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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吴志恩

本报讯 6 月 16日下午，
“张怀涛教授著作捐赠会”在郑
州大学举行。

张怀涛是中原工学院图书
馆原馆长，他毕业于武汉大学
图书馆系，致力于图书馆事业
36年，勤于著述，共发表学术
文章 190 多篇，出版书籍 28
部，完成各类科研项目16项。
他先后主讲“阅读学”“目录学”
等12门课程，被多家大学聘为
兼职教授或名誉图书馆馆长。

不久前退休的张怀涛难舍
图书馆事业，他选择了16种个
人专著，分赠给河南省图书馆、
河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郑州
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
等15个单位。捐赠会上，图书
馆界的专家们对张教授的学术
著作进行了研讨，高度肯定了
他对河南图书馆事业、图书馆
学研究的贡献。

□记者 端子

本报讯“走一道岭来翻一
架山，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
……”熟悉的唱段再次响彻登
封市大冶镇朝阳沟村。昨天，
河南豫剧院三团生活体验创作
基地揭牌仪式在这里举行，仪
式上，河南豫剧院三团的老中
青三代演员为村民奉献了精彩
的演出。

昨天上午，载着老艺术家
的大巴车刚停稳，热情的村民
就拥上来，拉着老艺术家高洁
的手说：“恁可回来了，还回咱家
吧。”一位村民端着刚下好的手
工面条来找张月婷，张月婷激动
地说：“就冲着你回回给我做面
条，我也得经常回来。”三团的每
一位演员都与村民熟稔且亲
近。

“我们这就是回家了。”河
南豫剧院三团团长贾文龙说，
《朝阳沟》以丰富的文化底蕴，
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及浓郁的
乡土气息，为中国戏曲现代戏
树立了一座丰碑。而《朝阳沟》
正是著名剧作家杨兰春先生
1957年在朝阳沟村体验生活
后创作的，它既奠定了河南豫
剧院三团在全国文艺界的地
位，也让该团与朝阳沟村结下
了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高
洁、杨华瑞等老艺术家都曾在
村里长期体验生活，每一次回
朝阳沟村对他们来说就是回
家。“恰逢杨兰春先生与朝阳沟
村结缘60年，今天的创作基地
揭牌即是完成先生的心愿，先
生的墓在这里，他深入群众搞
创作精神一直影响着三团人，
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
创新，我们会把朝阳沟精神代
代传承下去。”

在刚刚闭幕的上海电
视节上，腾讯为打造IP全产
业链一口气发布了近60个
IP，完美世界也发布了都市
轻喜剧《我的！体育老师》、
青春军旅剧《深海利剑》、原
创青春萌宠系列《神犬小七
第三季》、仙侠IP剧《香蜜沉
沉烬如霜》等制作计划。完
美世界影视董事长兼CEO
廉洁认为，在开发IP全产业
链的推动下，泛娱乐联动成
为当下影视业的标准姿势，

“国内的IP影视剧，大多实
现了影视、游戏联动开发，有
很多在进行全产业链式的开
发。在 IP选择上，首推原
创，其次是购买热门IP，再是
选择有新意的IP。”廉洁说，

“利用成功的影视作品题材
进行IP资源再开发，在对已
有IP的影视改编上，重视对
故事、人物、视听等方面的创
新和衍生开发，这是泛娱乐
的需求，也是延长IP寿命的
有效手段。”

昨日，由袁和平执导的
电影《画江湖之不良人》在
上海宣布正式启动，该片脱
胎自国漫精品“画江湖系
列”，实现了从动漫到网剧
再到电影的三级跳。出品
方表示，电影版《画江湖之
不良人》将在制作上以国际
水准为衡量标准，实行多样
化的营销手段，实现其票
房、口碑和品牌的成功和收
益最大化。谈到为何选中
袁和平来执导这部电影时，
出品方映百年公司CEO兼
总制片人徐林解释：“我们
要最大限度地还原给观众
一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
武侠梦，这点只有袁导能做
到！”据介绍，该片从筹备之
初就确立了“精品化”的制
片路线，并秉持着“匠人之
心”历经漫长的筹备期。对
于项目的制作及成本问题，
出品方表示：“制作方面的
费用该花就花，一分钱一分
货的道理大家都懂。”

□记者 王峰 文 平伟 摄影

本报上海专电 昨日，电影
《龙虾刑警》在上海举行发布
会，该片由袁姗姗、王千源、刘
桦等主演，导演是由演员转型
而来的李昕芸。袁姗姗(上图)
透露虽然拍的是喜剧，但压力
巨大，甚至初期不敢面对自己
的角色，放开演之后，袁姗姗就
彻底放下心理包袱，开始放飞
自我。

