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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花鼓戏是湖南文化的土特产， 湖南益阳
素有“花鼓戏窝子”之称。

从“戏窝子”走出来的湖南花鼓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6月即将上演的重头戏， 是其策划
制作并牵头演出的大型水上实景舞台剧《印
象洞庭》。 该剧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所有演职
人员都在加紧排练。

跨界融合势头强劲，让传统戏剧在市场中
振兴。用湖南花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段固良的话说，公司走出了一条“坚持跨界
融合，培养全新业态”的市场化新路子。

湖南花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1年12
月由原益阳市艺术团、益阳大剧院两家事业单
位改制而成。 公司以“振兴花鼓”为使命，坚持
“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可是，改制前
靠“政府养”，改制后靠“市场养”，公司要真正实
现改制转型的“凤凰涅槃”并不容易。

面临着实力弱小、人才匮乏、产品单一、
市场疲软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公司管理者
认识到，再单纯依靠传统的演艺模式、走自我
封闭的老路没有前途，唯有创新，才是出路。

公司首先对益阳大剧院三个大小剧场及
配套用房实行“剧场+会务会展+电影”的模
式，通过融入会务、会展和电影功能，重置发
展空间，形成明显的叠加效应。小剧场改造成
了花鼓风大舞台，构造独具益阳特色的“大舞
台+小郁竹艺+安化黑茶+综艺节目” 的新模
式，形成了“赏竹艺、听花鼓、品黑茶”的特色
业态，成为益阳的一张文化名片。

传统戏剧只有面向市场、走近群众，才能
真正“复活”。公司以花鼓文化艺术为主线，探
索打造了花鼓戏、歌舞剧、音乐作品的全链条
艺术作品体系；以传统花鼓音乐、表演元素为
基础，融入现代音乐和舞蹈表现手法，打造一
种新的音乐表演风格———流行花鼓风， 邀请
雷佳、关喆等歌手创作了《美人窝美》等“流行
花鼓风”音乐作品，通过电视、网络多种形式
传播推广，掀起了一股流行花鼓风。

同一题材作品， 还被多角度发散打造不
同类型艺术品。如现代花鼓戏《接来乡里爹和
娘》，改编成戏曲小品《她爹他娘》，目前正积
极准备将该剧改编成电影、电视剧。

不断创新，带来叠加效应，促成产业迅猛
发展。 公司改制时总资产430万元，年营业收
入320万元，亏损48万元。 至2016年公司总资
产达5890万元，年营业收入1980万元。 多样
化的产业套餐， 既充分满足了广大群众的精
神文化和日常消费需求， 也获得了社会各界
高度评价。

� � �新闻宣传作品《县委大院》
《湖南新闻联播》制作推出11集系列报道

《县委大院》，用创新的手法、纪实的风格，讲述
了在一批老旧的县委大院里， 干部们蜗居老
楼，心系百姓，一次次把建大院的钱用在群众
更需要的地方的故事。 节目播出后，200多家
网站密集转载并刊载评论，转载、点击量过千
万，“最美县委大院”成为网络热词。

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作品通过对康熙王朝历史风云的描写，表

达了对传统文化的观察与思考，从中萃取精华、
汲取能量，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对当前党风
廉政建设和社会风尚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
艺术手法上， 作品跳出传统历史小说过于偏重
大事件的陈规， 通过对尘封于历史暗角的日常
细节的描写， 对清代从朝廷到地方的行政运作
进行细致而真实的展示。 作品深受广大读者欢
迎，目前累计发行超过三百万册，中央国家机关
将该书列入2013年上半年读书推荐书目。

大型文艺活动“欢乐潇湘”
“雅韵三湘”
“欢乐潇湘”“雅韵三湘”是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等单位自2013年以来联合主办的大
型文艺活动，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在形式上，
将群众艺术与高雅艺术相结合，在全省范围内
广泛开展，是全国首创；在内容上，活动涵盖音
乐、舞蹈、曲艺、书法、美术、摄影等众多群众喜
爱的艺术门类；在参与方式上，从乡村到省城，
从国内到国外，从农民到艺术家，层层发动，群
众参与面广；实行票价惠民政策，让群众能低
票价欣赏到国内外高雅艺术。

