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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年， 全国演艺市场经历
了一个转型期。在湖南，由于文化大
省的深厚土壤和“演艺湘军”的坚实
基础，湖南演艺行业转型较早，处于
全国中上水平。

全国的演出市场最早发轫于广
州，但繁荣于湖南，尤其以娱乐演艺

和旅游演艺表现最为突出， 湖南演
艺模式已在各地开花， 连锁经营的
模式闻名全国。

目前我国演出市场尚不成熟，剧
场演出仅靠票房收入维持，但在实际
操作中，往往需要以赞助、包场等形
式予以支持。 但近三年，这一部分消

费严重缩水，严峻的形势正在倒逼演
艺行业自我更新换代。

要在这场转型中突出重围 ，还
是要回到节目创作本源。如今，节目
编排与科技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但
更加需要重视演员的表演能力。 演
艺作品不是看电影，不是看电视，而

是要有人的表演，演员还是首要的。
而且， 这几年的演员表演越来越走
心，一句台词，一个动作就可能打动
你，让观众产生共鸣。

我们非常期待湖南演艺输出过
程中能结合当地的不同地域文化 ，
创作出更多好作品。

湖南日报记者 汤霞玲

4月1日， 《边城》 首演， 短短
一个多月， 就吸引了数万名游客的
关注， 以一种独特的文艺范式屹立
于国内的演艺市场。 全球第一部由
文学名著改编的实景演出， 1.8亿
元的总投资， 10位名家的巅峰巨
制， 502套服装， 3769件银饰， 这
一系列的数据， 彰显了湖南人在演
艺市场的不断探索与创新。

《边城》 编剧、 国家一级编剧
任卫新回忆， 开始构思 《边城》
时， 一时间找不到思路。 去年夏
天， 他独自一人来到凤凰， 坐在古
城的一个茶楼里感受烟雨凤凰。 青
青石板路， 灰蒙蒙的沱江， 如梦如
幻的古建筑顿时让他有了灵感，

“必须是湘西的； 必须是沈从文的；
必须是当地民俗的。” 这三点成为
了此后的创作原则。

《边城》 全剧围绕翠翠与天
保、 傩送的爱情故事展开。 75分钟
的演出， 重现了许多业已消失的湘
西民俗， 舞蹈、 音乐、 特技、 声、
光、 电、 水等融合， 还原了一个活
着的 《边城》。

创作团队对于湖湘文化的传承
与保护体现在了每一个细节中。

演出现场， 花轿、 油纸伞、 红
蜡染布等极具湘西特色的元素不断
出现； 爷爷离世的那一段， 许久不
见的傩戏再次被搬上舞台； 湘西婚
丧嫁娶的习俗也得到了充分还原。

《边城》 的服装更是对传统服
装的一次颠覆。 服装设计师莫小敏
告诉记者， 服装设计前， 他们搜集
的湘西服饰资料达5个G， 整个服
装造型用土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西
兰卡普， 并保留了湘西苗族人最为
喜爱的宝石蓝。 演出最后， 翠翠身

上那件“最美嫁妆” 利用汽车烤漆
工艺完成， 仅仅是衣服上的银饰变
色喷漆就需要18天。 本土的语言，
世界的眼光， 把翠翠妆点成了最美
的新娘。

“我们的民族文化中， 有很多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考古价值、
研究价值， 但没有市场价值， 很多
剧种走向了衰亡。 给传统剧目注入
新的内涵， 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力。”
《边城》 出品人叶文智说， 这是一
部能集中体现湘西文化的作品， 能

让观众看见湘西的山水， 聆听到湘
西的声音， 感受到湘西女人和汉
子， 也记住了淡淡的乡愁。 它呈现
出的新的思路和方法， 将会给保
护、 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提供有益
的借鉴。

除了创作上的独具匠心之外，
《边城》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推广传
播方式。演出同时，湖南2015《边城》
凤凰全球摄影擂台赛专为《边城》而
来，单项大奖高达100万元。 从4月6
日大赛开锣以来， 已收到9224件参

赛作品，参赛摄影师932人，参与投
票的人数突破110万人。

看完《边城》演出后，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驹分析称，
目前， 风景名胜地打造文艺演出已
经有多年探索， 形成了剧场演出和
实景演出两类。 但剧场表演多流于
音乐歌舞，沉闷陈旧，千篇一律；实
景演出则多是大场面、大音响，很壮
观，但缺内涵，形式大于内容，缺少
可供回味的艺术品质。 但《边城》依
托文学名著，表现了凤凰活的灵魂。

