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绮珊唱!剪爱"情绪激动的各种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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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黄绮珊在!我是歌手"舞

台上演唱前夫旧作后# 引发网友对黄绮珊感

情生活的好奇$据媒体报道#涂惠源与黄绮珊

因音乐结婚#但不久感情便破裂离婚$有网友

在涂惠源微博中翻出涂惠源与现任年轻妻子

的幸福照#并指责其因小三才与黄绮珊分手$

涂惠源愤怒表示#他与黄绮珊
!""#

年完全是

基于个性不合因素离婚#

$%%"

年圣诞节与现

任妻子结婚#何来小三之说%

&

月
'(

日#!我是歌手" 进行到第九场#

一直保持较高人气的黄绮珊演唱张惠妹作品

!剪爱"$这首歌是由黄绮珊前夫&台湾知名音

乐人涂惠源创作$黄绮珊离婚
)*

年来首次演

唱这首歌曲#一贯霸气的黄绮珊唱到最后#蹲

下来才能控制住情绪$ !剪爱"本是涂惠源写

给黄绮珊的歌#可由于二人婚姻破裂#这首歌

曲最终被张惠妹收录在首张专辑里# 随后张

惠妹红遍华语地区$ 据说涂惠源另一首名曲

!听海"也本是为黄绮珊量身定作的#但两人

的分手使得!听海"最终交由张惠妹首唱#而

黄绮珊却始终默默无闻$黄绮珊曾表示#当自

己第一次听到!剪爱"这首歌是在朋友家中#

当天她听了一遍又一遍$ 当时她就听懂了这

首歌#但是
)*

年来她从不敢唱$

&

月
)(

日节目播出后# 众多明星纷纷

在微博上力挺黄绮珊$ 刘恺威与杨幂这对小

情侣还边看边刷微博# 讨论 !我是歌手"$

刘恺威表示' (黄绮珊姐姐# 听着听着哭死

我们了)* 杨幂连忙转发微博# 表示认同$

而演员马伊?则表示# 因为自己曾录制过电

视剧主题曲# 因此对歌手这份职业有了更深

的理解# 盛赞黄绮珊这次的表演 (真正和歌

融为一体)*

黄绮珊与涂惠源的感情故事也被众网友

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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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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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黄绮珊离开家乡

重庆到广州闯荡# 结识了音乐人涂惠源并相

恋&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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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两人共同发行唱片!躲在音

乐背后的人"# 这也是两人爱情与音乐的结

晶$但后来因两人音乐理念上产生巨大分歧#

最终导致婚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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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嘉宾出现的黄绮珊# 当日以红色西

装搭配小礼服高跟鞋出现# 笑容略带矜持$

节目录完回到化妆间# 她第一件事情是把高

跟鞋脱掉# 换上拖鞋$ (我还是不习惯穿高

跟鞋# 我是比较偏爱运动的$* !我是歌手"

的亮相# 让黄绮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也让她的生活发生了不少改变# 她说自己以

前的爱好是逛超市# (但现在去不了了# 我

觉得比过去累了很多# 因为多了很多与音乐

无关的事$* 接受完采访# 还有个视频录制#

马上又得往新加坡赶# (完全没有办法自己

控制时间了$* 说完她还笑着指了指记者#

(我其实不喜欢接受采访# 但是现在还是得

坐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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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接受采访# 不是现在才有的习惯#

黄绮珊说自己一直以来都抗拒$ (因为有时

候我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不知道怎

么就会带来很多误解$ 我又不喜欢解释# 索

性不接受采访# 不让你们听到我说的# 安心

听我唱歌就好# 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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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后才迎来了事业上的一个高潮#

