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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龙文泱
通讯员 陈沐 贾艳

� 什么样的文艺活动最能打动人？不
是过眼云烟，而是确有所得。让群众真
正参与到活动中来， 体味文化获得感，
这样的盛会，才有更加持久的吸引力。

10月11日至29日，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以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主题，共展演专业
舞台剧目48场、群文舞台作品24场，展出美术
书法摄影精品480多件、 文化创意产品2000多
件。据统计，进入剧场观看演出的观众逾5万人
次，在线参与艺术节的群众达620万人次。

本届艺术节集中展示近3年来湖南省文化
艺术的新成果， 展现了新时期全省人民奋发
进取、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新气象。群众在
台下看得津津有味， 演员在台上演得出神入
化。从群众的欢呼声与掌声中，能清晰感受到
那种发自内心的对节目的喜爱。 这不禁让人
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群众与演员打破了
舞台的边界,让这场盛会具有持续的活力？

好剧目反映人民心声

10月14日、15日，由永州市祁阳祁剧团创
排的大型现代祁剧《向阳书记》参加艺术节展
演。该剧以湖南两位基层村支书王在德、向平
华作为故事原型， 讲述了曾在城市当经理的
向之远克服重重困难，在村里建起了服装厂，
让妇女们安心回乡，共同振兴家园的故事。

“现在国家正实施振兴乡村战略，这部戏
可谓适逢其时。” 市民郭先生是一名老党员，
曾在基层工作20年，看到家乡的这部剧，他不
禁竖起了大拇指。为了让《向阳书记》更有生
活质感，编剧周建清数次下乡体验生活，一住
就是十天半月。该剧通过小人物展现大情怀，
在艺术表达上充分吸收祁阳小调等地域文化
因素，体现出鲜明的祁剧特色。

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 就要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据了解， 第六届艺术节注重现实题材创
作，注重向基层院团倾斜，今年还新增了全省
基层文艺院团展演。展演期间，来自全省的19
个院团带来18个剧目、10场演出。参演的18个
剧目都是从各市州挑选出来的精品力作，题
材既有晚清“字圣”黄自元、“胡子将军”王震
等历史题材，也有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邻
里关系、孝亲敬老等现实主题，鲜活而富有生
活气息。

由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于2016年
创排的花鼓戏《桃花烟雨》是一部扶贫题材的
剧目。 该剧以湘西十八洞村的发展变化为切
入点， 旨在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湘西地区农村
的发展变化。 该剧通过3段不同的爱情故事、
喜剧化的表达手段，深度挖掘“精准扶贫”背
后的人性意识。为了让人物真实生动，剧组主
创人员用了半年多时间，深入十八洞村、矮寨
镇、保靖县、凤凰县等地体验生活。该剧作曲
陈耀更是精心编排运用了20余个曲调， 以此
来展现湖南花鼓戏的魅力。 该剧荣获本届湖
南艺术节“田汉大奖”。

戏剧界专家胡安娜说：“此次艺术节参演
的剧目都是为人民抒情、与时代紧密结合，因
此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如复排经典剧目湘剧
《十五贯》便是巧妙地找到了传统精神与时代
精神的契合点。我认为，我们的基层文艺院团
要着眼生活、关注人民，小剧种、小视角也可
以很好地演绎大主题。”

郴州市艺术研究所许贤志认为，这么多优
秀戏剧的演出充分彰显了基层戏剧人的文化担
当，用艺术节来把这些优秀剧目反映出来，无疑
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文艺工作者要树立精品意
识，努力推出优秀戏剧剧目，通过优秀剧目的创

作生产来创品牌、增实力、扩影响。
这些节目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从事设计

的李杨汪说：“我这次是听同事介绍， 特意陪
爸妈一起过来看剧的，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
这次来到现场，感觉特别震撼，演员们都是同
声表演，加上奏乐，现场感特别强烈！”

不少老年人是湖南艺术节忠实的粉丝。
退休老人陈梅芳笑着说：“我可是一位老戏
迷，这是我第二次来听《玉龙飞驰》了。这部剧
反映了时代的新面貌、新变化，特别的好，所
以我还特意约了好姐妹一起过来看。 第六届
湖南艺术节把这么多的好剧汇集在一起，对
于我们这些老戏迷来说， 是一件非常享受的
事情。”老党员刘三爹一边点头一边说：“我看
了花鼓戏《耀邦回乡》。看完后就像上了一堂
党课，让我接受了一次很好的思想教育，也为
自己是老党员感到骄傲。”

