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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尤
梦瑜）6月10日、11日两晚，参加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优秀剧目展
演的原创历史传奇琼剧《冼夫人》在省
歌舞剧院上演，为让更多观众有机会
看到这部琼剧力作，省琼剧院特为该
剧打造了小剧场版，6月15日、16日
两晚，戏迷可在位于海口市海府路的
海南戏院“周末剧场”再度欣赏到这部
新作，感受琼剧艺术魅力。

记者今天在海南戏院看到，《冼夫
人》剧组舞美工作人员正在为周末的
演出装台，演员也在积极排练中。

琼剧《冼夫人》是省琼剧院继《下
南洋》《海瑞》《王国兴》之后打造的又
一部精品，从2014年开始策划创作，
2016年8月完成剧本初稿，2018年3
月首演。该剧不仅集合了国内戏曲界
多位名家，其舞美、灯光、服装等也颇

具水准。要将这部在大剧院演出的作
品“搬”进惠民演出小剧场，将舞美、灯
光进行高度“浓缩”就成了重中之重。

该剧剧务主任张春介绍：“大剧院
的台口长度多在16米，高度多在8米
以上，而以海南戏院为例，小剧场的舞
台长度只有12米，高度仅仅6米，此
外，舞台两侧长度及深度也不及大剧
院。所以我们设计制作舞台布景时就
提前做好了‘一种风格、两种版本’。”

除了“浓缩”布景尺寸，舞美工作
人员还将一些用木料、钢材制作的适
宜在大剧院使用的硬景，改成了平面
化的布质软景。大剧院上演版本中出
现了两次演员吊威亚情形，且演员多
次使用轨道车上场，但小剧场版演出
无法做这样的艺术呈现，只能改为让
演员步行登台。此外，灯光方面也进
行了数量上的缩减。

乐队方面，在保证效果不受影响
的情况下也进行了调整。舞台变小，
但精彩程度依旧保持剧院水准。小剧
场版演出，在剧情、服装、道具、化妆等
多方面与大剧院版本基本保持一致，
戏迷以更加优惠的票价就能欣赏到不
俗的琼剧表演。

“从《海瑞》《王国兴》开始，我们就
想为剧目打造更加精巧的小剧场版，
方便剧目在不同场合演出，在丰富观
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助推琼剧艺术普
及。”省琼剧院负责人介绍，此次《冼夫
人》还在排演大剧院版本时，就同时开
始了小剧场版的准备工作。

省琼剧院已携小剧场版《冼夫人》
赴海口、琼海等市县基层进行了巡演，
此次在海南戏院演出后，剧组还将继
续深入基层巡演，在巡演中不断听取
观众意见建议，助推该剧继续提升。

小剧场版《冼夫人》今登海南戏院

琼剧《冼夫人》在省歌舞剧院演出剧照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尤
梦瑜）由海口文化产业园园区企业百
世名影业出品，王俊潾执导的悬疑电
影《暗夜良人》目前正在全国院线上
映，爱奇艺同步在线播出。记者了解
到，王俊潾目前正计划在海南开拍一
部跨国题材动作片，爱奇艺海口创意
中心总经理薛登表示，爱奇艺将积极
参与其中，以此助推海南本土影视拍

摄和宣发。
据了解，王俊潾计划开拍的这

部新片将在海南取景拍摄，希望以
该片展示海南旖旎的自然风光和时
尚的都市氛围，推动海南影视产业
再上层楼。

作为海南文化产业的重要参与
企业之一，爱奇艺海口创意中心凭借
自身的品牌优势和影视产业资源，不

断尝试与海南本地优秀企业及组织
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一方面，爱奇艺
推动本地影视企业内容和IP（知识产
权）价值的最大化，尤其是针对中小
型制作的电影、电视剧以及原本就指
向网络渠道的网络大电影、网剧。另
一方面，凭借爱奇艺平台庞大的活跃
用户数量，以其较强的内容分发能力
帮助制作方获得更多流量，提升影视

