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
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作为文化大省的重点文化集团，河南歌舞演艺集
团从成立之初，就秉持这样的艺术生产创作理念：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不动摇，用心用情用功抒
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坚持优秀剧目建设不放
松，把创作有正能量、有感染力，传得开、留得下，为人
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剧目作为立团之本，让一个个优
秀的作品变成我省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的重要载体。

一路前行，高歌猛进。10年来，一部部精品力
作，印证着集团的铿锵足迹：大型乐舞剧《风·情·河
之南》展现了一幅生动独特的中原风情画卷；民族器
乐《汉字》《中州韵》、四幕歌剧《匆匆的星》、原创舞剧
《太极传奇》、交响合唱《朝阳沟》、原创方言话剧《老
汤》《老街》等剧目风靡全国；木偶剧团先后创排了
《牡丹仙子》《森林里的故事》《小木偶历险记》《酷酷
熊——棕棕历险记》《爱丽丝漫游奇境》《葫芦兄弟》等
一批深受小朋友喜爱的人偶剧目，且连续6年于保利
院线举行全国巡演；原创大型歌剧《蔡文姬》在全国
190余部歌剧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原文化部 2017

“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的9部作品之
一，参加了第三届中国歌剧节展演，使河南歌剧首次
登上中国歌剧最高舞台；今年，“民族交响音画《孙子
兵法回响》”立上舞台，河南民族乐团成为全国首个用
民族交响乐进行演绎《孙子兵法》的艺术团体；大型交
响合唱《兵团颂》在新疆汇报演出大获成功……不胜
枚举的优秀作品，已经成为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砥砺奋
进的生动注解。

与此同时，精益求精铸品牌。集团旗下的交响
乐团、民族乐团是我省音乐领域最高水平的职业院
团，其凭借高品质、高水准的演出在国内外享誉盛
名。交响乐团成功地演奏过数十部中外歌剧、舞剧、
戏剧等作品，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2010 年、2011
年，民族乐团连续两年作为全国第一家省级民族乐
团被北京保利院线选中进行全国九省市的巡演。一
直以来，两大乐团致力于演奏和创作富有浓郁中国
风和河南本土特色的音乐作品，打造了“河南新年音
乐会”“河南省元宵节民族音乐会”“河南省端午节民
族音乐会”“河南省中秋节民族音乐会”“国庆交响音
乐会”等传统节日系列音乐会，成为业界响当当的品
牌，有力地增强了集团的竞争力。更令人欣慰的是，
经过多年的培育，年轻一代的演奏家正在崛起，使乐
团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正因为集团的“硬核”实力，自 2014年以来，交
响合唱《朝阳沟》、方言话剧《老汤》《老街》、歌剧《蔡
文姬》、舞剧《太极传奇》、民族交响音画《孙子兵法回
响》等 12部作品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同时，众多
优秀作品在全省乃至全国重大赛事中屡创佳绩，多
次获得国家和省内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舞蹈

“荷花杯”奖、中国曲艺牡丹奖等，不断提升着河南文
化大省在全国的影响力。

近年来，集团努力进行文艺创作内容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回归艺术生产的根本，从艺术生产上找命
脉、找出路，让传统的中原民歌、民舞、民风、民情在
新时代展现新的光华和魅力，让深远厚重的中原文
化与当代观众有了精神上的交流，让中原大地独特
而又厚重的风土人情和民间习俗，幻化出情深悠长
的乡音乡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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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砥砺谱华章 奋楫勇进再起航
——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成立十周年发展纪实

守初心
深耕中原大力推进艺术生产

惟其勇毅笃行，方显英雄本色。
回首过往 10 年，河南歌舞演艺集团一

步一个脚印实干耕耘，更勇于担当大任，长
期以来承担着我省大型政治性演出、专题性
文艺晚会的创作演出、出访交流演出等任
务，无数次克服时间短、任务急等重重困难，
确保高质量完成演出的背后，离不开艺术家
们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日复一日的

汗水与努力，展现的是集团上下团结一致、
顽强拼搏的精神。他们，把困难踩在脚下，
把责任扛在肩上，书写了新时代河南文艺发
展的精彩篇章。

今年 10月 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活动中，大气俊美
的河南彩车上，翩翩起舞的牡丹仙子、行云流
水的太极拳法、刚劲有力的少林武术亮相长
安街，惊艳了参观者的目光。而这些精彩的
表演节目就是由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承办编排
的。自8月初承接彩车表演这一重大任务以
来，集团高度重视，多次召开动员会、研讨会，
对演出内容进行精心编排，全力以赴展现新
时代中原靓丽新形象。