本届艺术节以“艺术的盛会， 人民的节
日”为主题，充分体现了创新开放、精品荟萃，
群众参与、全民共享，组织有力、节俭高效、反
响热烈等特点。 据统计，10月11日至29日，第
六届湖南艺术节共展演专业舞台剧目48场、
群文舞台作品24场， 展出美术书法摄影精品
480多件、文化创意产品2000多件，在全省产
生广泛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 进入剧场观看演出的观
众有5万余人次， 在线参与艺术节的达620万
人次。 与展演活动同期举行的全民手机摄影
大赛，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比赛组织
单位共收到300余件参赛作品，广大群众以最
直接、最热烈的方式参与到艺术节中，同享湖
南基层院团艺术发展新成果。

多举措激发创作活力

10月20日， 由郴州市桂阳县湘剧保护传
承中心复排的湘剧《十五贯》在浏阳市欧阳予
倩大剧院上演。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 主人公

“况钟”的一招一式、一字一句，尽显湘剧魅

力。台下观众叫好声连
连，现场气氛热烈。

除了《十五贯》，该中心还创排有《一天太
守》《赵子龙计取桂阳》等优秀剧目，五年内两
次晋京展演，多次获得全国、省、市级大奖及
各项荣誉。该中心党支部书记罗建华称:“桂阳
湘剧的发展，多亏了桂阳县委、县政府的大力
支持!”

据了解，桂阳县财政投入百余万元打造非
遗剧目《一天太守》，投入380万元打造湘剧《赵
子龙计取桂阳》， 投入90万元移植复排桂阳湘
剧《十五贯》。此外，还争取240多万元国家项目
改造资金， 将原桂阳县影剧院演出大厅重新装
修后供湘剧保护传承中心使用；在投资约5亿元
的桂阳县文化园中设立了建筑面积2500平方
米的湘剧馆。罗建华高兴地透露，今年底桂阳县
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将搬迁至此。

怀化市鹤城区阳戏保护传承中心是目前
唯一能演上河阳戏的专业剧团。 受到大环境
的影响，该中心和大多数基层院团一样，在生
存线上苦苦挣扎。之后，该中心了解到近年来
国家对传统戏曲的扶持力度加大， 遂决定抓
住机会“出戏救剧”。在省市文化部门的扶持
下，该中心的在职、退休人员齐上阵，克服重
重困难， 创排反映现代革命历史题材的上河
阳戏《侗山红》。

《侗山红》在业内得到认可好评，一举拿下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的“田汉大奖”，该剧本也入
选文化和旅游部2017年度戏曲剧本孵化计划
大戏项目一类作品。令人欣慰的是，鹤城区阳戏
保护传承中心的发展形势得到进一步改善，原
本想要调动的年轻人觉得有盼头，决定留下来。
今年9月， 该中心开办的阳戏小演员培训班开
班，第一天有80余人报名，前景看好。

近年来，湖南文艺创作在经费投入、新创
作品数量上均创新高。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还编制了《湖南省2015—2020年舞台艺术创
作生产规划》，不断加大精品创作生产的组织
力度。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国家艺术基金

项目申报启动以来，湖南共有133个项目获得
资助，累计达9854.9万元；省财政大幅提升创
作资金，2014年前每年仅160万元，2018年达
近3000万元。近3年来，共投入省级艺术创作
专项资金8500多万元。

2016年起，我省实施“百千万”文化艺术
人才提升工程， 借助国家级艺术院校平台和
省内艺术科研院所力量培养艺术人才； 发挥
老艺术家和戏剧文学社作用培养青年人才，
全省共有180余对师徒结对；每年开办不少于
3期艺术人才研修班，3年来培养各类艺术人
才800多人次。

一系列举措， 极大调动了全省各级艺术
院团创作的积极性， 全省文艺工作者精益求
精创作打磨作品，勇攀文艺创作的“高峰”。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鄢福初介
绍，近3年来，全省文艺事业呈现出繁荣发展
的良好趋势。新创作了湘剧《玉龙飞驰》、花鼓
戏《桃花烟雨》《耀邦回乡》、音乐剧《袁隆平》、
祁剧《向阳书记》等优秀剧目110多台，复排经
典剧目50多台，移植整理优秀剧目13台，新创
小戏小品200多个，创作各类音乐、舞蹈、曲艺
作品380多部（件）。