剧的影响力。
据悉，爱奇艺还与多家海南公司

在网络大电影领域开展合作，目前共
上线11部网络大电影，总播放量突
破3100万次。自制剧方面，爱奇艺
海口创意中心正陆续推动各优秀影
视自制内容落户海口，吸引更多文化
全产业链相关企业云集于此，进一步
助推海南影视产业发展。

爱奇艺积极助推海南影视产业发展
导演王俊潾的新片将在海南开拍

时代是电视剧最伟大的“编
剧”，优秀作品源于中国正在经
历的伟大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电视
人勇攀高峰，涌现出一大批高收
视、好口碑、留得住、传得开的电
视剧精品。

《毛泽东》《海棠依旧》《彭德
怀元帅》《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北平无战事》《平凡的世界》《老
农民》《人民的名义》等，一大批

“红色题材”和现实主义题材作
品扎根人民、涤荡人心。

数据显示，在近3年立项的

电视剧中，超过一半为当代题
材，2017年立项的当代题材电视
剧占比达59%。

专家认为，过去60年，中国
电视剧行业形成的宝贵传统和
经验之一，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以现实题材为主体，把人民群众
作为最重要的主角。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副局长张宏森说，中国
电视人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努
力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电视剧。

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黄扬
吴霞 （据新华社电）

国产电视剧诞生60周年庆典上海举办

一甲子荧屏撷英 六十载时代同行
1958年，新中国第一部国产电视剧《一口菜饼子》首播，迄今已六十载。6月

12日晚，在第24届上海电视节上，老中青三代电视人齐聚，参加国产电视剧诞生
60周年庆典，追忆荧屏珍贵瞬间，鼓舞中国电视人为创作更多精品砥砺前行。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剧照

第一部国产室内剧《渴望》海报

名著改编剧《三国演义》剧照

新闻出版署、全国“扫黄打非”办联合部署

网络文学专项整治行动
5月至8月开展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记者施雨岑）为进
一步规范网络文学传播秩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全国“扫黄打
非”办公室联合部署各地从5月至8月组织开展
2018年网络文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网络文
学作品导向不正确及内容低俗、传播淫秽色情信
息、侵权盗版三大问题。

记者从14日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本次
专项整治行动的目标是查处一批内容低俗、危害
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网络文学作品，关闭一批价值
导向严重偏差、不具备运营能力的网络文学网站
及移动客户端，查办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件。同
时，要探索建立监管长效机制，强化导向管理，倡
导讲品味、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
督促网络文学企业建立完善内容把关制度，为青
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据介绍，目前，专项整治行动进展迅速。全国
“扫黄打非”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还协调相关
部门关闭400余家境内外违法违规文学网站。

为了让专项整治行动取得更大成效，全国“扫
黄打非”办公室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其中，欢迎
网民发现传播低俗、淫秽色情和侵权盗版内容的
网络文学作品后积极举报。

上合组织国家
电影合作论坛举行
将加强影片交流和人才合作

新华社青岛6月14日电（记者史竞男 苏万
明）上合组织国家电影合作论坛14日在青岛举行，
论坛以“尊重多样文明 推进电影合作”为主题，上
合组织各国电影代表团成员和电影艺术家，在论坛
上交流各国电影情况，探讨加强合作的方式。

中国电影代表团在发言时表示，上合组织各
国在电影领域都有着深厚积淀和各自鲜明特色，
一些上合组织国家优秀影片受到中国观众的喜
爱。中国愿同上合组织各国进一步深化电影合
作：一是积极推动合作拍摄电影，二是加强影片交
流，三是加强电影人才合作，四是推动电影交流逐
步机制化，通过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这个平台，拉
紧人文交流的共同纽带。

各国代表团普遍认为，加强上合组织各国在
电影领域的交流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
国首倡举办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创建了一个很
好的平台，希望通过多种方式让上合组织国家之
间的电影交流更加深入，更加丰富。

