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着力提升原创能力
创作更多文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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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峰 文 李康 摄影

昨日，网剧《老九门》番外
篇在郑州举行路演推广活动，
主演胡耘豪、杨紫茳、王美人
为四部番外篇做宣传。该剧
与正剧最大的不同，就是观众
可以看到主要演员不同于《老
九门》正传的另一面。2016年
是网剧市场急剧扩容期，多部
剧集轻松打入“10亿俱乐部”，
更不乏单剧网络播放量破百亿
次的爆款出现，随着市场的扩
容，对网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如何寻找别具一格的切入点，
提高自身竞争力，成为各家网
剧制作方考虑的重中之重。

《老九门》自从在电视台
和网络双平台播出以来，频频
刷新视频行业纪录，成为全网
首部破百亿的自制剧，如今

《老九门》番外篇无缝接档《老
九门》。《老九门》番外篇包括

《二月花开》《虎骨梅花》《恒河
杀树》及《四屠黄葵》四部剧
集，将分别对应二月红篇、解
九爷篇、霍锦惜篇和陈皮阿四
篇，相当于四部人物传记。

“《老九门》剧集是群像、
家族故事，而番外篇则侧重于
四大人物的独立段落，讲述四
个人在不同时期个人化的故
事，更像是人物外传。在番外
篇中，观众将看到不同于《老
九门》中的人物性格，以及他
们为何形成各自的性格。”胡
耘豪说。

对于有固定而又庞大粉
丝群体的IP来讲，围绕着它打
造“番外”是一个不错的想
法。为影视剧拍摄番外的模
式在国外早已屡见不鲜，不过

《老九门》出品方爱奇艺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次为《老九门》
拍摄番外篇，并在剧集收官后
接档播出在国内尚属首例，将
为网络影视剧的发展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创作+播出”模式。

《美人为馅》《法医秦明》
《画江湖之不良人》《灵魂摆渡
3》《老九门》……如今网剧市
场已经进入白热化期，也并不
是只要投入就有产出。近日
发布的《2016网络自制剧行业
白皮书》显示，2016年网络自制
剧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116743
分钟，而目前网剧市场容量仅
为43800分钟，这也就意味着有
一多半网剧不能在当年播出，
等待它们的也许是来年播出，
也许永无出头之日。

今年年初，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加强了对网剧的管
理，对一系列打色情、暴力擦
边球的网剧进行删改或者下
架处理；10月底，《网络视听节
目内容建设扶持项目》出台，
进一步引导和鼓励优秀网络
视听节目制作播出，同时提升
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品质，并将
对网络剧审查做出一系列规
定，比如网络剧审查开始，线
上线下统一标准等。

业内人士认为，在互联网
的影响下，网络影视剧已逐步
走入大众视野，也终将和电
视、电影等传统文艺平台共同
构成主流视听，“随着监管的
进一步完善和严格，网剧的优
质内容价值也逐日凸显，如今
各家制作方再想一味追逐红
利已几无可能，如何提高自身
质量，打造精品才是‘突围’的
重要因素”。

□记者 游晓鹏 文 李康 摄影

本报讯 豫剧《焦裕禄》何以
拿下文华大奖第一名，又给河南
的文艺创作带来哪些启发？11
月8日上午，豫剧《焦裕禄》经验
交流暨戏剧精品创作生产座谈会
在省人民会堂举行，座谈会由省
文化厅厅长杨丽萍主持，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素萍出席并讲话，
副省长张广智及《焦裕禄》主创、
省直各文艺院团有关人员和戏曲
专家等参会。

由河南豫剧院三团创排的豫
剧《焦裕禄》10月31日荣获第十
一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第一
名，主演贾文龙荣获文华表演奖
第一名，这种“双第一”在我省文
艺史上尚属首次。与会者认为，
这一凝结各方汗水的成绩不仅属
于河南豫剧院、河南戏曲界，也属
于整个河南文艺界，其对豫剧的
发展乃至河南文艺事业的整体提

升将产生积极影响。
《焦裕禄》编剧之一姚金成、

导演张平、主演贾文龙等主创人
员就该剧的选材取舍、故事讲述
和舞台演绎做了分享；戏剧专家
陈涌泉、李利宏、黄海碧、齐飞等
就该剧的艺术创新、构思打磨等
方面做了探讨；河南歌舞演艺集
团、河南豫剧院相关院团有关负
责人等就《焦裕禄》为我省戏剧事
业提供的成功经验，对打造文艺
精品、讲好中原故事的启发做了
发言。

