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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视点

本报记者 李国斌

8月中旬， 中宣部等五部门发出通
知， 要求制止豪华铺张、 提倡节俭办晚
会。“禁奢令”发出两个月了，对演艺市场
有何影响？ 记者对湖南演艺市场的调查
发现，原来以承接政府、国企庆典晚会为
主的演艺文化公司，受冲击较大，而那些
从事商业演出的演艺团体，影响较小。演
艺界人士认为，从长远来看，“禁奢令”对
营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 促进演艺市
场良性发展，将产生积极作用。

演出市场乱象多
近些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文化需求和消费日益增长，各类演出
活动也快速增加。 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令
人担忧的乱象，如争捧明星、大腕，晚会
成本不断提高，票价虚高。尤其是票价，

动辄上千元，普通群众无法承受，使演出
偏离了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方向。

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没有把握
好自身的角色定位。 贫困地区财政吃紧，
却不惜在庆典上花巨资请明星，企业为了
吸引眼球而追求大场面、大制作，对豪华
晚会和捧明星的现象推波助澜。

“此时出台禁令，非常及时，也很有必
要。”湖南省演艺集团董事长吴友云表示，
演出市场存在的乱象，不利于党和政府在
群众心中的形象，也不利于演艺产业的长
远健康发展。

短期内带来冲击
湖南省演艺集团， 下属8个单位，

“禁奢令” 发出后， 2个月来演艺集团各
单位均出现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 即与
企事业单位联办的各类晚会、 演出明显
下降。 如湖南大剧院就退单30多场， 造

成经营收入减少300万元以上。 省歌舞
剧院退单10多场， 经营收入减少近200
万元。 省杂技团、 省话剧团均有不同程
度退单情况， 省演出公司更是受到较大
冲击， 公司主要是做大型晚会， 有6场
原已谈好的文艺晚会终止或取消。

“‘禁奢令’出台后，对演出市场影响
比较大。”长沙市文化娱乐行业协会秘书
长杨阳告诉记者，随着晚会、庆典大幅减
少，一些演出公司、经纪机构无事可做，
都在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有的向婚
庆市场转移，有的向外地拓展。不过，这
一禁令对歌厅行业影响并不大。 红太阳
演艺集团总经理曾辉表示， 歌厅作为常
态化演出， 以游客为主， 政府接待的不
多，因而没有明显影响。

据悉， 9月中下旬举行的梅溪湖国
际文化艺术周， 是经文化部批准的艺术
交流活动， “禁奢令” 出台后， 组委会

对预算经费进行了压缩， 比原来节约数
百万元。 而正在筹备并将于年底举行的
第二届百诗百联大赛颁奖活动， 原计划
的晚会将改成典礼， 预计将节约几十万
元。

营造更公正的市场环境
“‘禁奢令’，就是让演出回归本源。”

省话剧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毛剑锋
表示， 中宣部等部门联手出击控制奢华
晚会，以后那些“周年庆”肯定都没有了，
但观众看演出的需求还在， 纯粹商业化
运作的演出， 反而更有空间。“奢华之风
应该狠刹。”吴友云说，“禁奢令”可以使
艺术创作从功利浮躁中走出， 回到尊重
艺术的正道，使政府、企事业单位从“追
星”，回归到搞好公益文化服务，使广大
群众买得起票， 让越来越多的群众观看
到演出。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邓明
李秉钧） 10月22日，郴州市召开2014
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 要求各
县市区及市直单位等迅速行动起来，
确保不折不扣完成重点党报党刊发行
任务。

为做好2014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郴州市明确要求把《人民日报》、《湖南
日报》 等主要党报党刊订阅到全市各级
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处、科、
室，国有企业的处(科)室、车间，大中专院
校及所属系(院、室)，城镇党支部、中小学

校和农村有条件的学校，公安、工商、税务
系统的基层所及其他垂直管理行业系统
基层单位的党组织， 规模以上新经济组
织和有条件的新社会组织的党组织，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连级建制以上单位的基
层党支部，并要求宾馆、铁路、邮局、银行、
电信、移动、联通、证券交易所以及文化娱
乐场所等人员流动较大的场所， 摆放一
定数量的党报党刊供读者阅读， 确保党

报党刊征订工作“按规定时间完成，数量
稳中有升”。

该市根据“党报党刊经费支出列
入单位公用经费”的规定，将党报党刊
作为公共文化产品， 统一实施政府采
购。 财政拨款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按照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征订任务，由
宣传部门核定订阅经费， 财政部门直
接从单位的公用经费中列支。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吴晔）今天上午，娄底市
委召开2014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
议。 娄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伍美华
强调，要确保订阅任务落实，发行范围
落实、订阅经费落实和完成任务时间落
实， 不折不扣完成2014年度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任务。