本次论坛上发布了两项重要成果：一是北京
电影学院推出了“上合组织国家电影制作培训计
划”，为上合组织各国电影专业的青年提供为期一
年的电影制作留学机会；二是中国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推出了“上合组织国家电影人研修班计划”，
邀请上合组织国家电影从业者，来中国参加电影
专业领域的研修学习。

中国与中东欧16国
致力加强艺术合作

据新华社成都6月14日电（记者李力可）13
日，正在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
作论坛上，中国与中东欧16国共同发表了中国—
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成都宣言，倡议于2019年举
办第2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季，以期进一步
落实本届论坛期间各方达成的合作意愿和共识。

依照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成都宣言，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艺术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
阔，各国之间应开展经常性交往，在相互阐述、相
互碰撞、相互切磋中启发思路、开阔视野、互学互
鉴、取长补短，从而产生更加深入和建设性的合作
成果，使艺术之美跨越千山万水。

论坛举办期间，中外专家分别就戏剧、美术、
音乐、舞蹈、儿童剧五个艺术门类展开深入交流。

“此次论坛，我们面对中国和中东欧音乐界的未来
提出了有建设性和独创精神的近60个合作项
目。”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林戈尔介绍。

“10月，我们将邀请中东欧艺术家参与艺术
节和工作坊，涉及16个国家、3位世界舞蹈大师
和9到10个城市。工作坊活动将历时半年，旨在
将中东欧民间舞蹈、当代舞蹈传递到中国，同时将
中国舞蹈输送到中东欧各个国家。”北京舞蹈学院
教授史博说。

中国和巴基斯坦
将合拍电影《天路》

据新华社青岛6月14日电（记者苏万明 史
竞男）14日下午，首届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期间，
中国和巴基斯坦相关方共同宣布将合拍中巴经济
走廊国际贸易合作题材的电影《天路》。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编剧委员会主任、《天
路》编剧王海平介绍，《天路》是一部以真人真事为
原型创作的电影，忠实地记录了中国企业响应“一
带一路”倡议，与巴方共同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互
利共赢、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的历史进程，歌颂了为
中巴两国友谊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巴企业家、社会
活动家，体现了中国与巴基斯坦人民之间互帮互
助、和谐友爱的亲密关系。

王海平介绍，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将在《天
路》的创作、拍摄、后期制作、放映发行等全流程进
行合作。目前，双方已经开始合作进行创作、采
风。预计2019年初开拍，主要在巴基斯坦、中国
新疆、青岛西海岸新区取景。

中国悬疑小说
《暗黑者》英文版
在英国开售

据新华社伦敦6月14日电（记
者张代蕾）中国作家周浩晖的推理悬
疑小说《暗黑者》英译本14日在英国
出版发行。

小说讲述一名传奇警探追查一个
复仇杀手的故事。该书在英国销售的
精装本有300多页，售价18.99英镑
（约合163元人民币），英国代理商是
曾出版科幻作家刘慈欣《三体》的宙斯
之首出版社。该社副总经理尼古拉
斯·奇塔姆告诉新华社记者，这本悬疑
小说的情节和节奏“堪称典范”，结局
的反转尤其精彩，是中国犯罪悬疑文
学作品中的佳作。他说，中国小说近
年来成为欧美出版商特别关注的一个
焦点，宙斯之首出版社代理的《三体》
三部曲英译本获得巨大成功，迄今售
出40万册。“鉴于中国科幻小说在英
国市场上的成功，我们开始寻找中国
优秀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暗黑者》在英国的市场预
期，奇塔姆说：“好故事加上好翻译，一
定可以超越国界，赢得西方读者。”

澳大利亚树皮画
将赴华巡展

据新华社堪培拉 6 月 14 日电
（记者徐海静 赵博）澳大利亚国家博
物馆14日宣布，该馆150多件珍贵的
土著艺术家树皮画将赴华进行为期
20个月的巡展，这也是该馆收藏的树
皮画首次在澳大利亚以外国家展出。

展览策展人迈克·皮克林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赴华巡展的树皮画是
从澳国家博物馆珍藏的2000多幅树
皮画中精选出来的，所有画作均创作
于1948年至1985年之间。创作这些
画的土著画家都是对当代澳大利亚艺
术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大家。