据介绍，《龙虾刑警》讲述
的是王千源和袁姗姗饰演的刑
警为了侦查贩毒团伙，以一家
小龙虾店为掩护，但烹制龙虾
的大厨厨艺出色，导致龙虾店
越来越火，从而发生一系列紧
张刺激又妙趣横生的故事。袁
姗姗透露自己在《龙虾刑警》中
放开了，“这次演警察很过瘾，
我真的是豁出去放飞自我了。
我敢说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大
家一定会大吃一惊，啊，这真的
是袁姗姗吗”？谈到对角色的
理解，袁姗姗说：“我这个角色
有时会像普通女孩子一样为爱
情犯愁，还会有一点恨嫁的情
结，但只要面对犯罪分子，就立
马变成辣手警花，不管是性格
还是造型，都非常麻辣，可以说
是我饰演的最酷的角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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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如何打通IP“任督二脉”？

□记者 王峰

本报上海专电
近年来，资本狂热、
流量明星、影视快餐
等现象伴随着IP的
走红而随处可见，随
着2016年影视平淡
期的出现，如何开发
和利用好IP成为影
视从业者着重思考
的问题。在正在进
行的上海国际电影
节，不管是金爵电影
论坛的议题，还是各
家电影公司呈现的
行业现象，都似乎促
使 IP 逐步摆脱“污
名”，回归正途。

昨日举行的“IP全产业
链开发和中外电影行业差
异”主题论坛上透露，如何
开发IP全产业链已成为今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大热
话题。何为 IP 全产业链？
近年来，《花千骨》《盗墓笔
记》《诛仙》等网络文学成为
最大的影视 IP 源头，而像
《十万个冷笑话》《熊出没》
等则是IP源头动漫方向的
延伸。这些数量庞大而丰
富的IP资源，基于如今版权
意识和保护力度的加强，加
之互联网泛娱乐化所带来
的内容开发与价值变现需
求，也变得越来越火爆，因
此，一个打通文学、游戏、动
漫和影视等多种文化业务
领域的IP生态体系也应运
而生。换句话说，IP全产业
链就是要用一个主题IP打
通不同的文化形态，从而尽

可能地实现利益最大化。
然而，实现IP全产业链

并不容易，国内影视制作方
还处于摸索阶段，在这方
面，网剧领域的步伐要领先
于电影。曾成功打造《暗黑
者》的制作人白一骢表示，
目前除了《花千骨》实现了
真正的全产业链，还没有看
到哪个产品在这方面产生
了很大的价值，“《老九门》
在播出时很火爆，但衍生游
戏悄无声息，两个产品之间
并没有联动价值”。《十万个
冷笑话》的制作方、有妖气
公司的运营总监鲁鹏也表
示，目前在动漫领域，真正
打通IP全产业链的只有《十
万个冷笑话》，它从漫画到
动画，再到电影票房超过
1.2亿，“其实决定能否成功
的，还是每个类型产品的品
质”。

在昨日论坛上，与会电
影人达成的一个共识是，目
前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已经
形成了成熟的IP全产业链，
即使不开发新的IP，完全吃
老本，也能够实现巨大的利
润。派拉蒙、环球、20世纪福
克斯、华纳与索尼等好莱坞
公司的IP开发运营的重点主
要放在了电影上面，注重于
电影本身，追求纯票房收入
是这些公司的主营方向。20
世纪福克斯的《X战警》，索尼
投拍的《蜘蛛侠》，环球影业
的《绿巨人》，华纳兄弟的《刀
锋战士》，派拉蒙的《美国队
长》《钢铁侠》《变形金刚》
等，美国漫威影业更是提出
了“漫威宇宙”的概念，构建
一个个经典的动漫形象，并
且以电影为核心，打造全产
业链，实现经济、社会、文化
价值的最大化。

但这些都是大的框架，
作为电影人，如何鉴别一个

优秀IP，如何将其完美地呈
现在银幕上就是创作的学
问了。在昨日的2017“好莱
坞工匠”中美影视分享会
上，如何学习好莱坞的工匠
精神是讨论的重点。导演
乌尔善认为，作为导演，不
用过多考虑如何将其全产
业化，那是电影公司老板们
考虑的事，他认为应该向好
莱坞学习工匠精神。乌尔
善计划用十年时间打造国
产原创IP《封神》三部曲，为
此他专门去请教《指环王》
《黑客帝国》等系列电影的
制片人，得到的反馈也确实
需要这么长时间。乌尔善
认为在快节奏的推动下，很
多国产电影都成了流水线
上的速成品，而自己“只是
用正常的周期，做正常的事
儿”。谈到开发原创IP的初
衷，乌尔善认为国产电影不
能只是喜剧和校园爱情，自
己想挑战一下困难的类型。

要做IP，全产业链正当时

放眼看，如何借鉴好莱坞？

泛娱乐，延长IP寿命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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