新湖南客户端
新湖南客户端由湖南日报社开发运营，始

终恪守“党报底色+不断创新”的准则，以“移动

新闻资讯平台+移动政务平台+移动生活平
台”为主要定位，突出“准、新、微、快”，服务最
广泛的湖南人，实现90%以上重大政经新闻首
发，引领湖南主流舆论。加速建立新媒体矩阵，
与党报充分融合，实现优势互补、此长彼长，努
力探索融合发展新路径。 创新全媒体建设机
制，再造采编流程，发力大数据库，手机问政助
推信息公开，“信息+电商”一键享生活。充分运
用智能抓取 、移动直播 、无人机采集 、全景拍
摄、H5等技术手段，提升采编质量，实现移动技
术新突破。

快乐老人报全媒体平台
在全球纸媒下滑的形势下，《快乐老人报》

全面创新，逆势上扬，在全国首创“邮报媒体营
销平台”，颠覆传统报刊发行模式，破解报刊发
行困局，创刊三年发行量破百万。 秉承传统媒
体的积淀，搭上 “互联网+”的快车 ，报网融合
“两翼齐飞”， 枫网在全国老年网站中排第一
名，“两微一端”形成新媒体矩阵，全媒体平台
用户奔向千万量级。“文化+养老”创新业态，老
年旅游、老年生活馆、老年电商、老年大学、老
年出版等已形成老年服务产业链。

大型山水实景演出节目
《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

《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是世界首台有完
整故事情节和人物情感的高山峡谷大型实景
音乐剧， 采用音乐剧的表现手段和叙事方式，
用现代理念来阐释古代传说，是自然风光与人
文资源融合的成功范例。10000平方米全景舞
台坐落在全长10公里天门山峡谷中， 是目前
全球最大的露天舞台，2015年经过升级的伸
缩飞桥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舞台机械装置，是舞
台表演和高科技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数次对

舞台表演进行高科技更新植入，运用投射度至
千余米高的顶级灯光巧妙虚拟出雪花、 水雾、
人造月亮、断桥、飞桥、飞天等元素，让人身临
其境。

大型交响合唱
《通道转兵组歌》

由湖南交响乐团组织创作， 作品挖掘湖南
省红色文化资源，在作词、作曲、配器等各环节皆
为原创，大气磅礴，用独具特色的音乐语言和全
新内容弘扬长征精神，填补了通道转兵这一重大
革命历史事件在音乐创作上的空白。以讲故事的
方式，用交响合唱、独唱、领唱等音乐语言，巧妙
运用朗诵词，将宏大的史诗叙事与感人的细节切
入相结合，兼具艺术性与群众性。 作品艺术呈现
方式新颖，把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侗族琵琶歌这
一原生态民族音乐与西洋管弦乐极好地融合，产
生出奇妙的音乐效果。

醴陵·世界陶瓷艺术城
醴陵·世界陶瓷艺术城打造以陶瓷为主体

的文化产业、陶瓷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
综合性平台，创新服务产业转型升级。 以文化
艺术交流、文化创意和设计、文化艺
术品创作及文化旅游为抓手， 运用
“互联网+”模式，助推整个行业的文
化创意和设计水平提高， 带动整个
行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益阳花鼓文化艺术跨界
融合创新工程

湖南花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原益阳市
艺术团及益阳大剧院转企改制而成,是市州文
艺院团改制成功的典型。打造了全国独特的花

鼓剧场新业态。 将“小郁竹艺”“安化黑茶”“地
花鼓” 三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为一体，
打造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花鼓风大舞台”，
形成了“赏竹艺、品黑茶、听花鼓”的特色新业
态。 在国内率先探索了传统花鼓戏现代化、产
业化新路子。构建了“传统花鼓戏曲、现代花鼓
歌舞、流行花鼓音乐”全新作品链条体系，并与
皇家湖旅游景区等合作，形成了“旅游＋演艺＋
音乐茶吧”等经营模式。

