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EN（FarEast Network，多国）： 

由日本实验音乐代表人物之一大友良英（Otomo Yoshihide）发起的自由即兴乐队。成员包括

大友良英，袁志伟（Yuen Cheewai，新加坡/泰国），柳汉吉（Ryu Hankil，韩国），颜峻（Yan 

Jun，中国）。他们都是本国实验音乐活动的组织者，同时也都活跃在艺术领域。 

这个乐队的组建，基于对发展亚洲新音乐和实验艺术场景的期望。成员生活在不同城市，分

享相似的传统，受到各自社会的影响，他们自身的存在，比设计出一套音乐形式更重要。因

此他们从不排练，也不讨论音乐方向。他们以不定期的聚会，跨越语言、食物、国界、货币

和政治风云的界限，聆听现实并给予反馈。 

他们演奏的声音，可能是大音量密集噪音，也可能是极静极简，也可能有旋律和诗歌穿插。

即兴演奏，是他们和自身，和周遭环境，和其他乐手及其文化进行沟通的方式。 

可参考《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 2009 年第 5 期的访谈： 

http://blog.artintern.net/blogs/articleinfo/dongbingfeng/43762 

 

 

图片说明：现场：2008年，FEN在日本山口媒体艺术中心，场地上方是大友良英的大型装置作品 

(Photo: Ryuichi Maruo, Courtesy of YCAM) 

 

大友良英（Otomo Yoshihide，日本）： 

大友良英是日本当代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 是日本新音乐在世界上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创

作领域从实验音乐、噪音，到新爵士乐和电影配乐，在各个领域都相当活跃，并取得了极大

成绩。 

他曾于 1993 年，1999 年，2000 年和 2009 年来中国演出。他的电影配乐《蓝风筝》、《女人

四十》广为中国大众熟悉。作为音乐作家，他有多部著作出版。作为艺术家，近年来他的大

型装置项目“Ensembles”在多家美术馆发展和展出。 

2011 年福岛海啸和核泄露事件后，他全力投入社会文化事业，召集全球艺术家合作，致力

于福岛文化身份的重建。 

http://blog.artintern.net/blogs/articleinfo/dongbingfeng/43762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F%8B%E8%89%AF%E8%8B%B1 

 

 
图片说明：大友良英的乐器/装置：四臂唱机 

 

颜峻（Yan Jun，中国）： 

颜峻，声音工作者，文字工作者。1973 年出生于兰州。住在北京。 

从事：即兴音乐，电子音乐，反馈，场地定制表演／装置，田野录音，噪音，组织，写作。 

成员：FEN，茶博士五重奏，即兴委员会。 

在欧美澳亚各地巡演。也在观众客厅之间巡演，做为一个方便项目。他的“微型反馈”是针

对小数目观众的耳机催眠。 

曾获奥地利 Ars Electronica 电子艺术大奖提名奖。 

www.yanjun.org 

 

柳汉吉（Ryu Hankil，韩国）： 

柳汉吉出生于 1975 年，韩国首尔。曾使用钟表心脏作为乐器，现在用打字机触发马达，在

鼓面上引发机械振动，让乐器自动发声。 

他曾经是韩国两支著名的独立流行乐队的键盘手，但最终彻底退出，因为他对用常规的方法

去创作音乐感到厌倦。当看到大友良英、松原幸子、Axel Dörner 和宇波拓在首尔的音乐会

后，他改换了自己的乐器，并且专注于即兴音乐和声音创作。柳汉吉从 2005 年开始举办每

月一次的音乐活动“RELAY”。他创立了自己的发行厂牌“Manual”，发行唱片和杂志。2008

年以来他在欧洲和日本广泛巡演，并发表了多张唱片。 

themanual.co.kr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F%8B%E8%89%AF%E8%8B%B1
http://www.yanjun.org/
http://www.themanual.co.kr/


    

图片说明：颜峻的乐器，以话筒和喇叭构成的反馈装置（左图）；柳汉吉，闹钟内部的发条装置（右图）。 

 

 