“湖南艺术节搭建了一个好的平台，引
导全省文艺院团争相创作精品剧目，搅活了
一池春水。其中，现实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
成果尤其突出， 为兄弟省市提供了宝贵经
验。”本届艺术节评委、江西省戏剧家协会顾
问、国家一级导演王秀凡认为，湖南的文艺
创作已具备“搏击全国”的实力。荣获本届湖
南艺术节“田汉大奖”的民族歌剧《英·雄》、
花鼓戏《桃花烟雨》、新编京剧《梅花簪》、新
编昆曲《乌石记》等，荣获“田汉特别奖”的皮
影戏《人鱼姑娘》等，这些剧目通过进一步加

工提升，具备步入国家级艺术精品剧目行列
的资质。

精心打磨，精品迭出。本届艺术节上，专
业舞台类民族歌剧《英·雄》等10台剧目获田
汉大奖，皮影戏《人鱼姑娘》获田汉特别奖，话
剧《十八洞》等10台剧目获田汉新剧目奖，花
鼓戏《真情花开》 等10个小戏获田汉小剧目
奖，张林枝、刘锷、欧阳觉文、张滴洋等81人分
获田汉剧作奖、田汉导演编导奖、田汉音乐奖
和田汉舞美奖。杨立新、金冬妮、刘光明等72
人获田汉表演奖。

免门票让群众过足戏瘾

免费赠票给观众观看， 首次实现网络直
播，本届艺术节共吸引5万多人次观众走进剧
场，在线参与的人数达到620万人次。在湖南
省演出公司的“一通文化”平台上，绝大多数
剧目的直播当日点击量在5万人次以上。评委
王秀凡称：“艺术节真正把文化工作做到了基
层。”

跨界融合舞台剧《加油吧！少年》、花鼓戏
《老邻居》、荆河戏《城头山》、湘剧《十五
贯》……展演期间，来自全省5个剧种、19个基
层院团的18个剧目荟萃浏阳，10场演出好戏
连台， 热闹不断， 让群众在家门口过足了戏
瘾。值得一提的是，10月26日，随着阳戏《侗山
红》在浏阳欧阳予倩大剧院精彩上演，为期19
天的第六届湖南艺术节全省基层院团展演暨
第五届欧阳予倩艺术节圆满闭幕，120万人过
足戏瘾。

人民需要文艺， 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
需求时刻存在。湖南艺术节只是一个缩影。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 副厅长禹新
荣透露， 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还定期举办了“欢乐潇湘”全省大型
群众文艺汇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湖南省
原创广场舞等活动。

作为湖南近年来演出规模最大、 时间跨
度最长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欢乐潇湘”自
2013年举办以来，已成为了三湘百姓的“星光
大道”。每一届“欢乐潇湘”都会吸引上万个群
众文艺团队和数十万演员参与， 千万余群众
观看。一波波欢笑的浪潮，从田间地头涌来，
从街道社区涌来，汇合到了“欢乐潇湘”群众
大舞台。黄发垂髫，青春少年，纷纷上台秀艺，
欢声笑语洒满三湘大地。

禹新荣认为，“欢乐潇湘” 全省大型群众
文艺汇演最值得称道的是让群众从中获得了
快乐，有了文化获得感。同时，“欢乐潇湘”把
活动开展与繁荣创作、培养人才、壮大队伍、
保护传承民间文化等巧妙结合起来， 通过活
动的开展来激发广大群众文化热情， 发掘各
地各类优秀文艺人才，营造了欢乐和谐、健康
向上的文化氛围。

“广场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将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据介绍， 以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方式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开来， 让舞蹈帮
助人们牢记、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我们都来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湖南省原
创广场舞系列活动的目标。该活动自去年4月
启动以来，历时3个多月征集300首作品，组委
会从中选择20首进行了舞蹈编创。 为了更好
地普及这20支原创广场舞， 编创人员分赴市
州开展培训， 让健康快乐的原创广场舞遍布
全省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通过教、学、编，
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系列活动中来。 同时组
委会通过网络向全国推广，据不完全统计，全
国学习湖南省原创广场舞的群众达到400多
万人，《湖南省原创广场舞》 教材网上点击率
达到780多万人次。

延续湖南艺术节的热度，11月1日晚，第
二届全国花鼓戏优秀剧目展演在长沙拉开序
幕。此次展演将演出6台大戏，10个小戏，其中
涵盖湖北、安徽、河南及长沙、岳阳、湘潭、益
阳、衡阳、邵阳、攸县等多个省、市、县创作的
优秀作品。

