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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丹

将话剧搬上电视屏幕， 湖南卫视试水新节目形
式。

4月24日开始， 湖南卫视全新舞台剧节目《星剧
社》，每周四晚陆续推出12部高品质的话剧。4月17日，
《星剧社》在长沙召开全国媒体看片会，透露其联合国
家话剧院、开心麻花、宁财神、上海话剧中心何念工作
室等两岸三地各大剧团，共同打造了这12部话剧。

据悉，电视台演舞台剧的播出方式，在国内尚属
首创。

12部话剧中有哪些亮点？ 话剧与电视又如何兼
容？记者就此采访了受邀参演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的导演田沁鑫、《星剧社》制片人张丹
丹。

《21克拉》：何炅、谢娜
担纲主演打头阵

话剧的魅力，加上湖南卫视这一
强势平台， 吸引了不少明星前来参
演。

黄磊、小柯、袁泉、李宇春等，都
对《星剧社》表示出极大兴趣，电视剧
《笑傲江湖》主演陈乔恩、霍建华已确
定加盟。4月24日播出的首期节目《21
克拉》，何炅、谢娜担纲主演打头阵。

《21克拉》为上海新生代话剧导
演何念“爱情三部曲”中的一部，也是
何念本人最喜爱的作品，由宁财神编
剧，讲述一个抠门男小白领和一个拜
金女小三的爱情，在物质与爱情的两
难选择中同时达到爆笑和催泪的现
场效果， 在全国巡演中颇受好评。其
中“每个人死之后，体重都会减轻21
克， 也就是说人灵魂的重量是21克，
我的灵魂很轻，很贱，一枚21克拉的
大钻戒就能换走我的灵魂”成为令当
代青年深深思索的经典台词。

据悉，章子怡也对这个剧本相当
有兴趣，派人来谈合作，有意将话剧
做成电影版。
田沁鑫 ： “活着 ，尽可能
多看，多尝试”

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 著名导演田沁鑫执导，李
光洁、殷桃主演，改编自莎翁名著的话剧《罗密欧与朱
丽叶》，是《星剧社》的参演剧目之一。

田沁鑫现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北京大学影视
戏剧研究中心副主任，曾获2012中国演艺票房排行榜

“话剧导演排行榜”冠军，是亚洲当代最具实力和影响
力的导演之一。代表作有《生死场》、《赵氏孤儿》、《红
玫瑰与白玫瑰》、《四世同堂》、《青蛇》等。

田导将莎翁经典改编一新，极具中国特色，讲述
了中国青年自己的爱情故事，充满了麻辣味、胡同味、

摇滚味。该剧无论是2月28日在香港的首演、还是3月
中旬在北京连续9场的演出， 都得到了来自业内人士
和观众的极大肯定。

在《星剧社》即将陆续推出的12部剧中，《罗密欧
与朱丽叶》显得较为特殊，因为该剧目前正在全国巡
演。媒体普遍认为，此次全剧在《星剧社》曝光，有点冒
险，对于票房会有一定影响。

田沁鑫导演说：“活着，要尽可能多看，多尝试。作
为一名导演，要以多元、包容、开阔的胸襟来扩大戏剧
的影响。所以，我支持《罗密欧与朱丽叶》来到《星剧
社》，能够与电视台一道，为戏剧的发展做一点事情，这
比我个人的对一个戏票房的担心更有意义。”

那么， 话剧团队是否需要配合电视录制作出调
整？田沁鑫表示：“我们的剧基本上是原汁原味地拿出
来了，不做改动。至于怎么浓缩与处理，那是电视台的
事儿。”

张丹丹：力求展示话剧的精髓
话剧是以对白和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舞

台性、直观性、综合性、对话性是其主要艺术特征。在
各种艺术形式中，话剧相对比较高端，并不为广大观
众所熟悉。

那么，为什么选择将话剧搬上屏幕？
制片人张丹丹认为“百好不如一新”，目前电视竞

争同质化很厉害，只有创新才有出路。同时，她对于
《星剧社》的市场前景充满信心。这个信心又来自于对
合作方的高度自信。她说，每一个剧都是经受了市场
的检验的。

《星剧社》每期节目90分钟，而一台标准规模话剧
一般有2小时40分钟。90分钟的节目，如何承载2个多
小时话剧的精神与风貌？

张丹丹说，这就是电视台的主要工作了。他们在
后期剪辑、制作时，一切会以“力求展示话剧的精髓”
为宗旨。在现场录制时，不要演员来就镜头，演员只要
在舞台上演好自己就可以了。电视台会根据剧情的需
要设置不同的机位，适时加上一些近镜头、特写，让观
众能从各个角度欣赏到演员精彩的表演，这比在剧场
看戏会有一点不同。