袁志伟（Yuen Cheewai，新加坡/泰国）： 

袁志伟的工作是探索图像、声音和文字如何作为精神共生体而自然同步存在、发生。他是一

位优秀的当代艺术家，平面设计师，和一位以声音艺术家身份进行即兴演出的音乐家。他经

常使用田野录音作为素材，尤其是表演现场的声音。他通常用自己编写的数字程序处理声音，

也利用随机生成的参数和偶然得到的结果。目前他在新加坡和泰国生活、工作。 

 

 
图片说明：袁志伟；图片由《当代艺术与投资》提供 



 

黄仲辉（Sin:Ned，香港）： 

黃仲辉，自香港，以Sin:Ned名义制噪的即兴、实验使徒。信封神秘主义。在混沌及败坏中

寻找系统的缺口。Re-Records (www.re-records.com) 的创办人之一。声音掏腰包 

(www.soundpocket.org.hk) 的顾问。演出系列乱章取义 (NOISE to SIGNAL) 的运作人。 

www.myspace.com/sin_ned 

http://www.maitreyana.com/ 

 

 
图片说明：MPW 杂志对黄仲辉的报道 

 

凯·法噶辛斯基（Kai Fagaschinski，德国）： 

黑管演奏家。作曲家/表演家。1974 年出生于德国。居住在柏林。他专注于声音和噪音现象

中微妙的音乐性。作为自学者，他为自己的乐器发展出了一套反常的语言。他的音乐扎根于

抽象性，包括隐含的表达和隐约旋律的品质。他在作曲和即兴的边界上工作。他偏爱和其他

乐手的长期合作。 

独奏之外，他的合作项目包括：The International Nothing (和Michael Thieke), Los Glissandinos 

(和klaus filip), The Magic I.D. (和Margareth Kammerer, Christof Kurzmann & Michael Thieke), 

二重奏 (和Burkhard Stangl), The Dogmatics (和Chris Abrahams), Here Comes The Sun (和

Gunter Schneider & Barbara Romen), Kommando Raumschiff Zitrone (和Christof Kurzmann), 二

重奏 (和Bernhard Gal), Rebecca (和Michael Renkel), No Furniture (和Boris Baltschun and Axel 

Dörner)。在Ftarri, Erstwhile, Creative Sources, Monotype, Staubgold等厂牌发表作品。 

http://kylie.klingt.org 

 

http://www.re-records.com/
http://www.soundpocket.org.hk/
http://www.myspace.com/sin_ned
http://www.maitreyana.com/
http://kylie.klingt.org/


 

图片说明：Kai Fagaschinski 在 Kule，2010 年 

 

东风即兴委员会（Dongfeng Impro Committee，中国）： 

由北京的实验和即兴乐手组成，一个通过工作坊、游戏和合作而召集的即兴音乐团体。每次

活动更换名字，目前已有冬季即兴委员会、临时即兴委员会、好朋友即兴委员会、火星即兴

委员会、低保真科幻即兴委员会等等分身。曾在撒丽不跳舞音乐节、密集音乐会、中国/瑞

士默片配乐音乐节等活动中表演。 

东风即兴委员会由史阳（电脑，物件）、李青（合成器）、李增辉（萨克斯）、VAVABOND（电

脑）、GogoJ（电子，小提琴）、闫玉龙（小提琴）、王子衡（萨克斯）等组成。 

 
图片说明：临时即兴委员会在北京 XP Club，2012；摄影：颜峻 

 



上海自由音乐大乐团（Free Music Collective of Shanghai，中国）： 

上海自由音乐大乐团是由生活在上海的即兴音乐家和声音艺术家发起的一个从事创造性音

乐的团体。上海自由音乐大乐团实践以即兴为基础的更为广泛的音乐团队可能性，诸如，即

兴与作曲的，电子设备与原声乐器的，个人与团队的，等等。 

成员：大小（电子），卖卖（吉他），徐程（电子设备），色豹（大贝斯），徐喆（大贝斯）、

王田（大提琴），殷漪（笔记本），陶轶（鼓），照骏园（单簧管、萨克斯） 

 

 
图片说明：上海自由音乐大乐团 

 

 

李剑鸿（Li Jiahong，中国） 

目前国内最重要、最活跃的噪音/即兴音乐创作者之一。 

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他是第二层皮乐队、D!O!D!O!D!乐队组建者，另参与了背信弃义

