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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引导比模仿名角更重要

●“小品是穿着艺术的百家衣成长起来的。
早期，由于有一批天才的喜剧演员，既有表演天
赋，同时也和剧作者一起打造剧本，他们创作的
小品深受观众喜爱。现在很多演员想要模仿小品
艺术家，却只学得皮毛。观众对作品质量的要求
越来越高，单纯依靠后来者自身的力量已难以吸
引观众，这时候就需要理论指导来弥补先天不
足。其实小品没有市场只是假象，深层原因是在
小品艺术30年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大红大紫，
另一方面却一直处于‘三无’状态，即一无理论，二
无统一的管理机构，三无专门的创作和导演表演
队伍。其中，理论的缺失是最重要的原因。”

——— 天津市戏剧家协会主席高长德认为，近
年来虽召开过不少地域性的或者全国性的小品研
讨会，但很少就目前全国小品发展中存在的普遍
性、规律性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讨论，这一方
面反映了小品“突兴”现象自身所包含的复杂性、
多面性，同时也折射出理论界和艺术界对小品的
研究一直停留在肤浅、单一、滞后的初级阶段。

◇北京动漫展应体现产业风向

●“在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办动漫展，不能
仅限于展示作品和衍生品等，更应该体现出微文
化时代的互动特色，给创作者提供一个提升自我
的平台，通过展示一些典型的、模范的内容引领
整个行业的发展。而现在的情况是院校展台没有
呈现出好的动画作品和漫画作品，展映展播不够
突出，关键是新媒体动漫基本缺席，没有体现出
动漫的多介质发展趋势和产业链意识。”

——— 亚太动漫协会中国办事处主任穆晓亚直
言，首届北京国际动漫博览会更应该让大家看见
产业发展的风向标，而现在的总体感觉有点乱，
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未必会来。

◇山东民间玉器收藏档次低

●“文物大省山东各地有众多古玩市场，民
间玉器收藏者众多，并呈现出明显的‘走热’态
势，对于鉴定和收藏，此间民众趋之若鹜，但大
众收藏的藏品普遍价值不高。一般的收藏虽然有
些老品，但普遍档次不高，属于民间一般收藏，
精品甚少。高端玉器市场也非常罕见，大多数是
鱼目混珠的小摊贩集市。山东玉器市场需要进一
步规范，筹建合法权威的专业性鉴定机构，探索
一条玉文化的市场之路和投资之路。”

——— 由文化部中国玉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
“书香·玉韵·君子风——— 中国古玉精品展”12月
8日至28日在山东省图书馆举办。来自山东各地
的民众连日来怀抱收藏玉器珍品，排着长队等待
专家给予鉴定。文化部中国玉文化研究中心负责
人对此表示。

◇剧团、剧场与媒体联合共赢市场

●当国内多数二线城市正被缺乏优秀剧目、
演出营销能力差、剧团剧院和媒介各环节难以有
效对接等一系列问题困扰时，武汉演出市场却随
着近年来武汉剧院等湖北省内优秀演艺企业不断
创新体制模式、大力打造汉派演出而不断成长，
现已成为国内二线城市中的领头羊和中部地区的
演艺新中心。此次《海底捞月》不仅从剧目的编
排，更难得的是演出运作过程中采取武汉说唱
团、武汉剧院、武汉晚报社三家联合的运作模
式，从市场策划、市场宣传到市场营销全方位包
装推广，取得了三方共赢的市场效果。

——— 优秀原创剧目匮乏、演出营销能力差、
剧团剧场和媒介各环节难以有效对接……在这些
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困扰下，国内多数二线城市的
演出市场似乎只是水中月。然而在江城武汉，借
助《海底捞月》这部小成本制作的武汉方言原创
喜剧，武汉剧院、武汉说唱团和武汉晚报社共同
取得了令人羡慕的票房佳绩。

（梁利杰 辑）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徐洋 胡淑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2013年
10月山东举办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上，
齐鲁儿女将以什么姿态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宾
朋呢？十艺节省筹委会大型活动部近日在济南
分别召开十艺节开幕式省内艺术专家和山东历
史文化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和
建议。