娄底市委、 市政府把党报党刊发
行放到巩固党的思想舆论阵地需要的
高度， 历来十分重视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今年，为全面完成《人民日报》、《求
是》、《湖南日报》、《新湘评论》 等重点
党报党刊发行任务，市委书记龚武生，

市委副书记、 市长易鹏飞等领导亲自
审定市“两办”下发的做好党报党刊发
行工作的通知。 市委宣传部在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 将发行任务逐份分解到
了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 强调要
加强思想认识， 大力挖掘订阅范围覆
盖面，严格督促检查，确保按期按量完
成任务。

娄底市“两办”通知要求，各单位
要把党报党刊发行任务当作一项政治
任务去对待，无条件接受和完成，重点

党报党刊要订阅到全市各级党政机
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处、科、室，
国有企业的处（科）室、车间、大中专院
校及其所属系（院、室），城镇党支部、
中小学校和农村有条件的学校等单位
的基层党支部。 对在规定时间内未完
成任务的市管单位（或系统）订阅经费
统一由市财政代扣代缴。 确保订阅时
间的落实， 对市直各单位实行分时间
段、分单位统一到邮政局集中订阅，在
12月25日前全面完成任务。

褪去浮华回正道

武陵风韵艺术团闪耀长沙理工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邵启湖）今晚，湖

南文理学院的武陵风韵艺术团， 带着具有常德地方特色的节
目，走进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演出。这是湖南省“雅韵三湘·
艺动校园”高雅艺术展演的一场。

展演在歌舞《鲜花盛开的校园》中开场，青春风暴席卷现场。
除了男声独唱、女声独唱、舞蹈外，汉剧高腔《茶马古道》、地方特
色舞蹈《澧水船夫》、常德丝弦《生在潇湘多自豪》、地方特色合唱
《武陵人家映像———刘海砍樵新唱》等，充分展示了常德的地方特
色，精彩的节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尤其是《澧水船夫》，演员粗犷
豪放的原生态表演，生动地表现了澧水船夫紧张而激烈的劳动生
活，该节目曾获得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

据悉，武陵风韵艺术团由湖南文理学院师生组成。此前，该
艺术团已在常德和湘潭大学各演出一场，24日晚还将在湖南广
播电视大学演出。

阿拉提·阿斯木
长篇新作在长研讨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陈薇 ）今天，维吾尔族作家阿拉
提·阿斯木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研讨会在湖南毛泽东文
学院举行。该研讨会由湖南省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疆自
治区作家协会共同主办。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出席。

该书讲述了一个新疆玉王的故事。玉王在经历一次换脸手
术后重返新疆，往昔的亲人、友人、情人和仇人都显露出他们真
实的嘴脸，最终玉王也看清了金钱和时间的嘴脸，在结束昔日
的江湖恩怨后，他也得到了重生。

专家认为，这部小说在立意、情节展开、结构布局、叙述方
式和语言表达等方面都有出色表现，作者发掘出复杂人性中的
真、善、美，体现并坚持了小说当代性中的民族性。

安乡县住建局副局长
郭泽元被立案调查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乔伊蕾 ）记者

今天从省纪委获悉，安乡县住建局副局长郭
泽元因涉嫌严重违纪，近日被常德市监察局
立案调查。

郭泽元，1987年7月至2005年1月先后任
安乡县建筑设计院副主任、副院长、县建筑总
公司副总经理、县建设环保局干部，2005年1
月起任安乡县住建局副局长，2012年11月任
安乡县政协副主席（兼）。

常宁一副市长被依法逮捕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

建辉 丁俊君）近日，因涉嫌滥用职权罪、受
贿罪，由衡阳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立
案侦查的常宁市副市长谢阳当（男，48岁，副
处级）， 经省人民检察院审查后决定予以逮
捕。

据查， 犯罪嫌疑人谢阳当在担任常宁市副
市长及兼任该市青阳北路开发建设领导小组组
长期间，超越职权，违法决定为某房地产开发公
司免除因土地规划调整而应补缴的土地价款，
为该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 给国家造成巨额经
济损失。在此期间，犯罪嫌疑人谢阳当还利用职
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

———“禁奢令”后演出市场的观察与思考（上）

■确保党报党刊发行稳中有升

郴州：统一实施政府采购

娄底：“四个落实”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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