的双鱼座人、VagusNerve 等组合。 

他是独立厂牌第二层皮唱片（2pi Records）主持，早先“淘米社”艺术团体（Tome club）

组建者之一。自 2003 年-2007 年，每年策划和主持先锋音乐节“第二层皮音乐节(2pi 

festival)”，这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先锋音乐节之一。开创以“家庭暴力”为名的家庭、

作坊类系列演出活动。2011 年，和 VAVABOND 共同创办以推广中国即兴音乐为主的新厂牌

C.F.I Records。 

李剑鸿早先擅长以电视机电磁波、接触式麦克风与效果器调制出强暴的噪音，演出以吉他和

效果器的即兴为主，风格游走于即兴、噪音、迷幻音乐之间。2008 年开始在环境与演奏的

相互关系中开拓创作新方向，以环境即兴为名经行系列创作。2011 年最新推出的系列唱片

《十二境》、《空山》、《在这里》对“环境即兴”这一概念和风格进行了全新和完整的解析和

展示。 

http://www.china-free-improv.com/?p=676 

 

http://www.china-free-improv.com/?p=676


 

图片：李剑鸿 

 

冯昊（Feng Hao，中国） 

安徽合肥人，现居北京。声音艺术家，实验乐手，设计师，“核桃室”和“没谱四重奏”等多个

乐队成员，瓢虫剧社成员。DJ Strausss 则是他进行掠夺性采样拼贴的创作代号。创作涉及实

验音乐、设计、绘画、行为表演与影像、剧场表演等多个领域。 

http://site.douban.com/fenghao/ 

 

 

图片：冯昊，迷你迷笛音乐节，2010 年 6 月，福州；摄影：老王 



 

李增辉（Li Zenghui，中国） 

男，青岛人。1983 年出生。 

风格：前卫萨克斯、绝叫系人声、微型戏剧。 

核桃室／没谱四重奏／武李取闹／RICE 屎 CORPSE／抗疫体 H1N1 等组合成员。同时也是

曹克非领导的“瓢虫剧社”的成员。  

参加过多期“水陆观音”演出活动以及迷你迷笛音乐节、白糖罐声场、中国先锋音乐节的演

出。  

2009 年由观音唱片发行第一张个人正式专辑《李增辉水陆观音现场》 

http://site.douban.com/lzh/ 

http://www.subjam.org/archives/611 

 

 

图片：李增辉，水陆观音第 129 期，北京，2008 年；摄影：乔乔 

 

麻沸散（Mafeisan，中国） 

来自中国-颠倒古今时空、混淆中外观念、  

搅拌前后摇滚、致力于传统电声器乐的非常规演绎与破坏传统的常规演绎，以自由即兴的手

法，不时在现场引发具有颠覆性的听觉事件。  

2005 年初成立于北京。他们的音乐可以使人中枢神经信号传导速度提高，抑制焦虑，促进

肾上腺素的分泌，并在强力气场中引发思维重组。哈哈哈，也许你不这么认为， 但他们是

最摇滚的，这点已从他们的现场中得到证明。他们将思维定向于聚解，重组及瞬间释放中，

并从中展现能量无比的气场，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代表之一。 

http://site.douban.com/mafeisan/ 

 

http://site.douban.com/lzh/
http://www.subjam.org/archives/611
http://site.douban.com/mafeisan/


 

图片：麻沸散，东京，2012；图片由李杨漾提供 

 

刘心宇（Liu Xinyu，中国） 

2009 年开始自己的吉他独奏计划，从与乐手的即兴合作到后来在简洁的音乐表达里摸索

出自己的演奏方式。他抛弃旋律上的概念，以制造各类声音声响之间的细微变化或不变

为根本，致力于创作毫无意义的极简声响。 

http://site.douban.com/liuxinyu/ 

 

 
图片：刘心宇，密集音乐会第 10 回，2012 年 10 月，北京；摄影：颜峻 

http://site.douban.com/liuxinyu/


 