当然，《星剧社》能否完美展示话剧的精髓？这场
话剧与电视的联姻究竟结局如何？最终还得观众说了
算。

本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庞敏

湖南经典戏曲电影系列之祁剧《李三娘》、
《王化买父》（又名《访贤记》），目前正在浙江横
店影视城进行紧张拍摄， 两片由著名导演朱赵
伟执导，湖南大映公益电影传媒有限公司承制，
湖南省祁剧保护传承中心主演。 4月21日，记者
前往横店，实地探访了祁剧电影的拍摄现场。

演员：非常辛苦，
凌晨3时起床，晚10时收工
4月21日下午，在横店影视城的一处拍摄棚

内，地上的白色粉末，如皑皑白雪，树上的“冰
凌”，栩栩如生。 实景祁剧电影《李三娘》正在拍
一场雪景戏， 内容是李三娘和从军的儿子在井
台相会。

记者现场看到，一场约一分钟的戏，近景拍
到第5遍，导演才喊过，又用中景拍了2遍，再取
全景。 剧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导演对影片精益
求精，有一场戏拍了22遍才过。

此次，根据需要实行《李三娘》、《王化买父》
两片套拍， 从4月8日开机， 计划5月2日全部拍
完，时间非常紧。 湖南省祁剧保护传承中心主任
刘登雄介绍，饰演李三娘的肖笑波，凌晨3时就
起床，开始长达4个小时的化妆，其余演员凌晨5
时前都要起床， 一般要到晚上10时甚至更晚才
收工。

肖笑波曾于2011年摘得国内戏剧表演最高
奖梅花奖，当时年仅27岁。 第一次拍电影，尽管
很累，肖笑波也“很享受”。 她觉得电影和舞台演
出区别很大，“舞台演出强调和观众交流， 而电
影要自然流畅，拍摄过程中，有时会习惯性转过
头找‘观众’交流，导演往往立即叫停。 ”

湖南省祁剧保护传承中心有40多位演员参
与演出，大家非常珍惜这次弘扬祁剧的机会。 53
岁的刘登雄，在《李三娘》中饰演男主角刘知远，
与年轻的肖笑波搭戏，为了与之“般配”，他从2
月开始节食减肥，晚餐只吃一碗粥，到现在瘦了
6公斤。

百好不如一新
湖南卫视推出全新舞台剧节目《星剧社》，12部高品质话剧将于今天起陆续亮相

500年祁剧
正在横店拍摄电影

●金鸡奖名导朱赵伟执导 梅花奖名角肖笑波主演
●《五女拜寿》“触电”播映6万场，《老表轶事》“触电”订购2万场

本报 4月 23日讯 （记者
姚学文） 今天， 长沙市政府办
公厅转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基
础教育集团办学的实施意见》，
明确将进一步推进基础教育集
团办学， 以扩充优质教育资
源， 促推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
衡配置。 到2017年， 长沙市
优质高中、 独立初中、 小学、
幼儿园的比例， 将分别提升到
80%、 70%、 60%和50%。

为进一步扩大全市优质教
育资源覆盖面， 促推城乡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 该市重点出
台以下5项新举措。

完善和创新发展模式。 继
续实施对口帮扶、 捆绑发展和
委托管理等措施的同时， 完善
“一带多” 模式， 实施“多带
一”， 即整合多所优质学校教
育资源， 集聚多所学校力量，
助推一所新建学校， 做大做强
形成品牌。

完善招生政策。 对口支援
学校对口直升生计划数， 提升
到微机派位且在受援中学就读
三年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人数的

