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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知名网络综艺《中国新
说唱 2019》播出，厦门本土歌手
许凌畅演绎的原创《翠》震撼全
场。这首歌的最大特点是结合了
大量的闽南话说唱，引发不少人
惊呼：
“原来闽南话 Rap这么好
听！” 而许凌畅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未来他希望能致力于闽南话
说唱文化的推广，让厦门说唱打
破地域局限，
拥有更多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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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凌畅出生于 1993年，父亲
是上海人，
母亲是泉州人。他从小
在闽南生活，听着闽南话长大，自
认是“闽南话六级水平”。许凌畅
说，他从小喜欢音乐，学过架子
鼓。后来，他成为一名艺术生，专
攻美术。而一次在台湾学习的经
历，
让他与闽南话说唱结缘。

许凌畅说，各种压力之下，他还是
选择了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在他
看来，
“翠”的谐音是“切”，唱的
s
t
是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
“我想表
u
达一种反叛的感觉。”
v
w
许凌畅的比赛视频播出后，
x
业界对闽南话说唱的讨论度开始
y
0
“升温”。不过，
在许凌畅看来，
和
z
{
成都、重庆等地相比，厦门以及闽
|
南地区的说唱圈，真正专攻闽南
}
~
话说唱的歌手并不多，影响力也

很有限。他说，
希望更多人能关注

地方文化，
并通过音乐进行传播。


“厦门是个很文艺的地方，但

音乐品位比较小资。”许凌畅说，

重视街头感、冲突感的 Rap目前

在厦门的市场热度一般。接下来，
他计划继续将闽南话元素融入说
话说唱也日益受到各界关注。
唱音乐中，融合厦门人偏好的轻
许凌畅说，歌曲《翠》与自己
“要做时髦的闽南话
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2016 松音乐风格，
R
a
p
，
唱给年轻人听”
。
年我大学毕业，当时很迷茫，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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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要找工作还是继续做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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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许凌畅在台湾树德
科技大学读书，学习音乐制作以
及打击乐。后来，
他加入学校一支
乐队，并担任鼓手，随队进行全台
湾巡演。2015年，他从台湾饶舌
歌手那里第一次听到闽南话
Rap，觉得这种唱法很酷，随即产
生了要“试一下”的想法，从此走
上闽南话说唱的道路。在台湾期
间，他经常去找当地的朋友学习、
切磋，
提升闽南话说唱水平。
《中国新说唱 2019》是许凌
畅首次参与的全国 Rap比赛，不
过早在去年，他就打算参加这档
节目，遗憾的是，当时他生病了。
今年，许凌畅把握机会，海选的时
候临时把歌“串在一起唱”，成功
被台湾说唱明星热狗相中。
《 翠 》， 歌 曲 里 穿 插 着 闽 南 话
Rap：
“因阮细汉大人就讲爱拼才
23456789:;<
会赢”“自己的未来我背” 等，带
海选后第一次对战，许凌畅
劲又励志，受到在场多位导师的
选 择 表 演 自 己 2016年 创 作 的
认可。这段比赛视频发布后，
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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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厦门本土电影故事片《美人
遇》正在爱奇艺热播。该片的取
景地主要集中在厦门、漳州两
地，
展现了秀美的自然风光。
《美人遇》讲述了这样一个
故事：农村小伙何天明大学毕业
后在大城市打拼，机缘巧合认识
了美女老板陈燕雨。两个年轻人
互生好感，却遭到同样喜欢陈燕
雨的黄国泰的极力阻挠。黄国泰
为了追求陈燕雨，设计陷害何天

明。经过一系列啼笑皆非的过
程，陈燕雨被何天明勤奋向上、
诚信守约的精神所感动，终于和
他牵手走到一起。
据电影《美人遇》制片人、
编剧、作家江俊涛介绍，该片的
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
事：一个小伙子为父治病在网上
发起公益募捐，筹集到了 30多
万元善款。小伙子上班后开始归
还借款，尽管经济并不宽裕，而
且一些捐款人也不需要他还钱，

但他仍省吃俭用坚持着。这个故
事感动了很多人，成为“诚信守
约”的“青春样本”，电影《美人
遇》男主角何天明便是以这个小
伙子为原型进行的艺术创作。
该片主要在厦门、漳州两地
取景。江俊涛说，取自厦门的场
景有海沧东孚新城、厦门坤城汤
岸温泉度假村、环岛路、白城沙
滩等，展现了厦门的高颜值、高
品位、
高格调。
这部影片还表现了“爱拼才

会赢”的闽南精神。江俊涛说，
影
片中，男主角虽然出身贫寒，但
靠着勤奋努力打拼，最终事业爱
情双丰收。而女主角则设定为泉
州人，
家境优越依然积极奋进。
江俊涛表示，
《美人遇》表
达了一种很接地气的淳朴情怀，
故事来自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
平凡生活，同时也反映了时代的
大情怀，期待观众在观看完影片
后能获得感动、
引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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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们甜甜的小美
出行动，因此他和这个角色有挺
多贴合之处。
根据赵乾乾原著小说 《舟而复
满》 依然由原著作者赵乾乾出
始》 改编的甜蜜青春校园爱情
任总编剧，延续了温馨甜蜜的
女主角刘人语今年 18岁，
风格，讲述法医系高冷学霸赵
曾在 2018年腾讯大热综艺节目
剧《致我们甜甜的小美满》在厦
泛舟与中文系乐观少女周筱历 《创造 101》 中有过优异表现。
门开机。总制片人齐帅、总编剧
据悉，
《致我们甜甜的小美满》
赵乾乾、导演邢潇等主创人员出
经分分合合最终走到一起的爱
席开机仪式。
情故事。
是刘人语的首部影视作品。
据悉，为了更好地诠释剧中
据介绍，从《致我们单纯的
剧中，男演员龚俊饰演南方
角色，剧组特地为一众主演安排
小 美 好》到《致 我 们 暖 暖 的 小
大学医学院法医系 15级 “大
神”赵泛舟。他是天生行动派， 了为期半个月的羽毛球训练。6
时光》，这两部根据赵乾乾原著
小说改编的青春爱情剧集皆收
五官端正，
性格高冷。龚俊说，
现
月底，主演们更是齐聚厦门，积
获了良好的口碑和不俗的播放
实生活中的他也是一位行动派， 极投入到前期定妆、剧本围读等
量。而作为“致我们”系列的第
只要是决定了的事情就立即付
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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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飘香” 鸣艺青礁书画展暨
亲子绘油伞颁奖活动在厦门市海
沧区海沧街道青礁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芦塘书院举行。
活动现场展出了数百幅由康
明义海沧工作基地公益教学学员
创作的书画作品，并为票选出的
数十幅精美优秀作品进行颁奖。
主办方为增加活动趣味性，还举
办了亲子绘油伞活动，一百多位
家长和孩子参与其中，共同感受
绘制油纸伞的乐趣及亲子活动团
队协作精神。
据悉，康明义是厦门市海沧
区引进的文化部艺术人才，入驻
海沧青礁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芦
塘书院以来，于周末定期开展公
益书法、绘画等传统文化教学活
动，目前已相继开展了 28期公益
教学讲堂，最小的学员才 4岁，最
大的学员 70多岁，受益人群数百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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