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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笑与泪水齐飞，困难与希望
共存。9 月 14 日、15 日，130 多位来
自全国的豫剧人代表回到豫剧的
家乡河南，在感受豫剧“一家亲”的
同时，向亲人们讲述烦恼、吐露心
声、寻求发展。

在豫剧 300 年历史上，这是头
一次“百鸟归林”。归林，是为了更
好地出发。

河南率先行一步

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近
一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政策，鼓励、
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今年 7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
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7 月
29 日，全国戏曲工作座谈会召开；9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
意见》；9 月 15 日，《关于推动国有
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
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
指导意见》也新鲜出炉……

“这么多政策的出台，彰显着
国家对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视。中

央发出了号召，我们怎么响应？河
南率先举了手，率先做出了表率。
这对全国戏剧界是一种非常积极
的推动力量。”中国剧协主席濮存
昕说。

这种响应不是一蹴而就，而是
萦绕在豫剧人心头多年的梦终得
实现。河北邯郸东风剧团团长苗
文华感慨地说：“多年来，身在外地
的豫剧人多希望能坐在一起，互相
学习、互相进步。这次得以相聚，
我们已经期盼下次了。”

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
精神家园，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崇
高使命。担负起这种使命必须先
搞好自身建设。在老一代豫剧大
师打下的基础上，新一代豫剧人
李树建、汪荃珍、王惠、丁建英、贾
文龙等带领着豫剧“十万大军”，
将豫剧从河南演到了世界，在扩
大影响力的同时，不断强壮着豫
剧的筋骨。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豫剧院团
工作交流会，而是吹响了全国豫剧
大发展的集结号。”省文化厅厅长
杨丽萍说。

希望仍旧在心头

豫剧院团数量锐减、观众日益
老龄化、青年演员青黄不接、经费
困难制约发展……这些存在多年
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是全国豫剧院
团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且很难在短
时间内解决。

“解决不了就放弃？我们团房
无一间、地无一垄，工资都保障不
了，我们不还是在唱着？我热爱豫
剧这个行当，放不下。只是不知道
这份热爱还能坚持多久。”汤阴县
豫剧团团长李建波眼圈红了。

面对困难，这些坚韧的豫剧人
选择了相信希望，选择了互相鼓
励。他们不再单纯地吐槽，而是针
对不同的难题，提出各自的建议：

湖 北 省 豫 剧 团 的 贺 志 国 说 ：
“能不能成立豫剧发展扶持艺术基
金？”

安阳市崔派艺术研究院院长
崔小田说：“招人、进人能不能让院
团自己说了算？”

洛 阳 豫 剧 院 院 长 张 松 晓 说 ：

“我们改制以后举步维艰，不适合
改制的院团能不能不改制？”

西安市豫剧团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赵鹏说：“作为全国豫剧界的龙
头，希望河南豫剧院多帮助外省院
团，在人力、艺术创作等方面给予支
持，把院团管理、经营经验传授给我
们，让豫剧在外地开枝散叶。”

“伟大梦想成就伟大事业，豫
剧事业大有希望。”参加完讨论会，
著名主持人白燕升说。

办法总比困难多

高昂和激动的情绪总是要落
到扎实的实践中。如何破解难题，
全国豫剧人以及文艺界其他专家
学者也积极地建言献策。

钱从哪里来？“除了积极争取
政府财政支持，社会各界尤其是有
实力的企业家应该多支持文化事
业。文化是大家的事业，是关系到
民族复兴的事业，每个人都应投身
其中。”河南豫剧院名誉院长、洛阳
九俸集团董事长何运才说。

精品怎么创？著名评论家刘

景亮认为，应重视传承和保护，精
心复排传统经典剧目，不要总想颠
覆传统。

观众怎么留？沙河市豫剧团
团长刘永生说：“观众的去留关键
在于你的戏好不好。无论是国有
院团还是民营院团，想留住观众就
必须主动走下去，扎根基层演好
戏，靠等靠要没希望。”

演员怎么保？“落实工资政策，
改变奖励机制。各地政府要真正
落实国家出台的各项保护发展戏
曲政策，才能让戏曲的春天真正到
来。”新疆石河子市副市长乐旸说。

豫剧，源于中原，却不只属于河
南，更属于中国。面对全国豫剧人的
心声，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承诺：
每两年举办一次豫剧院团长工作会，
河南豫剧院的优秀剧本在全国豫剧
院团共享，利用新媒体打造全国豫剧
院团长微信平台、下派人员去其他省
份的豫剧团进行指导……

“一句话，我们一定大力支持，
全力支持，永远支持。我们坚信办
法总比困难多，豫剧明天更美好。”
李树建说。④4

对中央精神响亮回应 为豫剧事业砥砺前行

听听全国基层豫剧人的心里话
□本报记者 刘 洋

中国电影《老炮儿》作为第 72
届威尼斯电影节闭幕影片上映。主
演冯小刚日前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
访。他表示，片中的六爷是他至今
演得“最走心”的角色。