皮克林说，澳大利亚土著文明历
史悠久，虽无文字，但以歌唱、绘画、口
头故事等形式流传至今。树皮画是表
现澳大利亚土著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形
式，每幅画在表现美的同时，也包含着
画家希望传达的道德或精神寓意。

澳国家博物馆馆长马修·特林卡
说，博物馆计划将这批杰作介绍到国
外时第一个就想到中国，因为澳国家
博物馆2001年开放后第一次海外展
览就在中国。多年来，澳国家博物馆
与中方合作伙伴一直通过互派工作人
员、合作办展等方式加强合作。

此次树皮画展将于7月3日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并将在上海、成
都、深圳、台北等城市展出。

第88届里斯本书展
在葡萄牙落幕

据新华社里斯本 6 月 13 日电
（记者章亚东 张柯）葡萄牙规模最大
的书展里斯本书展13日在首都里斯
本市中心爱德华七世公园落下帷幕。

今年书展共有626家出版社和书
商参展。为期20天的书展期间，主办
方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和辩论活动，为
读者和作者搭建交流沟通的平台。

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不时能见到
小朋友的身影。今年42岁的努诺对
记者说：“带孩子来逛书展主要为培养
他们对图书的兴趣。”

去年的第87届里斯本书展共销
售图书近40万册，销售总额达400万
欧元（约合3000万元人民币），接待读
者近55万人次。尽管今年书展期间
经常阴雨连绵，但主办方对销售情况
持乐观态度。

“当时真是‘创业时期’，每台
摄像机两三百斤重，机器后还接着
一条胳膊般粗的电缆，必须有人全
程高高举着，我们的剧才能播出。”
当年曾在《一口菜饼子》中扮演角
色的余琳老人说。

六十载筚路蓝缕。电视剧《北
平无战事》中何其沧的扮演者、八旬
高龄的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焦晃说：

“我每次演完一个角色后，都要对照
自己的创作笔记，总结成败得失。”

改革开放初，中国文艺界从话
剧、电影、戏曲等文艺门类中调集
精兵强将创排电视剧，也练就了一
批当代“戏骨”。1994年版电视剧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扮演者唐
国强说，电视剧创作改变了他的人
物形象和个人命运。他感慨，是一
大批前辈艺术家的坚守，铸就了60
年来的诸多第一。

回首过往，第一部国产电视连
续剧《敌营十八年》于 1981 年开
播，引起巨大反响；第一部国产室
内剧《渴望》1990年开播，成为荧屏
里程碑；第一部国产情景喜剧《我
爱我家》1993年诞生；第一部全程
海外拍摄的国产电视剧《北京人在
纽约》1993年播出。

60年来，中国电视剧长河中
诞生了诸多经典和传奇，但很少
有电视剧能超越由“四大名著”
改编的系列。12日晚的庆典上，
1986版《西游记》、1987版《红楼
梦》、1994版《三国演义》和1998
版《水浒传》的部分演员齐聚一
堂。观众可以看到六小龄童、邓
婕等令人难忘的身影。“孙悟空”

“猪八戒”“如来佛祖”“贾宝玉”
“王熙凤”“花袭人”“诸葛亮”“吕
布”等一起“穿越”时空，难得集体
出镜，一些在场观众热泪盈眶。

在1994版《三国演义》中扮
演吕布的张光北认为，这一版

《三国演义》成为经典的最大原
因在于一个“准”字。他说：“准
确地忠于原著，对文学名著充满
敬畏，最大程度地还原原著的叙
事风格和精神气质，是电视剧
《三国演义》经久不衰的秘诀。”

据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上
海五岸传媒等统计，在众多“走
出去”的中国国产电视剧中，“四
大名著”系列无疑是最受全球观
众欢迎的经典之一。

“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始终
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本届上
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单元
评委会主席刘和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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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艺术家坚守创作

“四大名著”美誉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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