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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档，电影《红海行动》
以良好的口碑“低开高走”，票房一
路上扬，远超预期。这使笔者想到
一个问题：在《红海行动》上映前，没
有多少人能想到要看这么一部电
影；如果没有这部电影，大家也会将
时间用于观看其他影视作品。这说
明文化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供
给主导”的市场。人们的文化需求
不同于其他商品，具有很强的“不确
定性”。即使有人有某方面的兴趣
爱好，具体想要欣赏什么，也只有等
到作品面世才能去选择、品评。特
别是对涉世未深、鉴别力不足、文化
欣赏带有一定盲从性的青少年来
说，这种供给的主导性更明显，影响
也更深刻。

供给的主导性决定了文化市场
的可塑性，意味着创作生产的主动
权，同时也意味着责任和使命。对一
般的商品生产者来说，找到需求就等
于找到了市场。但文化产品不同，它
具有审美、教化、认知、娱乐等多重功
能，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文明进
步息息相关。作为市场主体的创作
生产者，必须进行有选择的供给。在
中华民族由“富”向“强”的新时代，文
化兴盛需要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
文艺创作生产必须从新时代的责任
和使命出发，多向人们提供温润心
灵、启迪心智的优秀作品，培育良好
的文化氛围，塑造一个供给与需求良
性互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的市场。为了追逐经济收益打“三

俗”牌、制作兜销“愚乐”的“烂片”，甚
至炮制出误导毒害下一代的“儿童邪
典”等做法，都是对国家、对民族、对
社会、对受众极不负责的行为，必须
进行有效抵制，严加制止。

供给的“主导性”，要求创作生产
者必须积极主动地发掘新创意、推出
新作品。中国有底蕴深厚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有波澜壮阔的抗战文化，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文艺创作空间巨大。央视近期播出的

《经典咏流传》节目，把中国传统古诗
词与现代音乐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展
示了诗词和音乐文化的艺术魅力，得
到广泛好评。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
会》、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电视剧

《绝命后卫师》等，都是这方面的力

作。如果没有不断的发掘和创新，这
些文化瑰宝就难以呈现在广大观众面
前。有人用“限制多”“审查严”来为自
己创作不出好作品、打不开市场开脱，
本身就是伪命题。那些一味跟风的做
法，无异于守着“金山”去“讨饭”，最终
必然被人民抛弃、被市场淘汰。总之，
持续创新才是文艺创作生产的核心竞
争力。

要赢得市场，关键是赢得人心。
文艺发展史证明，社会主流审美和价
值取向总是与民族文化底蕴和时代
精神息息相关。当前，文艺创作生产
也应积极顺应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
的大潮，传播中国价值，体现中国精
神，抓住人们精神的共鸣点。做到这
一点，也就抓住了文化需求的主动

脉，抓住了市场供应的主动权。从
《战狼 2》到《红海行动》，这些作品成
功的最主要因素，在于它着力表现了
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新理念，形象地展示了复兴中
的大国气象，与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思
想和情感共鸣。纪录片《厉害了，我
的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电视剧《鸡
毛飞上天》《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
成功的作品，都是从不同角度弘扬时
代精神、激发人们斗志的优秀之作。
相比之下，一些格调不高的偶像剧、
IP 剧在 2017 年则明显遇冷。可见，
把握市场需求的关键，在于把准时代
脉搏、弘扬主流价值；降低市场风险
的关键，在于提升社会洞察力和艺术
判断力。 （光明）

抓住人们精神的共鸣点

《清明上河图》推出3.0版

宋代繁华“触手可及”
故宫博物院等日前推出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

《清明上河图3.0》，以多种高科技互动手段，打造
出真人与虚拟交织、人在画中的奇妙效果。

《清明上河图》是故宫珍藏的国宝，是世
界上认知度最高的中国古代画作。故宫首展
后，为了让更多的人领略到《清明上河图》的
风釆，故宫联手凤凰卫视，创造性地将张择端
的《清明上河图》通过多媒体互动的艺术方式
进行展演。

故宫院长单霁翔告诉记者，《清明上河图
3.0》展演突破重重难关，挖掘文物藏品的内涵，
连接历史与现实，构筑出真人与虚拟交织、人在
画中的沉浸体验。观众不仅可以通过高清动态
的长卷世界研究舟船楼宇的精妙结构，感受北
宋汴京的先进与发达，在孙羊店沉浸剧场中看
窗外流动的街市风物，还能在4D动感的虹桥球
幕影院“坐”上宋代的大船，亲历汴河的繁忙与
两岸的绮丽。这些因年代久远而难以直观感知
的历史信息与艺术精华，将在展演中变得“触手
可及”。

