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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启动学习十八大精神“赛诗会”

让演艺产业多一些范例
韩艳军

W 文化漫笔

他自己就是一名孤儿，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
大。经济条件逐渐宽裕后，他用全部积蓄创办了当
地第一所民办孤儿艺术团，并且12年如一日，先后
收养 80 多名孤儿，供孩子们上学、教孩子们汉剧。
这80多名孤儿在他的培养下，纷纷走向汉剧舞台，
成为当地汉剧事业的新生中坚力量。他就是在湖
南常德远近闻名的“孤儿爸爸”——肖宏国。

他把80多名孤儿领进汉剧的世界

肖宏国告诉记者，他 9 岁失去父母，后进入剧
团学戏，靠吃百家饭长大。在随剧团走乡串巷的日
子里，是看戏人家递来的一杯杯热茶一碗碗热饭，
温暖了他的记忆；是剧团师傅的细心关照让他感
受到了久违的亲情。后来，剧团散伙，肖宏国开过
车、办过店，后来在大伙的帮助下经营火锅底料生
意，生活安顿了下来，并有了一定的积蓄。2001 年
3月的一个夜晚，春寒料峭，肖宏国到湖北送货，途
中下车就餐时，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儿凑了过来，
向他乞讨。冻得直打哆嗦的男孩儿睁着一双大眼
睛，充满期待地望着肖宏国。肖宏国心一揪，赶紧脱
掉自己的外套，披在孩子身上。仔细一问才知道他
是个孤儿，被骗流浪在此，一整天没吃东西。看着可
怜的孩子，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无家可归流浪在
外的经历。感同身受，肖宏国赶紧摸了摸孩子的头
说，“小伢儿，先吃饭，叔叔再送你回老家吧，叔叔小
的时候也和你一样。”肖宏国买了热腾腾的饭菜，让
孩子吃了个饱。

一连几天，被骗孤儿的经历，让肖宏国心绪不
宁。“在社会上，和我一样曾有过同样命运的孤儿一
定还有，如果我能帮助他们就好了。”怎样去帮助他
们呢？经过一番思索，从小就热爱汉剧的肖宏国和
妻子一商量，决定创办一个孤儿艺术团，为孩子们
的成长尽一点力，这样既帮助了孤儿，又传承了心
里一直放不下的汉剧。肖宏国拿出 10 多年来攒下
的20多万元积蓄，添置设备，并从民政部门一次性
领养了33名8岁至14的孤儿。后来，他还把帮扶范
围从孤儿拓展到特困家庭子女，现已达80多名。

他像慈父一样呵护受伤的心灵

孩子们告诉记者，平时他们称呼肖宏国为“校
长”，但私底下更愿意喊他“爸爸”。艺术团很多孩子从
小就失去了父母，幼小的心灵里渴望得到爱。肖宏国
的出现，让他们感受到了久违了的那份父爱。

李园是常德市鼎城区人。三四岁的时候，父亲
去世，母亲改嫁他乡，小小的孩子失去了家庭的关
爱。2001 年进入孤儿艺术团后，她的人生发生了
改变，“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的父亲。”她清楚地记
得，有一次搭台演出时，下起了大雨，在拆卸搭建
的临时舞台时，一块钢板砸了李园的腿，焦急的肖
宏国背起李园就往医院跑。靠在肖宏国的背上，雨
水和泪水布满了李园的脸。“从小到大，我都是个
没人疼的孩子，可在那一刻，我感觉背我的就是我
的爸爸。”

