写作充满了构成‘高峰’
的可能性。诗写者当不忘初心，再
出发、再上路。要特别注意加‘正’
减‘负’，高扬真、爱、美、善，摒弃
假、大、空、媚。”

诗人麦笛结合自身创作心路
进行反思，认为“新时代，诗歌回应
时代，关照现实是正道。诗歌现实
首先应是真的，文学不等同于照
相，应高于生活现实。高在‘这一
个我’。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
语境，多元，守正，开放，创新是新
时代的基调，我想，也给这个时代
的诗歌提供了从技术到内容更宽
泛的可能。”

诗人、诗歌编辑曾鸣认为“只
有用心走进新时代，才能与时代共
振，与人民共情，也才能更加敏锐
地捕捉生活中的感动和诗意，这样
写出的诗歌才大气干净，灵动多
彩。新时代诗歌在底色上应该是
现代诗坛的一股清流。我们手中
的诗笔，理应萌生与时代相应的璀
璨。”

诗人郭毅认为“唯有坚持诗
歌对现实展现的真实，才是我们
这个时代诗歌的光芒。坚持诗歌
对现实展现真实，要求诗人与同
时代人一样，为身处时代所思所
想所写，要求诗人回到坚实的大
地，亲密关注生活现场，赋予新时
代的光芒节拍，要求诗人置身新
时代由近及远洞察历史源头，用
前瞻的眼光强化自我修养，展望
诗歌命运发展。”

诗人黎均平谈到，诗歌作为这
个时代的灯火，必须是时代的投射
物和美好精神产品，新时代诗人要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完成肩负的角
色使命，作为新时代诗人，必须与
时俱进，有时代担当和作为。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氛围激
情而热烈，严肃而深刻。对于新时
代四川诗歌的创作，诗人们群力群
策，为新时代四川诗歌的创作贡献
出有益的思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

作为上世纪90年代出道的
歌手，任贤齐是跨越 70 后、80
后、90后三代人共同的青春记
忆。他的《心太软》红遍亚洲，
《伤心太平洋》更是风靡大街小
巷，成就一代不老经典。

1998年，在台北国际会议中
心，任贤齐的第一场演唱会“98齐
迹”震撼上演，万人空巷，成为当
时现象级的演出。时隔21年，
2019年7月6日，任贤齐全新演
唱会“齐迹”将在成都再现。

5月15日上午，任贤齐来成
都探访好朋友，同时为 7 月的

“齐迹”演唱会预热。

封面
“齐遇”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8年过去了
你还会“心太软”吗？

任贤齐成都访老友：
“感动的时刻会一辈子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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