大家说# 她等待了太久$ 黄绮珊说# 自己曾

经也这样认为# 但现在不会了$ (我过去会

认为我被埋没了# 现在会觉得# 所有的事情

都会有定势# 都有它的定律# 什么叫做晚

呢% 年轻成功就好吗% 不见得# 有句话叫做

年少得志就猖狂# 过早得志的话# 可能反而

容易迷失# 到我现在这个年纪# 反而会比较

清醒# 不容易浮躁$* 别人愤愤不平# 她现

在却很坦然# 聊着聊着# 还以长辈的口吻提

醒记者# (你走到黄妈这个年纪# 就会明

白# 你过去的岁月对你来说# 都会促使你成

长# 经历的事情不一样# 但每个人大致上其

实都差不多# 都会有甜酸苦辣$ 大家都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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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已经远离娱乐圈在国外安心读书的

她# 重新回归到舞台# 也得重新去适应另一

种生活状态$ 所有的过往被翻出# 历史& 感

情++她说自己很意外地成为了一个 (娱乐

对象*# (我想谁也不愿意被逼着追问过去

的历史吧$ 我也不知道现在走到了这样一个

时代# 媒体关注的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这

个人没有什么娱乐性# 但是不知道怎么就被

娱乐了$*

她说# 于她个人# 现在成名最大的安慰

是# 让别人有了意愿去重新开始# (我有一

个群叫海南帮# 里面都是跟我一起追梦的

人$ 站在这个舞台后# 我过去的那些歌手朋

友会来跟我说# 绮珊# 我准备去参加比赛#

你同意吗% 绮珊# 我想去参加这个演奏# 你

怎么看% 这种感觉就是# 你的出现让别人有

了愿意去重新出发重新去调整的希望# 他们

本来觉得这个年龄不大可能了# 却发现我又

站在了舞台上# 我出现的那一瞬间给了他们

莫大的安慰$* 在她看来# 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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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我重新站在这个舞台# 很想对那些

曾抱有音乐梦想的人说#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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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所有成名路径一样# 黄绮珊获得铺

天盖地的关注里 # 除了赞誉 # 也有质疑 $

伴随着节目的继续进行# 这种质疑声越发

壮大# 褪去了开嗓时给人的震撼# 不少人

开始批评# 认为她的声音里没有感情# 只

有高音# 只有嗓门# 没有灵魂$ 对于这些#

她的回答少见地坚持$ (唱得高是一种本

事# 高音是演唱里的一个必需环节# 但不

是最终环节# 我不觉得有技巧是一种坏事#

歌手就是靠声音吃饭的$* 对于所有的这些

争议# 她的态度就像她所说的# 不做解释$

(别人怎么说# 是他的喜好# 我觉得说太多

其实没有什么用# 我会做的是让自己慢慢

来消化这些$*

她说# 这么多年# 教会她的一件事就是

去顺服地接受一切# (其实这就是一个成长

的过程# 包括你面对这些声音# 这对每一个

歌手来讲# 面对世界# 面对铺天而来的大众

的价值观# 你怎么去消化# 然后不被影响自

己的生活# 这个才是重点$* 至于未来# 黄

绮珊说自己还没有太多想法$ 找她的商演很

多# (但现在一个都不会接# 五月份放假#

我休息一阵之后# 再来考虑$* #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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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料到% &一夜爆红' 这种用来形容年轻做

梦者的事情会发生在
##

岁的黄绮珊身上( 她的故事

被一一翻出% 驻唱生涯) 台湾飘荡) 感情生活**

但是她自己始终把自己埋起来% 不聊感情% 不谈过

去(

$

月
%&

日下午 % 黄绮珊作为湖南卫视快乐

购七周年庆的明星嘉宾出现在演播厅% 没有音乐

做主题的她有点不太自在% 有记者说% 她不是个

好采访的人 % +有时候答不到点子上 (, 在接受

记者专访时% 她坦言自己现在正在消化成名带来

的一切 % 学着去接受 % 但其实更想简单地唱歌 %

+我觉得我不具备什么娱乐元素 % 可是偏偏就这

样被娱乐了( 如果能够安心听我唱歌% 该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