冯小刚身着正装，鼻梁上架着
黑色墨镜，身上还隐隐地透着片中
男主角六爷的强大气场。

“我不是专业演员，所以只能用
最本色的方式演绎这个角色”，执导
过多部影片的冯小刚说。尽管如
此，他认为比起此前在《功夫》、《让
子弹飞》等片中的友情客串，他自己
在六爷身上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
算得上是演得“最走心”的一次。

《老炮儿》的主角六爷生活在北
京后海胡同里，提笼架鸟、爱管闲
事、仗义执言，年轻时有过轻狂、经
过风浪，到老了仍是一身爷们气。

“这样的人从小到大就生活在我的
周围，对我来说六爷并不陌生”，冯
小刚说。

跟片中的六爷一样，冯小刚表
示，自己也有过迷失的感觉。他说，
30多年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化是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但是很多传统的东西仿佛也在消失。

在冯小刚看来，片中晓波所代
表的新一代和六爷所代表的深居胡
同、固守传统的老一辈，在社会剧烈

变革的今天，无论在文化上还是人
际关系上都存在着巨大冲突。它所
表现出的现实意义正是《老炮儿》这
部影片的意义。

谈到在场的影片中的搭档，冯
小刚赞赏许晴在影片中表现专业，
把与自己性格、气质反差巨大的“话
匣子”诠释得活灵活现。关于初登
大银幕的李易峰，冯小刚的评价是，
人物关系把握准确、表演分寸拿捏
到位。两人的默契配合对他演好六
爷有很大助益。

至于自己的演技，冯小刚没有
给出分数，他说，还是留给观众评价
吧。④4 （据新华社电）

冯小刚：六爷演得“最走心”

全景式反映中国 14 年抗战历
史的纪录片《燃烧的影像》9 月 14
日在武汉首映。

导演黎涛介绍，这部纪录片长
95 分钟，内容来源于中国电影资
料馆馆藏的 500 余部抗日战争时
期的纪录电影。海报中，一幅以故
宫为背景的照片尤其受到瞩目，这就
是20万日军在故宫太和殿前投降的
历史场景，影片中首度曝光了长达
15分钟的受降仪式。

影片还首次披露了一些历史细
节。如在武汉空战中，除了人们已知
的苏联空军，还有一批在日本留学的
中国学生军回汉参战，最终战死在武
汉。日本八路、川岛芳子以及南京大
屠杀的部分画面也鲜为人知。

制片人薛宁介绍说，虽然拍摄
者的拍摄角度与内容各不相同，但
是都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性，对于研
究中国的抗战史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④4 （据新华社电）

9 月 12 日晚，位于美国大洛杉
矶格兰多拉市的“豪表演艺术中
心”座无虚席，近 2000 名华侨华人
带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观看了著名
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的专场演出

《姜昆“说”相声》。
“爱国”与“敬业”，“传承”与

“创新”，成为整场演出的鲜明特
色。65 岁的姜昆用新颖的“相声
秀”表现形式，把观众们逗得开怀
大笑、掌声不断。两个多小时的演
出中，姜昆的表演占了近三分之
二。他说：“这台表演讲的是‘传
承’，讲的是老一辈相声演员怎样热
爱表演艺术，我们怎样继承，现在我

们又怎么鼓励年轻人把相声艺术传
承下去。”从讲述李文华等老一辈相
声艺术家的感人事迹，到与“80后”、

“90后”相声新秀一起在台上蹦蹦跳
跳，姜昆“传承”的良苦用心真真切
切地展现在观众眼前。

姜昆说,这台“相声秀”在传统
相声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突破。
除了表现相声演员擅长的“说、学、
逗、唱”之外，大屏幕背景影像、现
代舞台声光效果，使演出不再局限
于“相声”，而成了场地地道道的

“相声秀”。姜昆计划 3年内在国内
和国外各演出 100 场《姜昆“说”相
声》相声秀。④4 （据新华社电）

全景反映中国 14 年抗战

纪录片《燃烧的影像》首映

导演张扬：

中国电影市场
应走向商业与艺术的平衡

姜昆在美国“说”相声

参加第 40 届多伦多国际电影
节的导演张扬 9 月 14 日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电影市场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希望
市场在商业与艺术之间更趋平衡。

本届多伦多电影节将展映来自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 13部华语片，张
扬执导的新片《冈仁波齐》入选“当
代世界电影”单元。张扬说，影片讲
述生活在西藏小村庄里的尼玛和亲
朋好友前往拉萨以及神山冈仁波齐
朝圣的故事。影片以纪录片模式真
实呈现了当地人的朝圣之旅，片中
人物都是非专业演员，张扬将之定

义为“真实电影”。
张扬说，希望通过《冈仁波齐》

来讲述单纯而极致的故事，既不是
为了票房，也不迎合观众，更多的是
自我艺术表达。张扬认为，中国电
影市场形势一片大好，电影产量和
票房增长令世界瞩目，但繁荣的表
面却难掩失衡，“真正有价值、有艺
术品位的电影越来越少”。

张扬认为，当市场达到如今这
么大的体量，应该有一部分空间留
给小众电影和艺术电影，这需要发
展艺术院线以及更平衡的艺术发行
渠道。④4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