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妍 2018年11月5日 星期一
深读 06

!"# $%& '() *+,

!"#$%&'()*+,-./01
2/3(#456789:;5<=>(?
@5ABCDEF5GH&IJKLM)N
O>(P QR5STU"VWXYZ[\4
.]^5_`a05bcdefgh.ij
Bkl&lBP m

!" n #$ o5 pqrstuvwxyz
u{|}~���IJ���"M)�5�
)s�MNO��B���5�"�?@>
(P ����5pqrstu���KLM
)� !#% �5Y�� % ������C��
J)s���F1?@>(� ¡ & �KL
M)�¢

!£¤=¥5ST¦¥5§i¨¥©P $(
sªic�«¬.-�5pqst§®�
�¯°±²r§i³´.!¦¥©P

#"!& �'pqrstu�µ¶·.¸¹
�º»¼²�sªY�!½¾¿m�0À�
��\41ÁÂ²�sªÃÄÅ²jÆ��
\4ÇÈ1Â¼²�sªY�ÉÊËÌCD
À� ( �µ¯·Í Î£5ÏuÐ$ #"!) �
Ñ�'ÒÓÔÕÖ×ØÙ²�ÓÚÛÜ�
�ÝÞ1$ #"!& �Ñ�ßà�3áØÙ²�
ÓÚâã��ÝÞP

XYZ[\45Xä¯å�ºP pqr
stuæ=�¯çèZ[XYéê>ÞC
Dë�ìí.îïP

!"#$% !"#$%
ð̄ bñéòl5uóôõöl5÷ø

ùú§ûÎl5üý§þÿÞl©Í $pq
rstu5Z[XYCD!"#¯dð̄ b
ñC$©Í Ù%XZA�B�5u&'(�
)�*CD+,-7õG5.dAB5/�
²u�Rh0¯�9z 10¯�%.}&
u2Í

Z[XY3456Z[/78!.Í
æ�49pqr:;J<=ï #)% È

.stu>?@5A�§BC'D+¯î

.EFÍ ¯@��.GF;HÃÄzI+

.JKLMÿGNOPa5AQ@B'R
STU.Z7�OVÍ �OV�5'ÒÓ
Ô�Wzsª§XY2Zzsj[Z[zL
{\z sª¸]Y��W^RS¯+�
_Í

ðc`�5STu�aK *"" bc;5¸
7d7�ceGNRS5îYfgä�vþ
hêøzhixjzklmznopqzrs
zýCtu^�FÍ $ST.>v@&5w
'CDxy5z'Z7R{5��B|}W
~§��.��ÊÍ ©rstu�gùú§
/����Í

��5rstu.�×ýC��w��
��ZÞ���&�w5 ��w��=zr
sz��sz����5����´�5��
�� XYÍ Î£5stu.��¡¢££
$ð+¤!#©'ã¥ãozð¦§so©w�¨©
hê5�� ¡ª«¬®¯5èB°�ê
±²ð³´L©Í

µ�Î£5 ÏuÐ¶õ·?��×ýC
���9¸¹º»Í ���5u&A�B"w
�vþ�¼½¾�?¿KvÀÁÍÂÃ=ÄÅ
]ÆÇ�ÈÉÊËÌ¹Í5Â¯`ÎÏ�ÐÑ
§iÓo-ÒÌ¹Í5BÓR�stuvþÔ
ÊÕÖ?¿KvÀÁ.l×Í

è¸]Z7{Ø§5 è¼½Z7Ùô
§Í $Z[XYÙôR5pqrstuÚä
=�^ÛÜ�z�ÝÞ�.ßàxyÍ

!"#$% &'()*
��á:5pqrâã�äå5æç£

{è !&$ �£5éêÚsÊëÙ !,% ì6í
î5ï%ðñòó/ÌôÍ

Òõö3÷±5$rßzr3á.óô
R5rstuøðÒ©ùê56ú�6û��
��w5��'ÒÓãCD×üõý�� #,
�£²2��5þÿ!�²£"z²éêz²
í4'#'$5 B%�²r&'¯(¯)5
*¯§+ã,-Í ó"5rstuÁÂð²�
ÓÚâã��\4©ÇÈÍ