文化生机
“改”出来

———湖南花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的市场化探索之路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迈向文化强
省的征程中， 全省宣传文化领域涌现了一批充满
创新、创意、创造性的项目和个人，加速推进了全
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近日，湖南省文化创新奖评
选结果出炉，《县委大院》等9个项目榜上有名。

记者采访得知， 本次评选范围涵盖新闻宣
传、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品和
服务等十大专业领域，评选标准突出理论创新、
技术创新、实践创新，注重现实价值、示范效应
和推广价值是其共同特征。

创新让文化服务和作品更接地气
如何将群众艺术与高雅艺术相结合， 实现

雅俗共赏？ 湖南连续五年举办的“欢乐潇湘”大
型群众文化活动和“雅韵三湘”高雅艺术普及计
划，其创新思路的方法和经验值得借鉴。

一方面，“欢乐潇湘” 为群众搭建参与文化
的平台，“群众唱主角，草根当明星”，引导和鼓
励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另一方面，

“雅韵三湘”重在提高，突出专业性，为群众提供
高品质的艺术享受。 两大平台交相辉映， 在形
式、内容、参与方式上不断创新，满足了人们不
同层次的文化需求。

“欢乐潇湘”零门槛、全免费，“雅韵三湘”门票
低价位，并安排部分赠票，以照顾农民工、残疾人、

低收入群体等人群的观赏需求。 仅2016年，全省
“欢乐潇湘” 参演节目22547个，35万群众竞相登
台表演，其中年纪最大的演员有79岁，最小演员的
仅5岁，活动吸引观众近700多万人。

9个获奖项目中，《湖南新闻联播》制作推出
的系列报道《县委大院》，在文化创意和表达上，
获得评委们一致好评。在选题上，它没有像一般
的监督性报道那样用镜头去追问， 也不是简单
地去宣讲，而是另辟蹊径，转身投入一个个充满
故事的县委大院， 讲述了在一批老旧的县委大
院里，干部们蜗居老楼、心系百姓的故事，令人
耳目一新。

创新让文艺作品充满活力，更接地气。长篇
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
组歌》等兼具艺术性与群众性的佳作，深受群众
喜爱和欢迎。

“文化+”融合发展绽放新姿
“融合”是当下文化发展的热门词。 新湖南

客户端、快乐老人报全媒体平台、益阳花鼓文化
艺术跨界融合创新工程等获奖项目， 在融合创
新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精彩呈现。

依靠创新的互联网理念、 精准的产品定位和
专业的新闻生产，新湖南客户端走出了一条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新路径。 2015年8月15日上
线以来，新湖南客户端始终恪守“党报底色+不断
创新”的准则，以“移动新闻资讯平台+移动政务平

台+移动生活平台” 为主要定位，
力求资讯信息“亲民”、政务服务
“便民”、商业平台“惠民”。 微
博、微信公众号、客户端、网站
和报纸融合发力，打造全新移
动网络新闻呈现方式，同时有
24个垂直频道， 精准服务每
一位湘人。

如今，国内、省内重要
新闻、 突发事件等信息，第
一时间通过“新湖南”以手机
“弹窗”方式推送给用户；用户
注册后可实时手机问政、 互动
留言和直播点赞、评论等。“新湖
南”还兼具办事指南、便民信息等
移动生活服务，用户一键享生活。

独特的湖湘文化， 与旅游深度融
合，爆发了巨大的产业力量。 而这种创新
发展， 又促进了湖湘文化内涵的充分挖
掘。

10000平方米全景舞台坐落在全长10公
里的天门山峡谷中，《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以
湖南张家界独特自然风光与地形地貌为依托，
以湖南民间神话传说《刘海砍樵》为蓝本，同时
将本土文化精华的桑植民歌和土家茅古斯舞融
会其中，辅之以现代高科技的舞台特效技术，展
现出美轮美奂、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

链接

故事

� � � � 世界首台高山峡谷音乐
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剧
照。（资料照片） 丁云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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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月4日， 醴陵市陶瓷艺术城。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