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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丛博

本报讯 时光如水，岁
月如诗，用朗诵诗歌的形式
辞旧迎新也是一种不错的
选择。记者昨天获悉，2016
中国诗歌春晚河南分会场
暨河南省第一届诗歌春晚，
将于1月30日下午在郑州
教育电视台演播厅举行。

经省朗诵协会与中国
诗歌春晚组委会协商，2016
中国诗歌春晚在河南设立
分会场，并成为河南省第一
届诗歌春晚，由省作家协
会、郑州教育电视台主办，
省朗诵协会、省诗歌学会等

承办。晚会将围绕“团圆、
祥和、欢乐、诗意”的主题，
分诗诵春节、诗诵中国、诗
诵生活、诗诵梦想四个部
分，通过诗歌彰显中原文
化，讴歌河南精神。

据了解，晚会邀请了众
多著名作家、诗人、朗诵家
参与，由作家邵丽、乔叶等
担纲文学顾问，诗人马新
朝、高金光、张鲜明、吴元成
担纲诗歌顾问，朗诵艺术家
于同云、李茜宇、王雅莉、解
瑞民担纲朗诵顾问，省朗诵
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永平出
任总策划、总导演。大河网
将在春节期间播出。

□记者 游晓鹏

本报讯 昨日，大河报
记者从郑州轻工业学院获
悉，近日文化部和教育部正
式部署实施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
培训计划，郑州轻工业学院
进入首批入选的57所委托
高校名单，是河南省唯一一
所入选该项目的高校。根
据计划，河南的非遗从业者
将有机会进入高校学习，学
习美学基础、知识产权保
护、品牌营销等课程。

该培训计划是文化部、
教育部在先期试点的基础
上实施的，将委托有关高
校、设计企业等开展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教育
培训。根据计划，文化部和
教育部每年将组织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传承人群参加研修、研习
和培训，5年内将培训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10万
人次。

据了解，郑州轻工业学
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
心是河南省高校中成立较
早的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研究、保护与传承的研究
机构，该中心副主任薛峰表

示，轻院参与此次培训，偏
重于泥塑、木版年画和剪纸
三个方向，计划2016年开
展 3 期，每期招收学员 60
人，招生对象从非遗保护名
录中省级及以上非遗项目
从业超过一年以上的人群
中选取。培训由文化部拨
款，学员学费、饮食、住宿全
部免费。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
间通常有一套师傅带徒弟
的传承系统，为何还要由高
校对从业者进行培训？薛
峰表示：“在非遗技艺上我
们肯定是比不上老艺人的，
高校的培训不会打破非遗
技艺的传统性，目的在于帮
助很多没有经过学校训练
的学徒、从业者增强美学、
艺术观念等基础，还要开设
知识产权保护课、品牌营销
课，带他们去参观访问，增
强他们的市场生存能力、开
阔眼界。”

河南省文化厅非遗处
处长刘春晓昨日受访时表
示，后继乏人是国内非遗传
承的一大难题，我省高校进
入该培训计划，并且针对非
遗传承人群而非某个人进
行专项培训，对我省非遗传
承非常有利。

核心提示 | 1月27日，《中国好声音》的国外版权方发
布禁制令，禁止灿星制作公司制作及播放《中国好声音》第
五季节目，1月28日，灿星制作回应，称国外版权方违反国
际惯例，版权模式费从起初的200多万飙升到过亿人民
币。灿星方面表示，《中国好声音》节目中文名称系灿星
制作与浙江卫视联合创意命名，同时灿星制作保留自主
研发、原创制作《中国好声音》节目的权利。如Talpa坚
持天价模式费的不合理需求，导致双方谈判破裂，那么
灿星制作将全新研发模式，制作完全自主原创的《中
国好声音》节目。同时，星空传媒已启动针对Talpa
的国际诉讼，拟将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同步提起国
际诉讼，状告Talpa单方面撕毁合约的行为。
而第五季《中国好声音》将如约于7月初在浙江
卫视播出。

近年来，综艺节目迎来爆发期，几乎每
个卫视都有一档看家综艺节目，但其中大多
数和《中国好声音》一样属于“舶来品”，即购
买国外节目版权，改造成中国综艺节目，如

《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了不起的挑
战》等。即使节目已经拥有稳定的观众群
体，日趋成熟，但若授权期限一到，理论上就
会存在其他平台来抬价哄抢这些品牌的可
能性。这一方面会导致国内电视综艺节目
制作市场混乱，另外，对于投入大量资金的
制作平台来讲，其命脉依然捏在“版权方”手
中。可以想象的是，即使今年夏天的第五季

