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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Hot Chili Peppers（ 红辣椒）香港演唱会

小红莓（The Cranberries）北京演唱会
2011-08-02 09:31:02 |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小红莓 the cranberries 卡百利乐队 北京万事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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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anberries卡百利乐队“小红莓”将在北京万事达中心举办演唱会。回望出道21年

李乐为

的历程，这支与U2乐队、恩雅齐名的“爱尔兰国宝级乐队”表示，他们从未因为成名而自
我膨胀，而首次在中国内地开唱则让“小红莓”自称“感到再次变得年轻了”。

中国最优秀的舞台摄影师之一 国内外港澳诸

“小红莓”在世界各地拥有亿万歌迷，与U2、恩雅齐名。“上世纪90年代初，与我
们的名声相提并论的那些欧美乐队，论资格，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前辈。但我总记得
有一个习惯是不曾改变的，当我们每次巡演、宣传完毕，都会回到我们出生的那个小镇

多大型音乐节演唱会官方摄影师 拍摄的演出
包括流行、摇滚、电子、古典、爵士、戏剧、
舞蹈等 每年拍摄演出超过100场以上 媒体称
之“中国摇滚现场首席摄影师” 是拍摄过欧

上，居住并打发闲暇时光，和儿时的朋友们一起去酒吧，在某种程度上，这让我们感觉自

美乐队音乐人最多的中国摄影师

己依然和普通人一样，没有伴随突然成名而来的自我膨胀”。2004年，乐队临时解散，
加博友

2009年重组，并开启全新的巡演。“开始真有些紧张不安，因为我们四个人甚至很久很

关注他

久都没有共处一室过了，某人甚至都没再玩过乐器了，更别说进过录音棚。还好有吉他手
Noel使劲打气，鼓动着大家的情绪。重组的最大困难，就是总有人记不住那些老歌的编
排，头一个星期，简直就像‘灾难’一样。但幸好这些歌曲都是深深植入我们记忆的，你
需要做的只是给自己一点时间，耐心等待着它们被召唤出来。重新排练的大部分时间里，
我们几乎都安静地不说一句话，通过不断演奏那些熟悉的歌曲，那种同属一个团队的感觉
很快就回来了，比语言交流什么管用更多”。
谈到“小红莓”在中国有众多粉丝的问题时，乐队女主唱桃乐丝说，“关于歌迷和粉
丝，有时这会给我们一种很良好的‘自我感觉’，就像再次变得年轻一样，仿佛你朝一大
群人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我得承认，近10年来，我们都没有干过这么有声势的‘壮
举’了。人们在那么多年之后还能深深记得你，这听起来很‘疯狂’，不是吗？”这次北

文章分类

京演唱会，“小红莓”将演唱大概25首作品，除了《Dreams》、《Zombie》和
《Linger》等老歌外，还有新专辑《ROSES》中的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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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Hot Chili Peppers（ 红辣椒）香港演唱会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钢琴大师 殷承宗
2014年4月13日广
州大剧院音乐会。
殷承宗（1941年
－）1959年获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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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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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莓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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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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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谁

港台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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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过

安守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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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可爱。

MR.E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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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王菲是模仿她唱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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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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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顶一个

素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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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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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会？！何时的事儿……………………

小兔撞树晕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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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籁之音！

吉青孟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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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不错 支持一下！

性感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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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奇特-竹福音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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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看我

原味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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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

El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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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岁月的痕迹

性感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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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可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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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棒 很喜欢小红莓

女生—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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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眉女生——走秀 和 女生 乳房 日志.... 到我博客欣赏.....

_反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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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声音很特别~

追风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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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过。

女生——美眉

2011-08-26 09:32

支持下... 来我博客逛 逛吧..

Arc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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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不错的乐队！

我是那前朝格格 回复 sos200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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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有同感

sos2001x

2011-08-24 03:33

是不是已经演完了？

冰滴卡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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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欢这张。

Vampire Prin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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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啊~是卡百利啊~我以为没机会会见到他们了呀~我可是超喜欢他们的啊~女主唱~永远都无人
能及的独特歌喉风格~没有人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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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博文厉害

指舞弦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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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菲模仿其主唱的唱腔，并翻唱了他们的歌曲，如梦中人，就是翻唱的他们的。

tingting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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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又来凑热闹了。顺便应用了~~

牛逼⒈輩z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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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识！有什么经典的歌曲介绍下！要HI一点的

娱乐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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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了

忠义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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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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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狼共舞

2011-08-04 15:36

基本都是一身黑！有劲！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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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场好强

Littl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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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死他们这个乐队了！一直听着他们的歌，百听不厌！可惜不能赴京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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