VAVABOND（中国） 

VAVABOND 于 2006 年开始进行声音创作。 除 SOLO 计划外，VAVABOND 还与李剑鸿组成了迷幻

噪音组合“迷走神经（VagusNerve）”和即兴二人组，进行表演和创作。在迷走神经中，她

的声音与李剑鸿的吉他声势相承，由美国 Utech 厂牌出版的迷走神经第二张专辑《Lo Pan》

中，VAVABOND 巨大而具有复杂层次的声波让人窒息。 

现在，VAVABOND 还是同样痴迷于昆虫、电磁波、麦田怪圈、太空、外星人和一切神秘事物

所发出的独特声响。她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颗粒质感的电磁干扰、电波频率交界处的噪音、

昆虫震动的鸣响、宇宙射线、麦田怪圈、信息和光，强大的声波在噪声中交织出奇特的私密

空间。她的那些电子音听似信手拈来，却是在不断的、即兴的切碎与组合之间完成了自己的

理念──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无限切分，将会得到无限个整体；而个体则在与整体的对话与

互动中成为整体。在中国为 数不多的即兴音乐场景中，VAVABOND 有属于她自己独特的一块

领地。 

VAVABOND 曾参加多次实验/噪音和新媒体艺术活动，包括 NOIShanghai、2007 大声展的“听

游记”和“咖喱秀”项目、2pi 音乐节、上海美术馆主办的“果冻时代”展览、“重织城市”

香港/深圳建筑双城展、上海电子艺术节、北京先锋音乐节、Mini Midi 音乐节、多次 Sub Jam 

UCCA 音乐会等，并为一些艺术展览、时装展览等创作声音。 

http://site.douban.com/vavabond/room/284078/ 

http://www.vavabond.com/ 

 

 
图片：VAVABOND 

 

殷漪（Yin Yi，中国） 

出生于上海。作曲家、声音艺术家、声音记录者。 

BM （www.bmspace.org) 艺术机构创建人。 

2011 年与照骏园共同发起上海自由音乐大乐团-Free Music Collective of Shanghai。 

殷漪的音乐创作领域包括：现场音乐表演、现代舞、肢体剧场。其音乐作品多次被肢体剧场

http://site.douban.com/vavabond/room/284078/
http://www.vavabond.com/
http://www.bmspace.org/


团体“组合嬲”（上海）、Rubata 舞团（柏林）、广州现代舞蹈团使用，并多次在欧洲演出。 

关注来自城市和日常生活的声音并记录它们已经成为殷漪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自然组成

部分。殷漪通过他的长期实地录音计划《城市声音旅行》对声音作为媒介、认知途径、消费

形态、行为模式进行相关的研究。 

此外，殷漪通过声音装置和影像的创作来定义他的“声音艺术”。 

 

 

图片：殷漪装置作品；摄影：视界艺术中心 

 

卖卖（Mai Mai，中国） 

上海自由即兴吉他演奏者。 

人声与电子管风琴计划：哮喘作家联盟（http://www.douban.com/artist/awu/） 

http://site.douban.com/maimai/room/145908/ 

 

照骏园（Jun-Y Ciao，中国） 

1978 年出生于上海。艺术家、即兴管乐演奏者。 “艺术世界”杂志特约编辑，主持“一噸半

音乐”栏目。2006 年毕业于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2005 年 与陶轶组建自由音乐乐团 “没

腿的马”。2009 年建立电子原声项目“木电质”。2010 年 与陶轶、Justin Sebastian 组成三重奏

“没腿的马与无头骑士”。2011 年发起了“上海自由音乐大乐团-Free Music Collective of 

Shanghai”。 

http://site.douban.com/mtdm/  

http://soundcloud.com/chinasound...  

 

http://www.douban.com/link2?url=http%3A//www.douban.com/artist/awu/
http://site.douban.com/maimai/room/145908/
http://site.douban.com/mtdm/
http://soundcloud.com/chinasoundresearch


     
图片：（左）卖卖；（右）照骏园 

 

陶轶（Tao Yi，中国） 

1978 年出生于上海。艺术家、即兴打击乐演奏者。2005 年毕业于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

同年与照骏园组建自由音乐乐团 “没腿的马”。 2010 年与照骏园、Justin Sebastian 组成三重

奏“没腿的马与无头骑士”。2011 年加入了“上海自由音乐大乐团-Free Music Collective of 

Shanghai”。 

http://site.douban.com/mtdm/ 

 