呈现“齐鲁文化”的魅力

山东文化资源丰富，在主题阐释与文化内
涵挖掘方面，可供选择利用的元素众多，但十艺
节开幕式时长有限制，如何做出特色和亮点呢？

“展现传统文化是国家艺术盛会义不容辞
的责任。”省社科联副主席刘德龙表示，山东
处于中华文明核心时期的核心地域，对中华传
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非同寻常的推动作
用。我们要善于利用齐鲁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
中的优势地位，用恰当的形式和符号将其呈现。

著名作家、省文联创作部主任王延辉表
示，全国知名的山东籍艺术家浩如烟海，可以
将这种群体优势与传统的“一山一水一圣人”
相结合，打造“一山一水多圣人”的山东艺术
群像。“我们可以用多位知名的山东籍艺术
家，作为开幕式文艺演出的脉络，结合活跃的
民间艺术活动和民间艺术艺人，营造文化艺术
繁荣发展的景象。”

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谭
好哲认为，红色文化是符合当代中国主流价值
观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红色文化内容
丰富，从大沂蒙到红高粱，既传承了历史，又
表现了现代，应该予以着重使用。”

展现“美丽中国”的愿景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
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愿景。谭好哲
表示，十艺节开幕式要展示山东“一山、一
水”的概念，可以与贯彻落实这一精神充分结
合起来。“‘一山、一水’不仅体现在地理特
点上，在理念上要融合环保意识、生态文明，
用美丽的艺术手段呈现美丽的现代中国，这可
以作为十艺节开幕式一个很好的主题。”

刘德龙认为，一台优秀的开幕式文艺演
出，需要有文化的定位，也需要有色彩的定
位。“以半岛为代表的蓝色海洋文化和以黄河
流域为代表的黄色内陆文化是山东独有的文化
融合和色彩定位。山东‘蓝黄’战略概念，阴
阳调和一张一弛，是当代中国‘和谐’理念的
集中体现，同时也象征着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山
东的崭新风尚。”

王延辉提出，中国艺术节的办节宗旨是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开幕式可以着
重体现艺术来源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将“为
人民而歌”摆到突出位置，进而可以延展到

“好山好水好地方，好人好事好歌声”，从而
提升开幕式的高度。

关注“地域元素”的运用

山东工艺美院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张
从军说，自古以来，山东人给人以豪迈、热
情、爽朗、奔放、善良、快乐的群体印象，特
别是“忠义”特质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家
艺术节的平台上，要集中地、有计划地体现山
东本地的民俗民风和性格特点，如使用黄河号
子、山东梆子等具有强烈齐鲁文化符号的手段，
将上述特质夸张、放大，给人以感官冲击力。”

“我们要关注地域文化元素的运用。”山
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李海鸥表示，目前，一
些大型活动开幕式创意构思较为雷同，无法给
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真正能够根植观众心底的，
恰恰是突出本地传统特色的节目。因此，十艺节
开幕式要在山东传统文化层面上做文章。

山东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吕双燕
表示，十艺节开幕式既要有现代声音，体现出
山东人质朴、勤劳、勇敢、创新的生命力，也
要在仪式上下工夫，通过新颖、独特、丰富的
形式感来打动人心、吸引眼球。可以采用以时
代更迭为纵线、标志人物或形象为横线的方
式，体现山东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贡献，增

加艺术张力和感染力。
山东歌舞剧院一级编导胡玉平表示，山东

是戏曲大省，要借助中国艺术节的平台，营造
“九州梨园春”的氛围，用更高层面展示技巧
打造戏曲环节，巧用舞台环境，将戏曲节目立
体包装，打破以往平面的、拉洋片式的戏曲拼
盘模式。

以“创新和超越”做出亮点

十艺节开幕式要做出亮点，关键是创新和
超越。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教授田川流
认为，我们可以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山东
贡献”上做文章，通过各历史时期的齐鲁圣贤
先哲、历史传说以及探寻过齐鲁的文化名人和
他们的艺术作品，展现历史长河中的璀璨光
辉，强调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贡
献，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大背景下的山东。