《焦裕禄》如何做到了感染
人、教育人、鼓舞人？赵素萍在作
总结发言时表示，该剧做到了四
个“精”：主题突出，在思想上求

“精深”；遵循规律，在艺术上求
“精湛”；耐心打磨，在制作上求
“精良”；团结拼搏，在合作上求
“精诚”。

赵素萍指出，我省要创作出
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须着力提

升原创能力，以独到的眼光、以传
承与创新结合的新意、以与时代
人民同频共振的脉动，创造出一
批有思想内涵、有艺术品质、有独
特风格的文艺作品；要着力聚焦
现实题材，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
量；要着力提高作品质量，以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创作有筋骨、
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要着
力强化文艺批评，推动文艺健康
发展；要着力加强人才和团队培
养，造就一支高素质文艺人才队
伍。同时，各级党委政府要在政
策上、体制机制改革上、院团提升
改造上、宣传推广上给予大力支
持，推动河南戏剧事业再上新台
阶。

张广智指出，全省文艺界要
进一步精益求精，反复打磨，多出
精品力作。各级政府要支持戏剧
事业发展，及时解决实际问题和
困难，为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
地做出贡献。

□记者 游晓鹏

本报讯 11月7日晚，濮
阳市戏剧艺术传承保护中心自
编自导自演的豫剧《大清诤臣
窦光鼐》拉开了由河南省文联、
中共濮阳市委、濮阳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河南省戏剧家协
会、濮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濮阳市文联等承办的“濮阳
杯”第七届黄河戏剧节帷幕。

窦光鼐史有其人，山东诸
城人，为官清廉，立朝五十年，
风节挺劲无所阿附。《大清诤
臣窦光鼐》以窦光鼐查贪的真

实历史故事为背景，生动塑造
了一个既刚正不阿又有情有
义的清官形象。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该剧
专家研讨会上，专家们对这部
新戏给予肯定，同时，就加强
人物心理描写、强化戏剧冲突
方面提出了建议。“这出戏找
到了一个很有社会价值的开
掘方向，主创人员立足于本
地，有利于打响新人新戏，整
部戏动作性很强，很吸引观
众，表演也很见功力。”本届戏
剧节评委会成员刘景亮告诉
大河报记者。

□记者 张丛博 文 李康 摄影

本报讯 昨日下午，河南
艺术中心广场一派热闹红火
景象。来自全省的千余名广
场舞爱好者齐聚于此，参加由
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
办的“幸福河南”河南省首届艺
术广场舞展演。这些年龄普遍
在五六十岁的舞者不惧天寒，
脱下棉袄上场便是一番热舞，
娴熟的动作不输于年轻姑娘小
伙，尤其是蕴含的浓浓“河南
味”让观众直呼“得劲儿”。

本次活动以活跃基层群
众文化生活为主旨，自今年5
月启动以来，在中原大地如火
如荼地铺展开来，参与群众
超过百万人次。经过全省18
个省辖市、10个省直管县四
个片区共28场展演，从数百
个作品中选拔出49个作品参
评。经过各地进一步的修改

提升，最后挑选出郑州市《溱
洧踏歌》、信阳市《八月桂花遍
地开》等25个作品参加当天
展演。其中的优秀节目还将
进行全省巡演，并录制视频、
制作影碟全省推广。

展演的队伍多以大妈为
主，这让以18名大叔为主力
的郑州红月亮艺术团分外抢
眼。他们带来的《推车歌》舞
蹈，通过修渠推车的内容展现
红旗渠精神。63岁的白进忠
已学了5年广场舞，最初是在
公园打太极拳时看到旁边跳
广场舞的队伍，便跟着尝试了
几次，感兴趣后加入其中不亦
乐乎，两周前刚随团去北京水
立方参加了全国比赛。他说:

“跳广场舞既能锻炼身体，还
能交到很多朋友，大家在一起
练舞可以保持积极的精神状
态，身心愉悦了病痛也不找上
门了。”

□记者 王迎节

本报讯 昨晚，郑州大学师
生过足了戏瘾！河南豫剧院三
团给他们送去了豫剧现代戏
《焦裕禄》。据悉，这是河南省
戏曲进校园活动高校组首场演
出，河南戏曲进校园活动由此
正式启动。

刚获得文华大奖的豫剧《焦
裕禄》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新的
审美震撼，特别是豫剧名家贾文
龙、蒿红伟的精湛演绎，给师生
们带来了精神洗礼。

让戏曲进校园，旨在提升
广大青少年审美素养，增强学
生戏曲艺术素养和审美素养。
据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省
文化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
于印发河南省“戏曲进校园”活
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安排，
2016年秋季开始，全省学校开
展这一活动。活动面向全体学
生，力争三年内实现全省大中
小学校所有学生每年免费欣赏
到一场优秀戏曲演出，并通过
戏曲类课程开设、教师专业培
训、特色学校培育等多种形式，
开展戏曲文化知识教育。

戏曲进校园

《大清诤臣窦光鼐》
拉开黄河戏剧节大幕

网剧该如何“突围”？

首届艺术广场舞展演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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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诤臣窦光鼐》演出现场 小草 摄影

胡耘豪、王美人、杨紫茳
(从右至左)

豫剧《焦裕禄》经验交流
暨戏剧精品创作生产座谈会昨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