就在集团枕戈待旦备战河南彩车表演
任务时，还有一项重大任务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筹备河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文艺演出。9 月 30 日晚，这场
由歌舞、交响乐演奏、诗朗诵、多媒体影像等
多种艺术形式交织的视觉盛宴，在河南艺术
中心震撼上演，完美表达了亿万大河儿女礼
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力争更出彩的豪迈
情怀。

披荆斩棘、迎难而上，敢打仗、打硬仗，正

是集团企业文化的鲜明特色。他们用一场场
璀璨夺目的演出让世界“铭记”河南：

从 2010年上海世博会河南周精品剧目
演出到 2015年上合组织政府首脑理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欢迎宴会文艺演出、2019年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河南日”特色文艺演出，再
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河南的实践”专题宣
介会文艺演出，集团通过创排二胡齐奏《万马
奔腾》、武术《功夫少林》、歌舞《盛开的牡丹》、
舞蹈《水云行》以及大型乐舞《风·情·河之南》
等一系列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精彩节目，深
深折服了中外嘉宾。

只有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才能行稳致
远。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尽善尽美，是集团
一以贯之坚持的原则，更夯实了其在关键时
刻“担重任”的坚实基础。如每年省政协新年
茶话会、河南新年音乐会，喜迎十九大·庆国
庆专场音乐会，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专场民族
音乐会，河南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反腐倡廉文艺晚会、省纪委廉政专场演出、纪
念商城起义胜利 90周年主题文艺晚会……
这些唯美大气的演出见证着他们日积月累的
功夫，展现了集团静水深流的力量，彰显了其

雄厚的文艺创作实力。
墙内开花墙外香。集团出彩的“重头戏”

还体现在参与国家“欢乐春节”“四海同春”活
动上，这不仅仅是代表河南出征，更代表着中
国的形象。10年来，集团成为这两项“国字
号”活动最忠实演出团体，成了世界了解中华
文明、中原文化的一个新窗口。“欢乐春节”

“四海同春”作为国家级文化交流的重要品
牌，对参演节目一贯是高标准、严要求，但河
南的节目连续多年来却几乎是被“指定”“免
检”节目，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更是唯一一个连
续 5年参与“四海同春”活动的地方院团，在
2019年被中宣部、统战部评为文化走出去优
秀项目。

带着希冀与荣光，集团精心遴选、编排节
目，比如舞蹈《太极印象》、琵琶演奏《十面埋
伏》、二胡演奏《赛马》等，力争充分体现出鲜
明的中国元素、中原元素，竭尽所能为华人华
侨和海外观众送去最能代表国家水准、最能
体现中原文化特色的高质量演出，将“欢乐春
节”“四海同春”等我国对外文化工作中覆盖
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金
字招牌”擦得更亮，扩大着中原文化在海外的
影响力、感染力。

履职责 坚持精品演出鼓舞人民群众
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

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
欢迎。

“讲好河南故事、阐发中原精神”是河
南歌舞演艺集团的重要使命。集团坚持优
秀剧目演出不停步，引领观众、培育市场，
在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艺发展的优秀成
果同时，把艺术普及教育、提升百姓艺术修
养摆在突出位置，并不断探索交流演出机
制，努力开创中原文化繁荣的新局面。

——走实文化惠民路线，普及艺术教
育，提升百姓艺术修养。

集团始终铭记作为国企的社会责任与
担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走实文化惠民
路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近距离接触艺术
名家、欣赏到一流的精品剧目演出，从高雅
殿堂到田间地头处处可见省歌艺术家们身
影，成了河南文化繁荣发展的一抹亮色。

这是老百姓翘首以盼的演出：当大型
原创民族歌剧《蔡文姬》第一次来到濮阳演
出结束后，许多观众久久不愿离开，他们簇
拥着主创人员纷纷表示，这是我们第一次
看歌剧，用西方艺术的表现形式演绎河南
地区的历史文化故事感觉很生动、很新鲜，
希望以后这样的演出能多一些。

这是为莘莘学子播撒的“艺术种子”：

集团每年进行“高雅艺术进校园”“高雅艺
术进课堂”等系列演出近百场，通过文艺演
出、音乐会、讲座等艺术普及教育活动，不
断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

这是献给老百姓的“丰厚素养”：每逢
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集团
打造的传统节日品牌音乐会准时奏响，向
全省人民献上节日的祝福。集团艺术家们
深切感受到，“河南观众艺术修养越来越
高，他们越来越懂得什么时候该鼓掌、什么
时候该静默。这也说明我们的艺术普及、
艺术教育、市场培育有了成效。”

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集团充分发
挥旗下各大剧团不同艺术门类的优势，精
选 老 百 姓 喜 爱 的 节 目 ，进 行 各 类 演 出
5000多场，城市、农村、社区、学校等全方
位覆盖。“舞台艺术送基层”演出场次逐年
增加；综艺演出“放歌新时代”场场爆满；