本次展演作品， 既有省内外脍炙人口的
大型优秀剧目， 也有名家经典小戏和第六届
湖南艺术节新创获奖佳作， 展演期间还将举
办名家座谈会和戏迷喜乐会， 通过专家点评
和戏迷互动参与， 推动花鼓戏剧目创作演出
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

湖南文艺谱写新的华彩篇章， 三湘百姓
共享文化艺术盛宴， 真切感受到文化带来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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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刘
永涛 陈淦璋 通讯员 熊琦） 人民银
行长沙中心支行日前发布三季度湖
南金融运行数据显示，1-8月， 全省
新增社会融资规模3643.5亿元，同比

少增1383.9亿元； 间接融资仍占主
导。

具体来看， 间接融资规模新增
3305.1亿元，同比少增888.0亿元，占
比 由 上 年 同 期 的 83.4% 上 升 为

90.7% ， 其中表内贷款融资新增
3475.7亿元，同比多增2.5亿元；表外
融资业务净下降170.5亿元， 同比少
增890.5亿元。

直接融资规模新增96.0亿元，同

比少增602.2亿元， 占比由上年同期
的13.9%下降至2.6%，其中企业债券
融资新增50.1亿元， 同比少增374.1
亿元；股票融资新增45.9亿元，同比
少增228.1亿元。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刘
永涛 陈淦璋 通讯员 陈慧） 为切实
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我
省以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
行动为抓手，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
体经济。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日前
发布的信息显示，我省在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注

册企业已达223家，通过平台在线确
认成交的应收账款融资16.3亿元。全
省应收账款融资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应收账款融资审批流程大幅优化、融
资效率明显提升。

应收账款融资最大的困难， 在于
供应链核心企业不愿配合确认债权债
务关系和锁定还款路径。 为破解这一

瓶颈，我省筛选确定了中联重科、三一
集团、铁建重工等首批136家应收账款
融资供应链核心企业名单， 建立核心
企业配合应收账款融资行动评估方
案， 推动核心企业积极在应收账款融
资服务平台注册、确权，并按指定路径
进行还款， 解决应收账款融资真实性
确认难的问题。

下阶段，我省应收账款融资供应
链核心企业名单将逐步扩大，由制造
业扩大至政府采购、 大型建安企业、
零售商场、医疗企业等领域；推进湘
潭经开区、湘阴县、长沙芙蓉区“信用
园区”建设试点，深化中小企业信用
体系建设，推动应收账款融资全面深
入发展。

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出实招

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取得突破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张
福芳 通讯员 黎旺）今天上午，湖南
微正法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
人员王女士在长沙市天心文化（广
告）产业园2楼的国家商标局长沙商
标受理窗口， 拿到了我省第一张商
标变更回执单， 这意味着企业以后
可以就近在长沙办理商标注册、变
更、续展、转让等25项业务，也标志
着我省首次实现省内商标受理全业
务办理。

王女士告诉记者，原来企业办
理商标变更、续展、转让等23项业
务必须去北京，或者找代理公司办
理， 给企业增加了不少经济负担。
如今，在长沙就能快速办理，既为
企业减了“负”，又体现了我省对知

识产权的重视。“长沙商标受理窗
口是我省唯一一个得到国家商标
局授权、扩大商标业务范围的试点
窗口， 这既是落实放管服改革，也
是将服务前置的一项有力举措。”
长沙市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负
责人表示。

据了解， 国家商标局长沙商标
受理窗口于2016年11月1日开业，
前期只能办理商标注册申请和注册
商标专用权质权两项业务。 尽管只
能办理2项业务，但2年来，该窗口已
累计为我省及周边省市企业办理商
标注册申请10740件， 办理商标质
押5件，为企业办理商标质押贷款超
过6亿元，窗口受理量占全省商标受
理量的83%以上、名列全国前三。

我省首家商标
全业务受理窗口开通

可办理商标注册、变更、续展、转让等
25项业务

前8月全省新增社会融资3643.5亿元
间接融资仍占主导

图① ：10月18日晚，
民族歌剧《陈家大屋》在湖
南湘江新区梅溪湖大剧院
上演。该剧是2017获得国
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创
作资助的项目， 入选第六
届湖南艺术节。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图②：10月5日，跨界
融合舞台剧《加油吧！少
年》在湖南大剧院首演。该
剧首次推出了“杂技+”理
念，将杂技、戏剧、舞蹈、音
乐、 合唱等多种表演形式
巧妙融合， 结合多媒体技
术， 营造出梦幻的杂技世
界。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①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