在全国的旅游山水实景演出
中，《边城》 在形式与内容上
都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让
这部作品具有了不同凡响的
品格。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湖南常德桃源县， 是一个农业大
县， 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40%以
上 ， 但是县里的重点职业中专学
校———桃源县职业中专， 其涉农专业
曾一度处于停办的境地。

5月6日， 校长黄永宏向记者介
绍， 2006年到2010年之间， 农民工
进城大潮风起云涌， 学校的农艺专业
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冷遇， 由于课程体
系陈旧， 学生所学技术产生的经济效
益不高， 连一个学生都招不到。 学电
子、 学机械的学生空前增多， “都是
为了能出去打工， 去外地挣钱”。

然而， 如何让农村中职学校， 对
接本县主导产业， 促进本地经济发
展， 一直是学校与县政府反复思考的
问题。 2010年， 县政府要求中职院
校积极对接本地产业。 学校根据桃源
县“十二五”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以茶叶、 烟草为特色产业的现代农
业基地” 发展战略， 重新开设了现代
农艺专业。

通过调研，学校了解到，县里的野
生大叶茶是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
心无公害农产品产品认证，2005年就
获国家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但是这么
多年来却一直停滞不前。 大叶茶种植
面积小，产量低，产品单一，只加工绿
茶和出售黑茶原材料。 茶叶加工企业
达100多家， 却都规模小， 没有领头
雁，远没有达到规模化和产业化。

学校寻求校企合作， 进行现代农
艺专业的建设。 而古洞春茶叶有限公
司的董事长唐春仙， 也正处于如何把
企业做大做强的苦恼之中。 双方一拍

即合， 立即签署了合作协议， 针对茶
叶生产加工、 产品开发与推广， 双方
共同制作人才培养方案、 共同建设实
习实训基地、 共同承担专业教学。

学校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 在企
业发展上出谋划策。 唐春仙告诉记
者： “那时企业产品利润很低， 我一
门心思放在扩大种植面积种茶上， 以
为种多了卖多了就能多点利润。 学校
给我出主意， 要想提高利润， 还须在
企业文化、 开发系列产品、 设计产品
包装上下功夫。” 如今， 古洞春茶叶
有限公司的产品由一种发展到130多
个， 产品远销台湾、 香港、 美国、 欧
盟等多地， 茶园基地也由原来的3万
亩发展到现在的11万亩， 年产量可达
3000多吨， 年产值超过亿元。

如今， 企业的茶艺表演、 产品营
销等岗位上都是学校的毕业生， 他们
中收入最低的每月也有 4000元。
2012年， 该校现代农艺专业成为省
中职教育十二五“特色示范专业” 重
点建设项目。 目前在校学生规模已达
300多人。

这次的校企合作双方都尝到了甜
头。 目前， 县政府打算进一步做强这
个行业， 让学校牵头成立茶叶商会，
整合全县茶叶资源， 争取把大叶茶的
市场做得更大

桃源县副县长唐汇京说， 桃源将
来要重点发展富硒水稻、 大叶茶、 烟
叶等农业， 仍然急需大量相关人才。
职业教育与当地产业发展贴合得越紧
密， 就越能在服务县域经济中发挥作
用。 要继续组织学校与当地产业对
接， 培养出更多当地需要的人才， 促
进县域经济发展。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 （记者 李
国斌） 昨天， 湖南图书馆推出“馆藏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汇展”，
展出1901年至2012年间111位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的著作。

1901年， 瑞典文学院把第一个
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法国诗人苏利·
普吕多姆。 从此，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
文学奖持续至今。 期间， 1914年及
1940年至 1943年因战争中断。 至
2014年， 共有113位作家获奖， 其中
女作家13位。 这些作家， 成为一个影
响人类精神的“诺贝尔家族”。 他们
的作品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超越了语
言和种族， 构成20世纪初以来世界文
学史的框架。

湖南图书馆此次展览， 按时间线
索， 介绍了1901年至2012年的111位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生平、 主要
著作， 并展出他们的获奖作品。 展览
介绍的最后一位就是中国作家莫言，
现场展出了他的作品 《蛙》、 《红高
粱家族》。

湖南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负责人刘
微介绍， 诺贝尔文学奖历届获奖作
品， 都可以从湖南图书馆文学艺术借
阅室、 中文参考图书室借阅， 其中部
分是2002年以前出版的保存本， 只
能在馆阅读， 不能借出。 此次展览时
间至6月26日， 免费对外开放， 有兴
趣的读者可到湖南图书馆四楼古籍鉴
赏室参观。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杨丹）
湖南卫视明星姐弟自助远行真人秀
《花儿与少年》第二季自开播以来佳绩
不断， 上期节目CSM全国网收视率
1.5、份额9.96%,排名第1。 5月8日上
午，毛阿敏、许晴、宁静、陈意涵、郑爽、
井柏然、杨洋7位性格各异的花少姐弟
齐聚长沙见面会， 和现场的媒体以及
粉丝一同分享旅行感悟。