“高质量的舞美呈现，是高质量开幕式的
成功保证。”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赵宇
表示，十艺节开幕式要展示具有舞台艺术特点
的舞美，创新舞台使用方式。舞美设计要新
颖，高科技手段要巧妙，打造一台具有新颖
感、超越感、高水平、高品质的开幕式盛宴。

在开幕式创作团队选择上，山东广播电视
台一级导演方丽萍表示要立足本地，放眼全
国。“十艺节开幕式既要体现国家艺术的最高
成就，又要提升山东的整体形象，要邀请国内
一流团队参与创意实施，确保代表国家一流水
准的开幕式文艺演出。

此外，专家还提出，十艺节在山东举办，要
突出展现齐鲁文化、齐鲁艺术、齐鲁风情、齐鲁
气象。但山东承办的是国家级的艺术盛会，还要
体现全国视野，展现出山东广纳百川的胸怀。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上周，没有鲜花，没有剪彩，也没有领
导致辞，潘鲁生“国瓷彩墨”当代艺术展就
这样开幕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观众进门直奔
山东博物馆展览厅，用心欣赏彩墨作品的艺
术魅力。

展览没有开幕式，这的确有些出人预
料，但仔细想一想，这样不是挺好嘛？观众
走进展览厅，融入高雅的艺术中，本身就是
追求一次美的享受，增添更多的艺术知识，
提升自己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没有开幕
式，这样的展览也不会“掉价”。

曾几何时，我们已经习惯了享受盛大的
开幕式。展览成为了一个怪异的游戏，无论
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就在展览之前的那
个例行的开幕仪式上。鲜花怒放的主席台、
各级领导、礼仪小姐和彩旗、条幅、气球一
应俱全，场面巨大，气氛热烈。

为什么我们如此热衷于搞开幕式？无非

是面子问题，首先是要让领导和投资人高
兴，他们来了怕冷落了他们，无法展现出此
次展览的重要性；其次是别人办展览有的，
自己不能没有，巴不得能像奥运会那样搞个
盛大的开幕式才肯罢休。

正因为如此，没有了开幕式，展览反而
显得有些“非典型”了。从逐级邀请领导、
准备讲话稿，到安排嘉宾位次、安排贵宾
室，展览主办者可以说忙得“团团转”，但
有时是办好了开幕式，却怠慢了参展商和观
众，真可谓出力不讨好。

每一次书画展过后，媒体上的报道基本
上是千篇一律，“清隽典雅、遒劲秀美、刚
柔并济”几句评语也大多雷同，不是媒体记
者不出力，而是根本没有与书画家交流的时
间。事实上，谁都知道一个展览的开幕式办
与不办，跟展览的最终成败没有关系。

前几天，记者应邀参加一个美术作品
展，通知上午10时举行。到了预定开展时
间，展览迟迟没见动静。原来，同一时间，
还有另外一个画展在另一个展览馆举行，有

关嘉宾要赶场参加两次开幕式。最终，媒体
同行在室外等到11时多，展览开幕式才开
始，宣读贺信、领导致辞、介绍展览以及剪
彩流程过后，已是中午时分。

记者并不希望所有的展览都不办开幕
式，也不反对在展览中搞些简短的仪式，毕
竟，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自己“读懂”展
览、欣赏艺术。办不办开幕式，有一个
“度”需要把握。展览的成败，最终还是要
靠作品、靠艺术来说话，而不是把所有的能
量耗费在开幕式上。

现在，已有不少画家办展览选择开幕酒
会或者干脆没有任何仪式。有开幕式的展览
和没有开幕式的相比，记者更倾向于能够自
由交流的展览。只要展览好，不一定非要弄
一个另类或喜庆的开幕仪式。很多时候，开
幕式除了增加展览成本外，并没有多大实质
性的意义。