�K #"!%���5pqräåÊz.?
/05Â !n !o1 !"n #$o5²r~ïä
å2Ê3ñ�Î4/0 #&-)!.Í $ÔõóÙ

.?.á55 $rstu.6M7µw�R5
²r�aK89ÓÔ�: !-!+cì;5 <ê
89ÓÔ=# !&)* �5 >?aKÓÔ§a
,-*!c§@5ÓÔAB2Cè &)-!cD5E�
Ô�F�.×Gä��óHÍ

����5 pqrstuyIÐhC
D5$'ÒÓÔzsªY�zsªJK^?@
CD��ºL_Í

ÙM&FNsªzIrsªzj[sª
O�sªY�5rst×P6Mw�zQ05
�R�S�T�sªaU !,-*+ ì;5 Y�
� !# 9 ** �?@Cê5 '|Vn !%$" ?
&5WY�ðX�©sªCê $%) �5YZ(
�s[å\ *"-!* ~í?&Í

#"!&�]5pqrB%>Þ^KÍ $c

_`&'.^K+,`-Ð5 sªJK�a[
bÍ c$ #"!&�5pqrstuöÞ�ÒdU
e %"""bc;5fªBF�dsªgKCê5
GH� +-#cFNKh§�.isÅ²NOÍ

&'()*+% +,-./
²2BFL{\CD367gj.¯

d?@kt5¢3sªglmn.¯d?@
CDÍ DÙ²�o�B�L{\.�J5p
qr.cdCD¯�æ$²�_pÍ

$rstu.�ôR5pqr��o�
=ì�qpqrL{\CDBFírs5$�
tuv *!, ç + ?&��Låz$), w`Ð
�xy9s(·ô.z{�5[þ�rz|z
}zN~�Lå�L��L{ #,,! §5��6
��L{?�L #!%) �Í

����5��²�µ #z*z, È2L{
±XY5pqr�ð���©z ¡å�?@
M)�^Ù>(?@5YZF�5�Û�>
(ð���©!,% �5�tÒ4����J +"
�5T�� & � ¡KLM)�>(Í Î£5
IJ���zY��z���^��sÞ(
�Cê¢�$'���

Ý�L{\.��5pqræ$²�_
p5o�²2Y6��� ¡L{>��¢
£ø5²2��ðL{ / ¤¥þ©\05²2
k²�¦§ûL\05B%� ¡pqIJ
¨ #, �£û©£[7Í

Îi¯¡s5�²¯¡ªÍ
#"!,���5 pqr«¬Ê�²µ¶

®ðsj[Z[IrY�¯@©°²µ¯®
ðL±Ì²Þ\²\Xî¯@© ktÍ $¯@
Ð5rstu.CD³'�aÍ�� &n°5p
qr´fªµé²sj[Z[IrY�¯
@¶·Ø¸5�ÑØ¸wØÙ¸]^�5²2
T�sj[Z[IrY�¹ª$ºÍ

(sª5�sªiÍ »¼s]½5¾Øs
Z7Í$¿«.ðs©Z7.ÀÁtR5pqrs
tuZ[XYtïÂæÂÃÍ

-./0123456789:;

,"-./0 123&456)
000123)456789:;<=>?@A

!"#$%&'()%*+,-.! ÄÅÆ Ç

!"#$%&'()*+,-
.,/,0123456789:;<
+,-.,=>?@4&'ABC?
D,EFGHIJKL=MNO4P
QRSTUVG-9WXY<4 Z[
9\X\< =M49]^G_<9̀ ab
c<9d?eGfg<hijkl!G
-mn+,opq6rst uv4w
xyzGH{,|}~��|}4�
�Z[*��@4i���Z[.,
=M?@4����t ��O�4�H
!"#$ ��,-�q %& �STUV
.,;��,-4 ����%�.
,4.,�! '""(t

�������� 4%{O¡¢
£t GH¤¥¦§¨;�+,-.,
=M©!ª��«?@4@!ª¬O
®¯°�±NO4 %{O¢£t
²ª³Z´µ.,?@¶·4¸�H
.,?@1{¹º»¼½ ¾¿À�t
ÁªGHÂÃÄÅÆyÇ ÈGH
!)'$ ª.,?@%ÉÊËÌ½ÈGH
.,;��,-=M%ÉÍÎÌhÏ
Ð4XÑÒÓGHÔÕÖ½Ñ×Ø�Ù
78.,?@4oÚÇÛÜ±Ýt