图片：陶轶 

 

http://site.douban.com/mtdm/


王长存（Wang Changcun，中国） 

1981 年生，电子音乐、声音艺术、iOS 软件作者。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 

曾经在 Sub Rosa、Post-Concrete 等厂牌发表专辑，作品入选《中国声音前线》、《二十世纪

电子音乐历史回顾》等选辑。 

除声音艺术创作外，王长存也是一名摄影家。 

http://ayrtbh.net/ 

http://httpwang.net 

 

图片：王长存，二皮音乐节 2004，杭州；摄影：姚大钧 

 

折磨护士（Torturing Nurse，中国） 

2004 年 4 月 25 日组建到永远! 

来自中国上海的硬件 harsh noise/pure noise 团体，目前已经做了超过 130 场的表演、全世界

几十个国家的各类噪音厂牌发表的包括 CDR、磁带、黑胶、CD 等格式的专辑、分辑、合作、

合辑出版超过 250 个品种!! 

运行自己的噪音厂牌Shasha Records和爆音以及每月一次噪音/声音系列演出NOIShanghai!!! 

出 版、演出的合作、同台单元来自全世界，包括:Incapacitants、K2、Government Alpha、

Astro、GX Jupitter-Larsen、Sete Star Sept、Zbigniew Karkowski 等等，风格更是跨域极端噪

音、自由即兴、碾核!!!! 

2012 年 Torturing Nurse 参加丹麦哥本哈根 My World IMAGES 当代艺术节；2111 年参加香港

Cut My Throat vol.1 噪音、强电音乐会；2012 年赴日本福冈参加 Against 2012：福冈极端音

乐节、并于同期联合 Nojiji、Sin:Ned 进行了为期 8 天的日本大分、福冈、大阪、东京 7 场

巡演!!!! 

http://site.douban.com/torturingnurse/ 

 

http://ayrtbh.net/
http://httpwang.net/
http://www.douban.com/link2?url=http%3A//myspace.com/noiseshasharecords
http://www.douban.com/link2?url=http%3A//site.douban.com/noishanghai


 
图片：折磨护士，Bears，大阪，2012 年 9 月 

 

徐程（Xu Cheng，中国） 

1980 年生于上海，声音艺术家。 

1999 年起进行各种声音创作至今，风格涉及具象声音、拼贴、原音电子、噪音、氛围、即

兴音乐等。 

2003 年作品录入首张中国声音艺术家选辑《中国声音前线》。2005 年在上海与噪音乐手

JUNKY 成立 NOIShanghai 团体以推广实验前卫音乐，已组织世界各地实验与噪音艺术家的

演出超过 40 场。同年加入了世界重要 harsh noise 团体 Torturing Nurse，成为主要成员并参

与了超过 100 场演出及 200 张以上唱片的录制。 

2010 年加入上海自由即兴音乐社团“上海自由音乐联盟-Free Music Collective Of Shanghai”。 

2011 与声音艺术家大小（黄磊）组成工业 A/V 组合 the Mustangs in Social Modulator。 

2012 年 视听表演作品“Scape-Sequencer"获 Ars Electronica 奥地利电子艺术奖项之声音艺术

組奖。 

http://noishanghai.org/xucheng/  

http://noishanghai.org/tmism/  

 

http://noishanghai.org/xucheng/
http://noishanghai.org/tmism/


 
图片：徐程 

 

刘亚囡（Liu Yanan，中国，舞蹈） 

编舞和舞者刘亚囡 1982 年出生于上海，自幼学习民舞。2005 年刘亚囡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毕业，同年与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共同组成“组合嬲”后现代肢体剧团，主要参演作品有《舌

头对家园的记忆》、《左脸》等。2010 年，她创作了个人作品《就像我被隔离的身体》。 

刘亚囡曾多次赴德国、瑞士、荷兰等欧洲国家演出，曾凭借《舌头对家园的记忆》荣获 2006

年度瑞士国际戏剧艺术节最高奖。还与德国鲁巴托舞蹈团合作，参演了作品《看我，我是中

国人》、《面包&牛奶/米&水》等，并于 2010 年在柏林国际舞蹈节演出。 

2011 年，与声音艺术家殷漪一同创建 BM Space。 

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4MzUyNTk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4MzUyNTky.html