一个不应有的开幕式，就是人为地割裂
了观众与艺术接触的机会。仍记得去年采访
时碰到的一件事，记者跟随某文化采访团去

一县城采访，当地部门安排参观新建成的博
物馆，有着国家一级博物馆的风范。但是，
由于我们的到访，那天冒着细雨赶来参观的
群众却被挡在了博物馆大门之外，这就失去
了建设博物馆的意义了。

此外，画家们、艺术家们忙于应酬，今
天出席这里的开幕式，明天在那里举行创作
笔会，后天又赶去另外的地方观光旅游写
生，诸如此类，一年到头没有几天安静的日
子，又怎么有精力进行艺术创作？

当前，我们有许多美术馆、博物馆、图
书馆、艺术馆，以及画廊展厅，每年的文化
艺术展览活动精彩纷呈，传统的先锋的，精
英的大众的，本土的外来的，国画、油画、
版画、雕塑、剪纸、工艺品，种类繁多，令
人目不暇给。这种精神层面上的富裕，带给
观众的不仅是一种美的享受，更应该是一种
文化品位与境界的提升。我们不能因为繁琐
的开幕式，让这种精神享受大打折扣，甚至
有着饱受折磨的苦恼。

没有开幕式的展览活动，不“掉价”！

■ 艺闻快评

没有开幕式，不“掉价”！

排一台什么样的演出献给您
——— 省内专家学者为十艺节开幕式演出“支招”

◆我们要善于利用齐鲁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势地位，用恰当的形
式和符号将其呈现。

◆用美丽的艺术手段呈现美丽的“一山、一水”乃至现代中国，同样可
以作为十艺节开幕式一个很好的主题。

◆在国家艺术节平台上，应集中、有计划地体现山东本地的民俗民风和
性格特点，真正能够根植观众心底的，恰恰是突出本地传统特色的节目。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3日，随着济南市“文

化惠民·送戏下乡”专场文艺演出在章丘百脉
剧场举行，来自市属艺术院团的优秀演职员们
一起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综艺节目，
济南市2012年“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文艺演
出系列活动正式落下帷幕。

本次活动共历时8个月，济南市市属艺术
院团携近年来创演的儿童剧《丑小鸭》和《七色
花》、京剧《重瞳项羽》、吕剧《阳光大姐》、方言剧

《泉城人家》、杂技剧《粉墨》、歌舞主题晚会《时
代颂歌》等优秀剧（节）目累计在商河文化中
心、章丘百脉剧场以及周边县市区农村等地演
出100场，受益观众10多万人次。

济南文化惠民

百场剧目演出送下乡

□ 责任编辑 梁利杰
大众文化QQ群：１１３９７９１８９

12月19日，一群小
朋友在开幕式上表演《江
南style》。

当日，为期五天的第
七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
意产业博览会开幕。本届
北京国际文博会以“文化
融合科技，创新引领转
型”为主题，吸引了6个
国际组织及15个国家和地
区50多个代表团组参会。
自12月20日起，近百场活
动相继在北京的40多个会
展场馆全面展开。

□新华社发

近日，济宁任城区二十里铺
街道大屯村建成一条长30多米，
包含14块内容广泛的文化长廊，
成为传播乡村文明的好阵地。据
介绍，长廊的脚下原是一座废坑
塘，今年村里筹集资金建成了文
化广场与科普知识文化长廊。

□文迎 树业 明明 报道

“文化长廊”
扮靓农民新生活

苍山县南桥镇村居
的集市上活跃着一支老
党员文艺宣传队，他们
把十八大精神和党的惠
农政策通过自编自演的
节目，以喜闻乐见的形
式向群众讲解。
□艳萍 国强 报道

老党员文艺队
宣传十八大

第十届中国国际
网络文化博览会近日
在北京举行。本届网
博会以“发展事业，引
导产业，规范行业、服
务企业”为定位，吸引
大量游戏、动漫企业
参展。 □新华社发

国际网络文化
博览会举行

今年是国家京剧院
组团访台演出20周年，
由著名京剧老生演员于
魁智与梅派青衣李胜素
领衔的一行在台北参加
访台20周年公演。

□新华社发

国家京剧院举行

访台20周年公演

巩发艺：守得国粹待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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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高唐“落子舞”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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