8%-10%。 委托管理学校对口
直升生比例， 提升到被委托管
理学校在校就读三年的应届初
中毕业生人数的3%-5%。

创新集团办学机制。 探索
成立教育集团理事会制度。 建
立适合集团办学的现代学校管
理制度， 理顺决策、 执行、 监
督、 保障等机制和环节， 建立
优质学校集团办学运行机制，
提高教育集团管理水平。

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市本
级设立教育集团办学奖补专
项， 并视财力状况适当增加，
主要用于教育集团学校办学条
件改善和人才奖励。

扩大人事自主权。 为鼓励
优质学校优秀骨干教师到委托
管理学校任教， 优质学校输出
的优秀骨干教师可以保留原岗
位待遇不变， 岗位等级竞聘条
件适当倾斜； 对在集团内交流
到四县 （市） 15个中心镇 （小
城市） 和特色镇中小学校的教
师连续工作满3年以上的， 可
比照下乡支教教师享受相关待
遇。

长沙市5项“新政”
推进集团办学

本报4月23日讯（陶芳芳）
昨日，“红网-百姓呼声” 栏目
发表了一家长的帖子， 就长沙
基础教育“十问”长沙市教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王建华，引起该
局高度重视。 今天， 王建华就
“十问”作出解答。

针对中考人数与学位递增
数目不同步的问题， 王建华解
答： 长沙今年初中毕业生 （含
外地回长学生） 约为3.1万名，
近3年毕业学生年递增约2400
名。 长沙近年每年都配套建设
了2-3所中学、 5-6所小学 ，
学位的增长能够基本满足学生
人数的增长需要。

就中考人数逐年大幅上升
的情况， 王建华表示： 根据长
沙统计年鉴统计数据 ， 从
1994年起长沙人口呈现逐年
递增趋势。 学生人数的递增是
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

就名校整班出现外地初中
生和外地生如何进入长沙及是
否挤占了本地学生的升学机会
的问题， 王建华解疑： 长沙所
属学校， 确实不同程度存在外
地户籍学生情况， 但不存在整
班外地学生现象。 外地学生的

主要来源： 一是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 二是外地回长人员子
女。 长沙市于2004年出台了
《长沙市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实施办法》，
对随迁子女实现100%在公办
学校就读并享受义务教育阶段
的一费制全免教育。 所以， 外
来随迁子女的就读安置是必须
完成的任务。 外地学生在长沙
的就读， 并不会挤占长沙本地
学生的升学机会。 长沙配套建
设了一批高品质的中小学幼儿
园， 近3年新建北雅中学等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20余所。 通
过软硬件建设的齐抓共建， 长
沙能妥善解决本地学生及外来
随迁子女的入学。

针对组织考试违规招收外
地学生问题，王建华说，长沙市
教育局明确提出： 严格控制非
正常招录外地生源。 从目前的
治理及督查情况看， 尚未发现
学校违规组织培训考试。 而是
一些培训机构打着小升初考试
的幌子牟利，与招生并不相关。

王建华公布了联系方式：
13907488789， 并欢迎公众举
报、 投诉违规招生行为。

严格控制非正常招录外地生
长沙市教育局局长解答网帖“十问”

《罗密欧与朱丽叶》主演李光洁、殷桃。

导演：专攻戏曲电影，
国内外大奖“专业户”

两片的摄制组， 是朱赵伟拍京剧电影 《兰梅记》
的原班人马， 该片在去年9月举行的金鸡奖颁奖典礼
上获得最佳戏曲片奖。 朱赵伟从2008年开始主攻戏
曲电影， 目前已执导4部， 均在国内外获奖。 2010
年， 豫剧电影 《程婴救孤》 获得第15届美国洛杉矶
国际家庭电影节最佳外语戏曲影片奖， 是国内首部
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戏曲影片。

看到朱赵伟高高举起金鸡奖奖杯， 湖南省广电
局“盯” 上了他。 去年10月， 省广电局电影管理处
联系上朱赵伟， 向他介绍了湖南经典戏曲电影公益
项目， 并邀请他来拍祁剧电影。

之前， 朱赵伟对祁剧并不了解， 做了大量基础
工作后， 他发现有500多年历史的祁剧， “在中国戏
曲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他也感到了压力， 一方
面， 祁剧与他以往接触的北方戏剧种不同， 对如何
挖掘影片的情感心里没底； 另一方面， 祁剧的程式
化表演重， 这与电影的“写实” 有矛盾， 解决起来
比较棘手。

