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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河南省优秀剧（节）目展演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百花竞放正当时 坚定信念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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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幕落下，掌声经久未息，观众久

久不愿离去。9月 2日晚，作为“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河南省优秀剧

（节）目展演活动的第九场演出，由河

南省豫剧院二团创排的新编历史剧

《程婴救孤》在河南艺术中心震撼上

演。“程婴救孤”，这样家喻户晓的剧

情，在演员全身心投入的演绎下，带给

了观众无限惊喜和感动。

“这次展演活动我已连续看了好

几场，有经典、有传承、有创新，既有

‘定海神针’般的耀眼名家，也有朝气

蓬勃的舞台新秀，‘河南戏’越来越中

啊。”前来观看演出的郑州资深老戏迷

葛先生竖起大拇指由衷赞叹道。

此次展演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

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南豫剧院承办，

恒品文化-戏缘 APP、河南保利艺术

中心管理有限公司协办。展演活动名

家荟萃，自 8月 18日拉开展演序幕以

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观

众的纷纷点赞，多场剧目“一票难求”，

线上线下的演出票早早售罄。

这一现象折射了我省文艺事业发

展的良好生态。这种文化繁荣发展的

局面得益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省

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河南文艺事

业与祖国共成长，广大文艺工作者以

昂扬的精神状态为时代放歌、为人民

抒怀，创作了一大批反映社会变革和

人民生活“传得开、叫得响、留得住”的

优秀作品，全省文艺事业焕发出蓬勃

的生机和活力，呈现出文艺精品迭出、

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

□本报记者 温小娟

豫剧《重渡沟》《香魂女》《朝阳沟》、越调
《老子》、青春版话剧《红旗渠》、舞剧《水月洛
神》……本次展演共有 22场精品剧（节）目集
中亮相，涵盖了豫剧、曲剧、越调、话剧、京剧、
舞剧、音乐舞蹈史诗、音乐会、话剧诗会等多种
艺术形式。展演规模、剧种数量、院团阵容等
方面均为历年来同类活动之最。

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这些
参演作品既关注现实生活，礼赞英雄，又注重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从不同视角体现
了“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展示了近年来我省艺术院团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展现
了70年来国家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以及全省
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

豫剧《铡刀下的红梅》、曲剧《信仰》、现代京
剧《杜鹃山》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豫剧《朝阳
沟》《倒霉大叔的婚事》、话剧《红旗渠》浓重墨彩
描绘了人们不懈奋斗的社会发展进程……其
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上海第十二届
中国艺术节上一举夺得“文华大奖”的豫剧现
代戏《重渡沟》是根据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原
副镇长马海明的真实事迹创作而成，展现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河南的
生动实践，阐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绿色发展理念，再现了一名优秀基层党员干部
敢于担当作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感人事
迹，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特色。目前，
该剧作为我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巡演剧目，正在全省进行巡演。

河南现代题材创作是文艺创作领域一大
亮点。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阳沟》到上世纪
80年代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再到进入新世
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香魂女》《常香
玉》《村官李天成》《焦裕禄》《重渡沟》等精品力
作不断地涌现，河南文艺创作始终关注现实，
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记录时代发展
轨迹，正本清源中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中
展现新作为。

河南现代题材的剧目创作之所以能够长
期、长足发展，在于各级文化管理部门以及广
大文艺工作者对现代戏的创作具有强烈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近年来，河南省秉承现实题材
创作优良传统，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
如在戏剧大赛、剧本征集、省扶持资金评审中
向现实题材倾斜；在创作中坚持“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注重在生活中累积素材、体验人物
等，为业界同行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为了进一
步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我省还制定了《河南省
舞台艺术创作题材规划（2018—2021年）》，计
划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推
出 10部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
雄的精品力作。

与时代同行
多视角展现“中国梦”主题

低票价惠民 培育百姓文化消费习惯

演出是舞台艺术实现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主要方式。如何实现“两个效
益”相统一？我省一直在探索和尝试。

在此次展演活动中尝试“两手抓”，在
让广大群众共享艺术发展成果的同时，也
培育人们文化消费的习惯。演出除了话
剧《焦裕禄》、“我的祖国·专场民族音乐
会”、音乐舞蹈史诗“河南省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演出”外，其他19
场演出均为低价惠民票，每张票价为 20
元，老百姓可以通过线下、线上多个渠道
提前购票，通票和团体票可获得更多优
惠，旨在让更多喜爱舞台艺术的老百姓走
进剧场欣赏高雅演出。

之所以进行尝试、敢于尝试，源于我
省文艺界的文化自信和自身的底气：近年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
每年投入省级资金4000万元支持文艺创
作，形成出作品、出人才的良好态势，实现
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八连冠、国家舞
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八连冠、中
国艺术节大奖七连冠和文华大奖六连冠，
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省份，创造了令人
瞩目的“全国戏剧看河南”现象。此外，通
过“艺术名家推介工程”，举办豫剧本科
班、曲剧本科班、越调本科班，以及各类拜
师活动等，向全国推介了艺术名家，培养
了一大批青年艺术人才，“文艺豫军”叫响
全国。