《中国好声音》采取本土化制作，但节目的核
心——转椅子、话筒以及 LOGO 都不能用
了，势必会让观众很不适应，从而对节目造
成巨大伤害。但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如果一
切按照合约来进行，面对版权方的巨额模式
费，国内制作公司也只能听之任之。

买国外节目的风险正在显现，让观众受
欢迎的“原创”何日能实现？这也许是解锁
国内综艺节目的命门。

河南省第一届诗歌春晚
将在郑州举行

郑州轻院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群培训计划首批委托高校

非遗从业者有机会
进高校学习

《中国好声音》准备打国际官司
遭遇国外版权方天价模式费

原创匮乏制约国内综艺节目

大河报记者昨日试图联系唐德影视企宣
部经理易竹君，但截至记者发稿时，对方的电
话一直无人接听，发送短信也无回应。那今
年观众是否还能看到《中国好声音》呢？“好声
音”宣传总监陆伟告诉大河报记者，目前公司
正在继续争取续约谈判，以及原创《中国好声
音》模式的讨论，版权纠纷对目前正在进行的
海选没有影响，“第五季《中国好声音》也将按
原计划于7月初在浙江卫视播出”。

在2015年 8月，就有
消息称灿星制作只从Tal-
pa手中买了四年版权。当
时灿星制作回应，《中国好
声音》版权是三年一签，但
灿星拥有“独家优先续约
条款”，在中国大陆地区，
除非灿星不买，别家才能
买。昨日，灿星制作发布
声明，表示《中国好声音》
这一中文节目名称系由灿
星制作与浙江卫视联合创
意命名，该节目品牌属于
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共同
拥有，Talpa公司无权授权
任何一方制作名为《中国
好声音》的节目；如果Tal-
pa公司依然拒绝按照世界
各国公认的模式节目收费
标准，为索要天价模式费，
单方面撕毁与灿星制作尚
未到期的品牌授权合约，
那么灿星制作保留自主研
发、原创制作《中国好声
音》节目的权利。

声明的重点在于“模
式费”，据灿星方面介绍，
按照国际惯例，节目的模
式费用占节目整体制作费
的 5%左右，因此在 2012
年，灿星制作向Talpa支付
了节目模式费200多万元
人民币。2013年，灿星制
作与 Talpa 公司就《The
Voice Of……》模式进行
第一次续约谈判，Talpa

公司表示，国内有其他卫
视及制作公司愿意出一亿
元 采 购 《The Voice
Of……》节目模式，要求灿
星制作将模式费一举涨到
每年过亿元人民币。灿星
方面表示，这一标价已经
严重违背模式费占节目制
作总成本约5%的国际惯
例。经过谈判，灿星制作
最终以每年6000万元版权
费的价格续约。2014年及
2015 年，Talpa 继续聘请
专人在中国市场活动，试
图鼓动其他制作单位抢购
《The Voice Of……》节
目模式，但未获得成功，该
模式费也因此两年没有变
化，灿星制作由此获得
2018年之前节目模式的独
家续约权。

因此，灿星方面认为
品牌授权合约尚未到期，
如此漫天要价实属不妥，
另外，灿星于1月21日向
唐德影视发出律师函，称
唐德影视在《公告》中“不
披露包括灿星制作享有独
家排他续约权、唐德影视
与荷兰Talpa公司的交易
对价等核心、重大信息，
将致使广大股民对唐德影
视取得权利的可能性以及
对唐德影视未来财务负担
及盈利状况产生严重误
判”。

事情还要从1月20日
唐德影视发布的一则公告
说起，唐德影视在公告里表
示与《中国好声音》的荷兰
版权方Talpa签署合作意
向书，后者将授予唐德影视
《The Voice of……》系列
节目的开发、发行、营销等
独家权利和许可，并向其提
供创作和制作支持服务。
从意向书具体内容来看，主
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由
Talpa及唐德影视或各自
的关联公司共同设立中外
合资公司，在中国开发和使

用电视模式、商标以及其他
知识产权；第二，Talpa向
唐 德 公 司 授 予《The
Voice of……》节目相关
权利，并提供相关服务。

据公开资料显示，唐德
影视全称为浙江唐德影视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该公司的最大特
色是“明星入股”，通过
2011年 4月的增资，唐德
影视引入范冰冰、赵薇、张
丰毅等艺人股东，继华谊兄
弟之后再次书写艺人入股
影视公司的双赢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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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发布公告“好声音”今年易主？

灿星发布声明 版权方漫天要价

《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透露
第五季按原计划播出

□记者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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