���?@�aÆÞ4Ür�É$
ßt GH�Uàáâ�ãäåæç4
Ñ×Øèé½ ÑÒÓGHêëì!
�íî.,?@�ãïæ4 êë�
ðæñòó�H.,?@t ÑH
ÔÕÖêëæñ%É¥¦§¨;��
,-.,=M?@4HÔÕÖêëì
ô�N?@îõ\ëåì4öãí½
÷øå½ ù,úûìüýþô.,
=Mÿ!îø±"í4 RS#UV
+,-9W¸Y<4Z[9\¸\<=
M4\-\$4%&'(4)*G-
%�mn.,t

���+,-./04%ÉKL=
Mt ÑHÔÕÖRGH1e2a345
�46G-7G8.Z[¥¦§¨;
�+,-19¯¸~:2t !²\�
¥¦;�G-5y;<=>4?@1
e=MâA4Z[.,Àã4SUB
CDEt öãí½÷øåFü=MG
ÕìPQRG-Ha½-.45�.
,ÀãIFü.,ÀãJKhkl4
ÇLMbNOP~.,QÝ4¸MZ
[qR¸Sî=Mt

���T�.,Àã4 U%=M

?@t GHæñ.,ÀãIýþV
WÚXÇ.,Àã*NýY4¤ÈD
,-Z[3ÌÈ.,ÀãÌÈ\,b
]Ì hÊðîø±^_"`*G-
a*ýbýG�Qct GHa²ª
�Í´µde*fg�hi¶îb
]j4 SUGH¥¦§¨;�+,
-.,bß4 !Q±=Mî+,-
æñùkhi¶t ÑÕÔHÖaZ[
ùkhilmnopqQc24!
=M+,-|Âop.,QÝB
C4r1{�stut

���$%1eâA478ÑNv
wt GH��$%x¥×Ø+,-1
eâA41eRvw×W�4!*'$ ª
PQx¥yGc½z{yGc½eG
c½-|}~h1ekl4�1eG
- '!'! ì4 y�1c %+',*- ���
d?eG1eì�� '+& ìµ41e
c� '+.+$ ���!¥¦�y�Pî
��;�G-��GHî`abc4
y�}ec '+.*+ ��t GH! /!
����Ðî !*'$ �+,-��Ç
²ì $**�îÝD�,}~t

!!""##$%&#

!"#$ %&'( )*+,
!!!"#$%&'()*+,-./012)34)56789: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激荡三湘

� � � � 10月26日，由湖南省杂技艺术剧
院创作的杂技剧《梦之旅》在美国密苏
里州布兰森市上演， 赢得了当地观众
的喜爱。 今年6月，该剧在美国的500
场商业演出启动， 这是其中的第215
场。

2016年，该剧曾在美国和加拿大
的73个城市巡演102场， 吸引观众达
20多万人次，创造了近年来国内艺术
院团整团编制国际巡演场次、规模的
最高纪录。

“转企改制以来，湖南演艺走出
国门最明显的变化是从单纯的文化
交流，到商业演出占了大头。 ”湖南省
演艺集团董事长吴友云告诉记者。

2012年1月，《湖南省文化厅深化
直属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出台，拉开了我省国有文艺院团
改革的大幕。

2013年12月，由省杂技团、省话
剧团、 省歌舞剧院等8家转企改制单
位组建的湖南省演艺集团成立运营。
这标志着省直国有文艺院团在完成
转企改制后， 进入到重塑市场主体、

加快推进公司股份制改造的新阶段。
演艺是舞台艺术，有很强的时空

局限性； 不少演艺节目囿于传统，与
时代疏离；娱乐文化、网络文化在年
轻人中盛行……当代演艺想在竞争
激烈的市场上闯出一片天，新的动能
何来？

为确保转企改制院团平稳过渡，
我省相继出台了多个政策， 从财政税
收、 文化企业投融资、 文化产业发展
用地、 人员安置、 收入分配和社会保
障等多个方面， 提出了支持文化企业、
特别是转企改制文化企业的具体方案；
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
的有关政策规定， 落实经费保障； 实
施“百千万”文化艺术人才提升工程等
举措， 利用各级院校和文化资源培养
文艺人才……

湖南省演艺集团确立了“一体两
翼”的发展思路，即以演艺为主体，艺术
教育和文旅融合两大产业共同发展。

瞄准精品力作创作，一系列举措
强力推进：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原
则，大力实施文艺创作“高峰计划”；