据介绍，经过数天的试运行阶段后，观众将可
以通过故宫票务网站免费预约体验展演。而故宫
首展后，《清明上河图3.0》还将走出国门全球巡
展，让故宫文物插上翅膀飞向世界。今后，故宫博
物院和凤凰卫视将继续联手，把更多沉睡在库房
内的文物藏品研发为可沉浸体验、可分享传播的
博物馆艺术新形态，让中华文化以喜闻乐见的形
式进入大众生活。 （北青）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统计公报：

去年全国文化演出
293万多场

记者近日获悉，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2017
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文
化事业费855.80亿元，比上年增加85.11亿元，增
长11.0%；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61.57元，比上年
增加5.83元，增长10.5%。

据介绍，公报分为机构和人员、艺术创作演
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市场、文化产业与
文化科技、文化遗产保护、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
交流、文化资金投入等八个章节，基本涵盖了文
化系统职能范围内的所有领域，全方位、多角度
地直观展现了2017年我国文化发展改革的全
貌，为社会各界了解我国文化改革发展情况提供
了重要参考。

公报显示，截至2017年末，全国文化系统所
属及管理的文化单位共有32.64万个，比上年末
增加1.58万个；从业人员248.30万人，增加13.50
万人。艺术表演团体15752个，比上年末增加
3451 个；全年演出 293.77 万场，比上年增长
27.4%，其中赴农村演出 184.44 万场，增长
21.7%；国内观众12.49亿人次，增长5.7%，其中
农村观众8.30亿人次，增长33.8%。公共图书馆
3166个，比上年末增加13个；图书总藏量9.70亿
册，增长 7.5%；电子图书 10.26 亿册，增长
15.6%。群众文化机构44521个，比上年末增加
24个。全年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共组织开展各类
文化活动197.86万场次，比上年增长7.6%；服务
人次63951万，增长10.5%。

据了解，下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将陆续编发
《中国文化统计提要》《中国文化统计手册》《中国
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和《中国文化发展统计分析报
告》等一系列文化统计产品，为社会各界提供全面
优质的统计服务。 （据新华社）

“海南原来对黎族文化、苗族文化、贬官
文化研究较多，讲述也比较多，但海洋文化讲
述得相对较少，希望能借《更路传奇》让海南
的海洋文化、海洋故事传播更好更远。”张巨
斌说。

《更路传奇》故事背景设置在明代中后期，第
一幕开场，众多渔民在南海石潭码头祭海，他们
双膝跪地，双臂先张开而又合掌向上，向一百零
八兄弟公和妈祖祈祷远航平安。

“这个剧的舞蹈编排融入了许多的海南元
素。远航祭海这一幕，既不能过多地展现封建迷
信的色彩，又要表现渔民们出海前祭海祈求平安
的这一传统，我看了许多资料，最后在一部纪录
片中看到海南渔民祭海的仪式，从中选取了一些
动作改编为剧中舞蹈。”该剧执行导演、海南大学
在读研究生张乜介绍说。

在剧本创作之前，创作人员曾就“更路簿”等
具体的海南历史文化问题去请教过岛内知名学
者，以求在《更路传奇》中将更多的海南历史文化
元素准确展现出来。

除了编舞，其实在剧中处处可见海南元
素。“阿茂、阿花、阿雄，以阿字开头很有海南话
的味道，很多海南人相互称呼就喜欢叫‘阿’加
名字最后一个字。”到场观看的三亚市民林师
贤说，这个剧细节做得很用心，老海南人一眼
就能看出其中的许多海南特色，包括里面提
到的“见血封喉树”，以前一些村子里都有这
样几棵大树。

“恍惚，雾里，那个人是你；海上，风儿，为我
哭泣，曾经我们相依相偎。如今望着你的脸却不
敢相信。”故事的最后，阿茂从海外异国回到海
南故土与阿花团聚，也终于将祖辈的“更路簿”补
充得更加完善，使一本无言的册子，成为中国人
经略这片祖宗海的又一见证。

海南大型原创音乐剧《更路传奇》三亚演出

唱响“更路簿”里的海上传奇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评弹

5 月 31 日下
午，三亚红树林度
假酒店红磨坊剧
场内歌声悠扬，不
时传出阵阵掌声，
大型原创音乐剧
《更路传奇》正在
这里演出，备受关
注。“光耀中华一
本书，先祖力作更
路薄，彪炳千秋航
海志，渔民子孙细
研读；岛礁隐现似
珍珠，都以乳名作
标注……”演员唱
至情深处，满座皆
动容。

作为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的文化
大礼，该剧以海南
的国家级非遗项
目“更路薄”为题
材，讲述一对渔家
青年男女在老船
长的带领下，在南
海远航捕鱼的过
程中完善“更路
薄”的艰辛历程，
弘扬了海南渔民
开发南海的勤劳
智慧和历史功绩。

