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的音

之旅 (2014)

关于

葡萄牙的音
葡萄牙

之旅 (2014)

由Condé Nast Traveler提供

葡萄牙有太多的音 种类，最 的是做出
：从帕雷迪什-迪科拉 (Paredes de Coura) 到 格里什 (Sagres) 冲浪 ，Milhões de
Festa、Optimus Primavera Sound 夏季音
、Optimus Alive 夏季音 嘉年 、辛特拉 和在 布 拉德 尔 (Zambujeira do Mar)
个宁静的小 村
的最生 、魅力无 的西南 ， 直令人 以取舍。而且 不止 些。 条充 活力的路 从北向南穿 葡萄牙，
沿途所
的都是葡萄牙国内最好的景点。
帕雷迪什-迪科拉 (Paredes de Coura)
www.paredesdecoura.com
我 的旅程从北部靠近格里
界的地方开始。葡萄牙小 帕雷迪什-迪科拉距比戈 50
公里，堪称葡萄牙
主 地的鼻祖。真正的 典。在超 二十年的
里，在塔伯欧 (Taboão) 河 的天然露天
始 能够聆听
到各类 大的音 。 目 主流音 留的余地并不多，而 葡萄牙和国 另类音 的 重 而易 。Pixies
、波莉•吉恩•哈 (P.J.
Harvey)、莫西里 (Morrissey)、拱廊之火
(Arcade Fire)、Calexico
、Bombino
、Hot Chip
、Belle and Sebastian
、Alabama Shakes
、Delorean
和 翰•塔尔博特 (John Talabot) 都是在最近活 中最受 迎的。
Milhões de Festa 音 会
www.milhoesdefesta.com
是在北部地区，靠近巴塞 斯 (Barcelos)，在布拉加 (Braga) 和科斯塔- 德 (Costa Verde) 之 ，从加利西
界到波尔 (Porto)
的沿海地 ，Milhões de Festa 音 会一直 步升温， 一地区也成 葡萄牙夏季 日的主要争 地。 里的最新 容有超 50
支
， 有一个大胆的 目 ：由来自葡萄牙和其他国家的新音效和新
成。包括 Austra、Orange Goblin、Adorno、Killing
Frost 和 The Partisan Seed
的
得以 露 角。使人耳目一新。
Optimus Primavera Sound 夏季音
www.optimusprimaverasound.com
从布拉加 (Braga) 出 ，一路向南到波尔 (Porto)。城市多丘陵，街道都是 卵石 地，有精美的葡萄酒，可以在 煌、美妙的地下音
中俯瞰杜 河。“春之声音
”在巴塞 那已
了 12 年，而波尔 主 的是葡萄牙版的“春之声”。活 中，Suede
、Wilco
、 •提尔森 (Yann Tiersen)、叉叉
(The XX)、尼克• 夫 (Nick Cave)、 点
(Blur )、恐 二世
(Dinosaur
Jr.)、天空大爆炸
(Explosions in the Sky )、 养
(The Breeders)、Do Make Say Think
和行星
(Los Planets)
都是亮点。
格多 、注重推新、再加上成名已久的
家的魅力，使 Optimus Primavera Sound
夏季音
成 欧洲南部 日巡回演出的必 一站。在靠海的城市公园 (Parque da Cidade)
将度 三个春日，公园在城里位置 越，很容易找到。 是一 理想之地，可容 来自 40 个不同国家的 75,000
人 聚一堂。烈焰 唇
(Flaming Lips) 主唱 恩•柯尼 (Waine Coyne)
的表述更直白：“ 个 日是整个夏天最美之 ”（尽管活
上是在春天 行）。
如果您不是在春季，而是在其他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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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a da Música) (www.casadamusi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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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 目吧。 个独特的前 建筑由荷 建筑
年 外开放，全年都可以 城市 来最好的国