“高雅艺术进校园”“高雅艺术进课堂”“中
原文化大舞台”等演出活动从不间断；另
外，精心组织策划其他的政府购买公益演
出服务项目。

艺术的魅力，重在对人精神的涵养；艺
术的引领者，担负起的是对艺术传播和文
化推广的责任。如今，将高雅艺术送到百
姓身边，艺术普及教育已成为集团“常态”，

“文化浸润”作用正在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着
人们的精神风貌。

——精品剧目“走出去”，人人都说
“中”。

继原创舞剧《太极传奇》、交响合唱《朝
阳沟》、话剧《老汤》登上中国艺术最高殿堂
国家大剧院舞台之后，话剧《老街》又走进
国家大剧院、北京大学，向观众展示河南人
对文化坚守与文化自信。专家这样评价：

“这部戏潜心挖掘本土历史文化与民俗风
情，充分展现了厚重中原文化的魅力，这样
的好戏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正如专家所言，好剧目要“走出去”和
世界对话。近年来，乐舞《风·情·河之南》、
舞剧《太极传奇》、话剧《老汤》《老街》等先
后进行全国巡演，所到之处“一票难求”；省
木偶剧团每年暑假期间在全国各地的演出
均受到家长孩子们的热烈欢迎，售票十分
火爆。

2019年已临近年底，集团已规划好了
明年的任务，“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
步提高”依然是主导思想；继续按照“演出
一批、排练一批、策划一批”的部署要求，有
计划、分门类、不间断地推出一批新作精
品，推动文化艺术传播与高雅艺术普及向
纵深发展。

促改革 提速机制创新激发创造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文化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化，进一步激发了文化创新创造
的活力。

作为改革试点先行者，河南歌舞演艺
集团在组建之初，就树立起面向市场的生
产经营理念，着力围绕提高艺术生产力，
重塑和打造有活力、有实力、有竞争力的
文化市场主体。如今，每个走进河南歌舞
演艺集团的人，都会注意到围墙上火红的
大字——以改革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以
创作为中心，以服务为目的，这意味着，每位
员工要靠效益、业绩、贡献等“能力说话”。

改革出动力，发展促活力。面对波诡
云谲的演艺市场，集团带着精品剧目“闯市
场”，带领各院团不断探索符合规律的发展
路径：发挥在节庆活动方面的演出经验，通
过承办大型文艺活动争取市场份额；主动

出击，与外地剧团达成战略合作、利益分享
协议；利用资源，以企业定制和包场为运营
形式……正是靠着拼劲、钻劲、韧劲，集团
大大拓展了生存发展空间。近年来，他们
努力闯市场，探索新路径，演出足迹已遍及
中国大部分地区和亚洲、非洲、欧洲、美洲
的30多个国家。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10年来，集团
以改革为动力，乘势而上，制定人才引进、
培训、考核、激励工作机制，形成了完整的
人才队伍建设工作链，并逐渐建立起遵
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符合现代演
艺企业特点的现代企业制度，开创了我
省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新局面，也为
我省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转变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撑。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如今，

集团不仅有崭露头角的新人，也有声名显
赫的名家。如河南交响乐团聘请国际著
名指挥家汤沐海为音乐总监，河南民族乐
团聘请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原常任指挥张
列担任首任艺术总监……集团为每名员
工积极搭建发展的平台，让员工梦想照进
现实。

10年筚路蓝缕，10年砥砺奋进。
10年，是一次总结与回望，更是奋勇

前行的起航。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站在新起点上的河南
歌舞演艺集团，牢牢扛起“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以精
品创作为基，以改革创新为魂，向着更加光
辉的未来勇攀文艺创作高峰，为谱写新时
代中原绚丽篇章贡献自己的力量！

担使命 承接重大活动推介中原文化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从2009年—

2019年，时间见证了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永

不停歇的脚步。那粒 10年前栽下的种子，

早已破土而出，在广阔的中原大地上，成长

为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在一亿河南

人的生活里积淀下深沉的记忆。

2009年 11月 10日，始建于1957年的

河南省歌舞剧院转企改制，挂牌成立河南歌

舞演艺集团，成为河南省人数最多、艺术种

类较全、规模最大的综合艺术表演团体，标

志着我省文化体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10 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

下，在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正确

领导下，作为河南省省级文艺院团唯一转

企改制的单位，河南歌舞演艺集团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以改革出活力，以创新求发

展，形成了“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文

艺创作生产机制，以稳健的步伐和追赶超

越的姿态，用文艺的大笔书写着新时代中

原文化的闪耀光辉。

交响合唱《朝阳沟》

河南省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文艺
演出

原创方言话剧《老汤》剧照

原创大型歌剧《蔡文姬》剧照

原创舞剧《太极传奇》剧照

河南省元宵节民族音乐会

木偶卡通剧《酷酷熊——棕棕历险记》

河南新年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