成立舞台艺术专家委员会， 聘请谭
盾、 郁钧剑等知名专家指导把关；打
造“纯粹中国”国际演艺品牌，主动参
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湖南省演艺集团成立5年， 推出
了20部大戏、30多部小戏， 包括多媒
体民乐剧《九歌》、大型交响合唱音乐
会《通道转兵组歌》、话剧《十八洞》等
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

该集团成立之初，海外演出每年
仅有10多场， 近两年每年都有100场
以上，今年更是突破200场，遍及全球
3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内容包括杂
技、戏曲、民乐、交响乐，其中近7成是
商业演出。

湖南艺术家走向世界。今年6月，由
著名二胡演奏家张音悦领衔的“张音悦
和她的朋友们民乐音乐会”在美国肯尼
迪艺术中心上演，这是湖南民乐首次走
入世界级音乐厅；著名指挥家、湖南交
响乐团团长肖鸣多次执棒美国、 波兰、
俄罗斯等国家的职业交响乐团……

吴友云说：“经过5年的艰苦奋斗，
集团实现全面扭亏为盈，员工收入每年
提高10%以上。我们将加快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在新的时代继续奋进。 ”

湖南文艺院团
深化改革大事记

1988年，湖南有国有文艺院团91
家；1994年改制时， 有国有文艺院团
81家；2012年改制时， 有国有文艺院
团90家。

2012年1月，《湖南省文化厅深化
直属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出台，拉开了我省国有文艺院团改
革的大幕。

2012年5月，除中央明确保留的5
家文艺院团（湖南省湘剧院、湖南省昆
剧团、江华瑶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麻
阳苗族自治县花灯剧团、 新晃侗族自
治县民族歌舞团）外，列入改革范围的
85家国有文艺院团已全部完成改革
阶段性任务。 其中，转企改制72家，转
为保护传承单位11家，撤销2家。

2013年12月，由省杂技团、省话
剧团、省歌舞剧院等8家转制单位组建
的湖南省演艺集团成立运营。 这标志
着省直国有文艺院团在完成转企改制
后，进入到重塑市场主体、加快推进公
司股份制改造的新阶段。

2018年，我省共有94家(含改制
时挂、合到文化馆的)文艺院团，包括
省级院团8家、市级院团19家、县级院
团6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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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姚翠翠 陈沐

改革开放40年来， 湖南人的闯劲，
在演艺领域也有鲜明的体现。 长沙歌厅

演艺、 以张家界为代表的旅游演艺、转
企改制的专业文艺院团……这些与市
场紧密相连的演艺行业在改革开放的
时代大潮中起起伏伏，始终坚持改革创
新，一次次活力新生，声名远播海内外。

1
� � � �“没有进过歌厅，等于没有到过长
沙。 ”这句话曾是长沙人向外地人推介
本地的口头禅。

五光十色的歌厅里， 观众一边喝
茶，一边看节目。 歌舞、魔术、杂技、服
装秀都有， 本土演员表演的相声小品
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

在老长沙人的记忆里， 长沙的歌
厅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 改革开
放后，百姓的物质生活逐渐富足，对精
神文化的需求急速上升。 内容丰富又
极具本土特色的歌厅受到长沙观众热
捧，迅猛“生长”，鼎盛时期达150多家。
“红太阳”“琴岛”等业内领跑者还在省
内外开起了分号。

20世纪90年代中期，歌厅文化被
引入电视节目，碰撞出惊人的火花。短
时间内，奇志、大兵、周卫星、何晶晶等
歌厅演员成了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
湖南娱乐节目风靡全国。

“直到2009年，生意都好得不得
了。 1200个座位， 每天的平均上座率
达到90%以上。 节假日更是爆满，甚至
有观众花120元买站票。 ”回忆当年的
盛况， 湖南红太阳演艺有限公司田汉
大剧场总经理周友琴记忆犹新。

周友琴说，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
商务接待锐减，新的娱乐方式兴起，观
众消费习惯变化， 歌厅的上座率不断
下降。 他们开始谋求转型， 但谈何容
易。