朱赵伟表示，能执导湖南的祁剧电影，体验不同
的戏曲文化，是一种荣幸。 在他看来，戏曲电影是用电
影的手段展示戏曲艺术，要有机结合电影的“写实”与
戏曲的“写意”，既保留戏曲的精髓，又让戏曲在电影
中更具魅力。

官方：让戏曲通过电影，
走向市场，深入大众

祁剧是湖南19种地方戏曲中的大戏剧种之一，曾
广泛流行于湘南、桂北、粤北一带。 近些年，传统戏曲
普遍面临“知音少”的尴尬，祁剧也不例外。

省广电局局长杨金鸢表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实施
几年来， 我省已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数字电影的目
标，但是有些场次观众不多，效果不太好，主要原因是放
映的片子老套。 2012年，在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省
广电局启动湖南经典地方戏曲电影拍摄工程，为农村观
众提供喜闻乐见的本土电影。

随着项目的实施，杨金鸢逐渐觉得，“经典地方戏曲是
活化石，但不能作为文物供着，要传承要发展要振兴，最关
键的就是要让广大观众了解她、认识她、热爱她、支持她。 ”
让戏曲通过电影走向大众，是传承和发扬地方优秀戏曲的
有效途径，而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正是戏曲文化普及的最佳
载体，这样可以更好地引导和培育受众，形成广泛的群众
基础，从而为戏曲走向市场创造条件。

两年来，省广电局推出的《五女拜寿》、《老表轶事》两
部实景花鼓戏影片，受到了农村群众和戏迷的普遍好评。
《五女拜寿》自2013年1月上映以来，已在全国农村院线播
映6万多场。《老表轶事》今年2月17日在中央电视台戏曲
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后，反响很好，目前已订购2.1万余场。

该公益项目计划在未来几年，每年推出一至两部
湖南传统地方戏曲电影，为农村观众免费播映。

图①为实景祁剧电影 《李三娘》 剧照。
图②为导演朱赵伟给演员讲戏。 本版照片均为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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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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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月 23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赵书生）不搞
大型庆典，没有喧闹鼓乐，浦发
银行长沙分行近日举办“清洁
湘江母亲河” 公益活动， 作为
10周年行庆的启动仪式。 该行
行长李征说，凡是不值班、不在
班的员工均参加此次活动，集
体到湘江河畔参与清扫保洁。
后续还将围绕回馈社会、 回报

客户举办系列行庆活动。
浦发银行于2004年入湘

展业，围绕建设为“区域内最具
核心竞争力的股份制商业银
行”目标不断前行，已经拥有株
洲支行、郴州分行、湘潭分行等
22家分支机构。 截至今年3月
底，该行资产总额达590亿元，
各项存款总额500亿元， 各项
贷款余额约380亿元。

本报4月23日讯 （陶芳芳
文艳）长沙2014梅溪湖花卉艺
术展今天如约而至， 各种鲜花
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本届花卉艺术展分五大展
区，分别为中央绿轴展区、桃花
岭景区展区、节庆岛展区、风之
语广场展区、银杏公园展区。 五
大展区将展示花卉300万盆，名
贵百合花5000多棵， 郁金香
15000多棵。其中主展区———中
央绿轴展区为广大市民呈现的
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超大型
立体花坛将成为展区的一大亮
点。 除了常规的大面铺花，市民
还能欣赏到臻品兰花展，一睹石

斛兰、蝴蝶兰、国兰、卡特兰、万
代兰、铁线莲等珍贵稀有兰花。

为丰富花卉艺术展的内
容，今年还将举行“书香长沙”
全民阅读活动暨梅溪湖国际文
化艺术周书友会启动式、“花开
有声·乐游梅溪”2014梅溪湖
花卉艺术展影像比赛、“爱在春
天·随手拍梅溪湖花卉艺术
展”、“鲜花满途， 青春前行”长
沙市万名大学生环梅溪湖长跑
等重大活动。

作为梅溪湖国际新城的重
大活动之一， 梅溪湖花卉艺术
展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 本届
花卉艺术展至5月12日结束。

梅溪湖花卉展邀您赏花

浦发银行入湘十年公益“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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