 

图片：刘亚囡，尚剧场，2012，北京；摄影：颜峻 

 

G is X is Y（法国/中国） 

X is Y 两人组合中的一位。 

他们的音乐带有令人狂想的鬼马精神，同时结合多变的旋律和通过极尽牺牲和释放舞台表现

力达到 Math Rock 前所未有的声波效果，挑衅和叛逆的个性使其在上海乐界占得自己的角

落。免费下载试听：http://download.xisy.cn.com 

http://site.douban.com/xisy/ 

 
图片：X is Y，育音堂，2012 年 5 月，上海；摄影：九间 

 

http://download.xisy.cn.com/
http://site.douban.com/xisy/


姜宇辉（Jiang Yuhui，中国，学者） 

出生于 1976 年。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2002 年应邀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进行为

期十个月的访问学习，完成了法文论文《身体，记忆与时间》，获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高等社

会科学院硕士。复旦大学哲学博士。 

著有《德勒兹身体美学研究》。译有《千高原》、《普鲁斯特与符号》、《政治的边缘》。 

 

王婧（Adel Wang Jing，中国，学者） 

出生于 1982 年。俄亥俄大学跨学科艺术博士。博士毕业论文以北京实验音乐和声音艺术为

主题，题目是“Making and Unmaking Freedom: Sound, Affect and Beijing”。目前在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任教。 

 

 

 



Kikoe（听闻）： 

 

这是一部关于实验音乐的实验纪录片。 

导演将他称之为“星云”。电影以日本实验乐手大友良英为线索，采访了日本和世界各地的

音乐家、艺术家、作家，并从大量现场演出素材中剪出许多碎片。这些谈话、声音、人物、

光影，像这个世界本身一样，以内在的逻辑，相互拼合、堆叠、衍生。 

如果说，实验音乐的语言是噪音和寂静，那么这部纪录片的语言，也具有同样的物质性。它

不解释，也不讲故事，而是让节奏、材质和思想片段来呈现事实。 

即使对实验音乐一无所知的观众，也认为这部电影是一场精彩的演奏。 

 

 
图片说明：电影海报：岩井主税作品 Kikoe 

 

2009／日本／彩色／DV／99 分钟／4:3／日语（部分为英语、法语、捷克语）/英文字幕（内

嵌），中文字幕（字幕机） 

制作、导演、剪辑、摄影、采访：岩井主税 

展映： 

第 38 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Spectrum 单元（荷兰鹿特丹） 

第 6 届里斯本国际独立电影节 

SANFIC 5，圣地亚哥国际电影节 

第 14 届米兰国际电影节 

第 24 届马塔布拉塔国际电影节 

 

http://www.kikoe-otomo.com/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3574581/ 

 

http://www.kikoe-otomo.com/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3574581/


 

视频片段（墙外）： 

http://youtu.be/O7tXndcEpSY 

http://youtu.be/1wmaL6IHMMU 

视频片段（墙内）： 

http://www.tudou.com/v/H2sQRYuWxu4/&rpid=63265925&resourceId=63265925_04_05_99/

v.swf 

 

 

 

 

 

岩井主税： 

电影人/艺术家 

1977 年出生于日本群马。 

使用不同类型的材料与媒介，例如录像，2D，3D 和装置，岩井主税的作品涉及到关于“声

像记录与记录媒介”的特定现象。除了曾在巴西“一分钟词” 艺术节获奖的当代艺术作品之

外，他也为日本和海外的音乐家制作推广录像和短片。2005 年，在离开“电视人联盟”公司

的工作后，他开始为世界知名的音乐家大友良英拍摄纪录片。 

http://www.wordpublic.com/chikara/ 

http://youtu.be/O7tXndcEpSY
http://youtu.be/1wmaL6IHMMU
http://www.tudou.com/v/H2sQRYuWxu4/&rpid=63265925&resourceId=63265925_04_05_99/v.swf
http://www.tudou.com/v/H2sQRYuWxu4/&rpid=63265925&resourceId=63265925_04_05_99/v.swf
http://www.wordpublic.com/chika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