绝大多数歌厅在苦苦挣扎之后，
仍然难逃关停命运。到今年，长沙歌厅
仅剩下“红太阳”与“琴岛”两家。

“红太阳”走的是原创“巨制”路
线。 他们在全国聘用年轻的舞台演艺
创作人才， 利用原有的俄罗斯表演团

队， 投入260余万元打造的4D舞台剧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于今年首演。

10月18日晚， 常德市民詹丽娟观
看节目后说：“10多年前我也到长沙歌
厅看过节目，风格偏向搞笑、性感、刺
激。现在的感觉是雅俗共赏，有一定的
内容。 ”

周友琴说：“感官刺激已不能满足
现代观众的要求。 我们希望根据时代
特点打造‘市民也能看，市长也能看’
的原创作品。 ”

她认为，长沙的城市旅游发达，今
年国庆节长假期间，“红太阳” 的上座
率达到了100%，以外地人为主。 因此，
提升节目品质值得深入探索。

“琴岛”则创造了“互联网+演艺”
的新模式。

湖南琴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陈勇芝介绍，2015年9月， 该公司
与北京陌陌科技有限公司联手打造了
网络直播演艺项目———琴岛陌陌现场
和琴岛网络直播剧场， 线上线下联动
发展。

2017年，经过线上引流、宣传，“琴
岛”的上座率较2016年提升了20%，基
本度过了市场的困难期。

目前，“琴岛” 旗下有3000多名艺
人从事网络直播演出， 覆盖观众群体
超过3000万人次，今年线上消费超过
5亿元。

面对亮眼的成绩，陈勇芝坦言，困
难依旧很多。受大环境影响，公司扭亏
为盈已经不易。 目前网络平台竞争大，
艺人流失的情况时有发生； 艺人的素
质良莠不齐， 管理和培训需要花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成本。 她希望通过创新
和努力，能够凤凰涅槃，获得重生。

�长沙歌厅演艺：从火遍全国到谋求转型

� � � �改革开放也为旅游业带来了蓬勃
的生命力。魅力湘西大剧院总经理许山
说，为了留住游客，促进消费，旅游从业
者将目光投向了火爆的城市歌厅演艺，
成为探索文旅融合的先行军。

2000年，《魅力湘西》在张家界推
出，它是湖南乃至全国最早的旅游演
艺节目之一。

“刚开始我们租用酒店的会议室，
只有两三百个座位，内容基本上是复制
歌厅演艺的内容，收益低，影响不大。 ”
许山说， 直到2010年魅力湘西大剧院
建成， 节目与当地民俗文化深入融合，
演员、舞美等走向专业化之后，《魅力湘
西》才真正有了“魅力”。 尤其是2012
年，《追爱》（取材于《魅力湘西》中的节
目《爬楼》）登上央视春晚后，神秘的湘

西风情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魅力
湘西》的剧场。 2016年至2018年，《魅力
湘西》 连续3年接待观众人数突破百万
人次、收入破亿元。

放眼全国，2004年， 国内第一台
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首演一
炮打响，尔后接连刷新多项营收及接
待纪录，国内随之兴起了一股旅游演
艺投资演出热。

搭乘旅游业繁荣发展的东风，张家
界的旅游演艺疾走直上， 鼎盛时期有8
台大戏同时上演。 不过，节目质量参差
不齐。 在市场的优胜劣汰下，目前仅剩
下《魅力湘西》《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
《烟雨张家界》3台精品节目。

张家界的旅游演艺发展之路，是
湖南旅游演艺的缩影。

近年来，长沙、凤凰、湘潭、常德
等地推出了大批旅游演艺节目，成绩
斐然。 今年10月15日，国内旅游演艺
行业权威研究机构道略文旅产业研
究中心发布了《2017中国旅游演艺排
行榜》，包括实景类、主题公园类、独
立剧场类剧目票房十强和旅游演出
机构十强、新增剧目票房五强。 湖南
的《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中国出
了个毛泽东》《炭河千古情》《魅力湘
西》分别入选各自节目类型的十强榜
单，《魅力湘西》的出品方魅力文旅发
展有限公司则入选机构十强。 但也有
不少节目昙花一现。

分析成功案例，许山认为它们有
共同的经验：“地方文化是旅游演艺
之魂，必须深度挖掘打造精品。 此外，
专业化的硬件设备、表演团队、管理
团队、市场推广一个都不能少。 ”

旅游演艺： 探索文旅融合的先行军

专业院团：转企改制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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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8月22日晚， 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 跨界融合多媒体民乐剧
《九歌》在湖南大剧院首演。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袁悦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