“河南的戏剧已经不是一个局部的繁
荣，它已经在参与着中国戏剧的大循环，
并且在整体上影响着中国戏剧的创作和
发展。”著名剧作家罗怀臻如此评价说。

截至目前，展演活动进程已过半，根
据票房统计数据以及上座率情况来看，多
场剧目演出票早早售罄、一票难求，吸引
了全省甚至全国各地的戏迷观众专程前
来观看。

“花 20块钱就能看到这样高水平的
演出，真是太值了。”8月 19日晚，豫剧《香
魂女》演出结束后，来自洛阳的戏迷李先
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提前一个星期
就购好了票，下午坐高铁晚上看大戏啥也
不耽误，文化惠民真的让我们老百姓享受
到了实惠。”

许多业内人士表示，伴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越来越多
的人文化消费意愿强，很乐意为自己心仪
的演出“买单”，买票看演出是对艺术的一
种尊重也成了许多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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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剧目

豫剧《重渡沟》

豫剧《香魂女》

豫剧《朝阳沟》

豫剧《五世请缨》

越调《老子》

青春版话剧《红旗渠》

豫剧《清风亭上》

豫剧《苏武牧羊》

豫剧《程婴救孤》

豫剧经典折子戏专场一

豫剧经典折子戏专场二

曲剧《信仰》

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

豫剧《铡刀下的红梅》

现代京剧《杜鹃山》

豫剧《老子·儿子·弦子》

话剧《焦裕禄》

我的祖国·专场民族音乐会

话剧《老街》

音乐舞蹈史诗“河南省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演出”

初心·使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话剧诗会

舞剧《水月洛神》

演出单位

河南豫剧院三团

河南豫剧院三团

河南豫剧院三团

河南豫剧院一团

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河南省话剧艺术中心

河南豫剧院二团

河南豫剧院二团

河南豫剧院二团

河南豫剧院青年团

河南豫剧院青年团

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

河南小皇后豫剧团

河南京剧艺术中心

郑州市豫剧院

河南省话剧艺术中心

河南歌舞演艺集团

河南歌舞演艺集团

河南歌舞演艺集团

河南省话剧艺术中心

郑州歌舞剧院

演出时间

8月18日

8月 19日

8月 20日

8月 22日

8月 25日

8月 26日

8月 28日

8月 29日

9月 2日

9月 3日

9月4日

9月 6日

9月 13日

9月 16日

9月 18日

9月 20日

9月 24日、25日

9月 26日

9月 27日

9月 30日

10月 3日

10月 6日

演出剧场

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

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

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

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

河南人民会堂

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

河南省儿童影剧院

河南省儿童影剧院

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

河南省儿童影剧院

河南省儿童影剧院

河南省儿童影剧院

河南省儿童影剧院

河南省儿童影剧院

河南人民会堂

河南省儿童影剧院

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

河南艺术中心音乐厅

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

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

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

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河南省优秀剧（节）目
展演日程安排

让大家欣喜和期待的是，此次
参演剧目是历年来荣获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文
化艺术政府奖——文华
大奖、中国艺术节大奖、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剧目、全国优秀保留
剧目、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剧目等荣誉的剧
目。可谓精品剧目绽
放，好戏连台精彩纷
呈，在将近两个月的时
间里，持续为老百姓送
上精彩难忘的艺术盛宴。

来看一组此次展演剧目
网上直播点击量数据：豫剧《香
魂女》71万、话剧《红旗渠》82万、《朝
阳沟》130多万……据主办方介绍，为将此次
展演活动办成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除
了邀请各主流媒体全程参与外，还充分利用
网络新媒体平台，开设专题直播板块,多家
媒体同时进行网上直播，通过台上台下同频
共振、实时互动、现场访谈、直播回看等手
段，将展演剧目的精彩视频进行多平台发

送，全方位、立体化传播，让众
多无法前来现场的观众

在网上过了“一把瘾”。
70年砥砺奋进，

70 年 春 华 秋 实 。
进入新时代，开启
新 征 程 ，河 南 文
艺 界 将 牢 记 使
命，勇于担当，积
极投身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
生动实践中，以自

己熟悉和擅长的文
艺形式，真实记录河

南人民追梦、圆梦的光
辉历程，生动反映河南高质

量发展的伟大实践，讲好中国共
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
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
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向“高峰”迈进，续写
河南文艺事业发展新辉煌。

豫剧《程婴救孤》剧照
《香魂女》剧照
《五世请缨》剧照

曲剧《信仰》剧照
青春版话剧《红旗渠》

上图从上到下依次为

上图为豫剧《重渡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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