雷姆• 哈斯 (Rem Koolhaas)
音 盛宴。

，于 2005

Optimus Alive 夏季音 嘉年
www.optimusalive.com
接下来
向葡萄牙首都
， 个 日将里斯本在阿尔吉斯 (Algés) 的 河大道 成了加利福尼 ：Optimus Alive
夏季嘉年 堪比富有 奇色彩的科切拉音
，不 吸引了周 众多好莱 名人，也吸引了很多独立
登上舞台。自 2007
年起， 勃•迪 (Bob Dylan)、尼尔• (Neil Young)、年
月
(Green Day) 、流行尖端
(Depeche Mode)、怪人
(The
Cure)、收音机
(Radiohead)、石玫瑰
(The Stone Roses)、珍珠果
(Pearl Jam)、液晶大喇叭
(LCD
Soundsystem)、Alt-J
、莱昂国王
(Kings of Leon)、 凰
(Phoenix) 和 Tame Impala
等才 横溢的个人与
都曾在
Optimus Alive 夏季嘉年 上一展 采。 日安排有大量 目，在七月的三天
里，会有近百支
登台表演。它的口号 直配得上冠
了：“最好的 目。永 ！”
辛特拉 (Festival de Sintra)
www.festivaldesintra.pt
您是否喜 古典音 和舞蹈？从里斯本 (Lisboa) 的 西奥 (Rossio) 站乘火 ，不到一个小 便可抵达辛特拉，“古城”中有 殿和魔法森
林，在拜 眼中是欧洲最迷人的地方之一。 里就是辛特拉 的
，每到夏天，才 横溢的年 表演者 便成 关注的焦点，他 以
极高的
天 向音 史上的 大作曲家，如朱塞佩•威尔第 (Giuseppe Verdi)、理 德•瓦格 (Richard Wagner) 和夏尔-瓦朗坦•阿尔坎
(Charles-Valentin Alkan) 等致敬。
Super Bock Super Rock 音
www.superbocksuperrock.pt
又是一个老 格的 日巡回演出，每年七月在里斯本 (Lisboa) 以南 40 公里的塞辛布拉 (Sesimbra) 的梅科海 (Praia do Meco)
行。Super Bock Super Rock
音
是 滚音
。一个又一个群体吸引着人群，有 数众多的葡萄牙
参与和极高的分 数。我
的是 斯
(Muse)、金属
(Metallica)、鼓
(The Strokes)、北极 猴 (Arctic Monkeys)、 手
(The Killers)、 撒大帝
(Kaiser
Chiefs)、石器 代女王
(Queens of the Stone Age) 和 Manuel Fúria & Os Náufragos
等， 有更多，恕不一一 述。 日
滚 手提供免 公共汽 ，将他
到美 的海 ， 也本地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
尼什世界音
(Festival Músicas do Mundo de Sines)
www.fmm.com.pt
我 活力四射的 日路 的下一站
向南，前往阿 特茹海岸的 尼什 (Sines)，每年那里都会
葡萄牙最大、也是欧洲最重要的世
界音
。
了十五届之后，
日已成
、民 、流行、民族和民 音
好者的夏季 日。 日花 翻新，洛基 •特洛
蕾 (Rokia Traore)、 米• 蒂 (Femi Kuti)、赫尔美托•帕斯科尔 (Hermeto Pascoal)、崔洛克•古尔 (Trilok Gurtu) 和拉希德•塔哈
(Rachid Taha) 都是 日中的亮点。
西南 (Festival do Sudoeste)
www.sudoeste.meo.pt
离开 尼什，
前 便到了阿 特茹海岸宁静的小 村 布 拉德 尔 (Zambujeira do
Mar)。西南 一开始便会打破 里的宁静。首届活 于 1997 年 行，自那以后每年八月 日都会
村 来翻天覆地的 化。在 个宏
大的 日里，
通宵达旦，五天内有多 演出，音 更 商 化， 目更加丰富多彩， 日期 星光熠熠，皮普保 (Pitbull)
和流 胖小子 合 (Fatboy Slim)、大 • 塔 (David Guetta) 和艾迪• 达 (Eddy Vedder)、 西
(Luciano) 和雷鬼舞 合 (Calle 13)
都会登 ，众多的海 、日照充足、 有适合各种口味的音
格。
英雄港国 爵士音
(Angra do Heroísmo International Jazz Festival)
www.angrajazz.com
在将伊比利 半 抛于 后，向大西洋
，前往里斯本以西 1500 公里 的 速尔群
(Açores)。 里的主角是爵士 。每年秋天，特尔 拉 (Terceira) 首府英雄港 (Angra do Heroísmo)
都会主 色彩 呈的安格拉爵士 ，届 会有 400 多名音 人登台表演。整个城
成了一个爵士 的大舞台，在戴夫•荷
(Dave Holland Quintet)、戴夫•道格拉斯 管 以及恰 •多明奎兹 (Chano Domínguez) 的 琴声中，全城都在跟着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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