舞台上，男主角阿茂手执“更路簿”，驾驶
渔船劈风斩浪，让现场观众仿佛回到那个没
有卫星定位，只得依靠“更路簿”和罗盘向大
海求生的时代。一阵阵风浪怒号，一声声竭
力嘶喊，年轻的演员们用自己的全情投入展
现出海南渔民用生命与勇气与大海搏击的场
景。

“剧本开始创作是在2016年3月，但在此
前我早已有为‘更路簿’创作音乐剧的想法。”
该项目负责人、三亚学院教授张巨斌介绍说，
剧本的创作历时近一年，于2017年7月正式
启动音乐剧的排演。

戏剧的情节发展需要矛盾冲突来推动，
创作主题也需要矛盾冲突来展现。而围绕采
用何种矛盾来表现主题，《更路传奇》曾经创
作过两个版本。在第一个版本中，男主角被
海盗拐走，通过一系列机缘巧合，成为海盗的
二当家。倭寇袭扰琼岛时，男主角带领众人
抵御倭寇，成功守护了这一片祖宗海。

在如今的版本中，男二号阿雄暗恋女主
角阿花，但阿花却与男主角阿茂有着海誓山
盟。流落海外时，阿雄曾想谋害阿茂，但经过
复杂的思想斗争，最终人性的善良战胜了妒
忌之心，阿雄最后为救阿茂而牺牲。

“剧本是一个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当前
这个版本也在不断修改当中，直到今天出演
前我还删减了一些台词。”张巨斌认为，“更路
簿”是中国人民开发南海诸岛的又一有力证
明，《更路传奇》因此也意义重大，更需要在今
后演出的过程中以精益求精的态度进一步打
磨完善。

“阿茂哥，阿茂哥，你一定要完成‘更路簿’！
你一定要照顾好阿花！”在海外异国，阿雄为救阿
茂而被刺客杀害，故事的情节使人动容，阿雄的扮
演者吴不为全情投入的表演也赢得了现场观众不
断的掌声。

“更路簿”是海南民间的南海航行路线知识
手册，详细记录了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名称、准
确位置和航行针位（航向）、更数（距离）和岛礁特
征，口传的被称为“更路传”，手抄记录的本子被称
为“更路簿”。

“我的老家在文昌市会文镇，祖辈世代都是渔
民，小时候，我家离海只有200米的距离。”吴不为
介绍说，关于“更路簿”的故事，家里世代相传。

2005年从海南大学音乐系毕业后，吴不为走
上了海南方言音乐的创作道路，曾获海南方言歌
曲演唱大赛银奖、第三届海南方言歌曲创作演唱
大赛的一等奖等奖项，相继推出了《文昌河，母亲
河》《侬室在琼州》《侬屋在文昌》等数十首脍炙人
口的海南方言歌曲。

“这次可以出演《更路传奇》，我感到很幸运也
很高兴，作为海南人，作为渔民的后代，‘更路簿’
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对此有着特殊的亲
近感，以前它指引着出海远航的方向，现在也告诉
我们本土文艺创作应该坚守的方向。”吴不为说，
他希望能以最好的表演让更多的观众认识“更路
簿”，认识海南的历史与文化。

《更路传奇》剧中共有30多名演员，其中20
多名舞蹈演员是三亚学院音乐学院的学生，主要
歌唱演员分别是海南大学、三亚学院、海南软件职
业技术学院的青年教师，甚至执行导演也是海南
大学研二的学生。

该剧男主角阿茂的扮演者屈卉岩介绍，“更路
簿”在今天被卫星、导航所替代，但这本“天书”是
祖祖辈辈的南海渔民在与大海的搏击中用勇气与
生命书写而成的，它所代表的拼搏精神会在当代
青年中得到传承。

创作《更路传奇》意义重大 当代青年演绎古老传奇 用海南元素讲好海南故事

《更路传奇》剧照。

《红豆生南国》《管家》
等五部作品获京东文学奖

5月31日，第二届京东文学奖五大奖项获奖
名单正式公布。作家王安忆的新作《红豆生南
国》获得年度京东文学奖（国内作家作品）；美
国作家玛丽莲·罗宾逊的《管家》获得年度京东
文学奖（国际作家作品）；刘洵的《翼娃子》获
得年度儿童绘本原创作品奖；萧寒主编、绿妖
撰稿、严明摄影的《我在故宫修文物》获得年度
传统文化图书奖；韩松的《驱魔》获得年度科幻
图书奖。此外，颁奖典礼上还公布了基于京东大
数据得出的2017最受大众欢迎书单，《孤独是生
命的礼物》《未来简史》《小猪佩奇》等作品榜上
有名。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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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路传奇》剧照。

《更路传奇》剧照。

本栏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更路传奇》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