在第一期节目播出后， 大姐毛阿
敏一口流利标准的伦敦音让观众十分
惊叹， 在后面的旅途中更是屡屡和当
地人沟通、 问路、 买票， 一切都应对
自如， 成了花少团的“首席外交官”。
不仅说得一口好英语， 大姐还自称厨
艺了得， 最拿手的是烤鸡腿。 带着直

爽性格火辣加盟的三姐宁静不仅在节
目中语出惊人， 常常和大家掀起舌
战， 开心的魔力大笑更成为花少团的
解压神器。 作为 《花儿与少年》 首
位女导游， 观众对郑爽的表现多是肯
定和赞美， 虽然还是一个90后小姑
娘， 但是不论安排一行人的行程还是
调解大家的关系， 郑爽都做得井井有
条。 对于“两朝元老” 许晴来说， 这
种体验可能更为强烈。 她表示， 之所
以第二次参加， 就是想看看自己在这
一年里的成长。

《花儿与少年》 第二季总导演陈
歆宇认为， 这次旅行增加了很多文化
体验的内容， 这其实反映的也是中国
人旅行方式和观念的变化。

从5月11日起， 湖南省首届职业教育宣传周活动启动。 5月
初，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组织主流媒体记者奔赴常德、湘西等
地，深入采访，报道各地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探索、新变化、新成
果。 本报推出系列报道“湖南职业教育发展新探索”，敬请关注。

编
者
按

对接县域经济产业
———湖南职业教育发展新探索（1）

111位诺奖大师著作集中亮相
省图推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汇展

《花儿与少年》姐弟齐聚长沙

■评点

湖南演艺模式全国“开花”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 潘燕

湖南日报记者 汤霞玲

“演艺湘军” 一直是湖南文化
产业的一张响亮名片。

经过多年发展， 湖南演艺行业
形成了公益性的惠民演出、 文艺院
团演出、 旅游演艺、 院线类演出等
不同类别。 除了前两种有部分政府
采购项目外， 其他的均走市场路
线。 观众是否受欢迎成为了演出成
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强大的市场压
力给演艺创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近
三年来最大的特点是融合， 创作主
体、 创作手段和创作内容正以不同
形式融合。

2013年， 8家省管大型国有文

化演艺企业组成了湖南省演艺集
团， 这标志着湖南国有文艺院团进
入集约化、 规模化的发展阶段。 民
营方面， 几家具有实力的大的经营
场所取代了以往参差不齐的业态形
式。 例如， 红太阳演艺集团正加快
并购步伐， 已并购郴州新田汉、 云
南聂耳大剧院、 石家庄红太阳大剧
院等。

创作手段上， 演艺创作者利用
新的数字技术手段， 创新舞台表现
手法。例如，田汉大剧院每晚的演出
充分利用高清LED屏、激光技术、多

媒体数字灯、 全息投影等舞台科技
与变换多端的舞美相结合， 给观众
不一样观影体验。节目开始，全场起
立，用器乐演奏国歌；节目过程中，
用天花板成像数字灯和舞台机械相
配合， 让演员从舞台上走到观众中
去，甚至让其影像从一楼飞到二楼，
营造了良好的互动效果。

创作内容上， 弘扬和传承湖湘
文化始终是主旋律。 从老牌的 《天
门狐仙》 和 《魅力湘西》 到近两年
的新秀 《边城》 和 《中国出了个毛
泽东》， 都是深深根植于湖湘文化

的土壤， 将湖南的民俗风情、 地域
特色和文化内涵生动的演绎出来。
演艺作品的创作更多地走向了人民
群众中， 本土的笑星， 本土民歌更
多的走上舞台， 院线演出更多的去
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 既有阳春白
雪， 也有下里巴人。

一部演艺产品的文化价值和艺
术价值将决定它的市场价值， 只有
加强管理， 制定行业标准才能促
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保证人民群
众享受到富有文化底蕴的演艺产
品。

■访谈 湖南演出娱乐行业协会会长刘文渊：

“演艺湘军”进入融合时代

充满湘西灵魂的实景巨制

《边城》 重现湘西民俗。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边城》：

春天的交响
———文艺湘军创新录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