对待孩子们的生活，肖宏国是一名慈父，过年

的时候，给孩子们发路费回家探亲；换季的时候，
给孩子们买新衣服；过生日的时候，给孩子们送礼
物；孩子们若有个头疼脑热，更是贴身照顾。但对
待孩子们的学业，他则异常严格。常德汉剧是古老
剧种，要更好地展示独特的艺术魅力，就需要苦练
基本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是肖宏国
经常对孩子们说的话。戏剧表演艺术注重“内八
块”“外八块”的基本功，“内八块”练吉凶祸福、喜
怒哀乐等 8 种内在情绪，“外八块”练云手、站档、
踢腿、放腰、片马、箭步、摆裆、下盘等 8 种外在功
夫。为了掌握这些基本功，演员们需要付出很多心
血，仅面部表情之一的眼功，气往上贯，眼珠不动
为定眼；目光一瞬，回眸胸窝为情眼；嫣然一笑，
颔首凝眸为媚眼；瞪眼提气，气从鼻出为怒眼。两
只眼睛还要能各司其职，来个“二马分珠”，将人
物的痴傻、愤怒等表现得入木三分。要做到这些，
少则需积淀数月之功，多则要磨砺数年方能达到
炉火纯青的地步。孩子们哭过痛过，但是，肖宏国
都“狠心”地让孩子们坚持了下来。练功完毕后，
他又会悉心地问孩子们疼不疼，还会买活血散疼
的药物，给孩子们擦拭。对于不肯刻苦练功的孩
子，他也会惩罚他们蹲马步、跑步。待到用餐的时
候，又会嘱咐他们多吃点，补充能量。除了戏剧的基
本功需要强化训练外，肖宏国还十分注重孩子们
的文化修养。毕竟，戏剧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具有文
化底蕴的艺术形式，演员们在舞台上说古道今，需
要积累丰富的历史和人文知识，才能更好地把握
剧中人物的感情。晚上，肖宏国请来老师给孩子上
课，先后高薪聘请了文化、基本乐理、视唱、戏曲、器
乐等课目的专业老师前来执教，孩子们学习和生
活都按照正规学校的方式来管理，

12年来，肖宏国把 80多名孤儿领进汉剧的世
界，在他的精心培养下，孩子们进步很快，被常德市
汉剧院和部分区县戏曲团招录的就达 20 多名。12
年的时间，“武陵区九龙孤儿艺术团”共排演200多
场传统汉剧，义务演出和低偿演出约1000多场。

在肖宏国和孩子们的努力下，荣誉接踵而至。
2003 年 5 月，艺术团参加湖南省城乡文艺汇演大
赛，一举夺得一等奖。12 年间，常德当地大大小小
的节庆活动，几乎都有这群“汉剧娃娃”的身影。
那一张张稚嫩而又充满朝气的脸，让更多的人看
见了古老剧种的希望。“只要我有能力，就会一直
带着这帮孩子唱下去。艺术团就是娃儿的家；这
些娃儿，就是我自己的孩子；这些娃儿，就是汉剧
的希望。”

“孤儿爸爸”和他的“汉剧娃娃”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徐虹雨 赵丁丁

展示新世纪中国职工的风采
董 文

12 月 9 日，北京中国剧院座无虚席，由中华
全国总工会、中国文联、中央文明办、中央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职工艺术节闭幕晚会在
新创歌曲《盛世欢歌》的音乐声中拉开序幕。来
自石油、煤炭、建筑等 12个行业产业文联的 12位
职工歌唱家，以澎湃的激情唱出了全国广大职工
身处太平盛世的喜悦心情。

晚会上，新编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在继承原
版铿锵有力风格的基础上加强了节奏感；由河南省
电力公司职工朱清杰创作的《家的牵挂》，是“唱响
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36首入围作
品之一；山西阳泉煤业集团的小伙子们将青春的激
情浓缩于舞蹈《阳光骄子》中；广东茂名石化公司的
职工们将艰苦的劳动过程转化为诙谐幽默的舞蹈
动作，舞出新意十足的《车间协奏曲》⋯⋯

据了解，第三届中国职工艺术节自今年４月

开幕以来，分别在呼和浩特、北京、陕西长庆油
田、宁波、河南中原油田、深圳、杭州、河北开滦煤
矿等多地展开，相继举办了“朵日纳杯”民族器乐
展演、“鄞州杯”戏曲展演、“开滦杯”声乐展演、

“中原油田杯”舞蹈展演、“神华杯”书法美术展
览、“长庆杯”曲艺小品展演、“浙江能源杯”摄影
艺术展览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了广大职工和
文艺工作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团
结奋进的时代风采，满足了基层职工的精神文化
需求，丰富和活跃了职工的文化生活，将时代性、
群众性与艺术性融为一体，在全国职工中赢得了
广泛赞誉。据不完全统计，直接参与本届职工艺
术节各单项活动的有上千个企业、数万名职工，
观摩各项文艺演出和展览的职工及职工家属达
数百万人次，通过电视收看各项展演实况的达上
亿人次。到目前为止，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

曲、曲艺小品、书法美术和摄影等 7 个门类的单
项活动已经全部结束。

职工上台演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也是整个职
工艺术节的重要特色。中华儿女上太空、入深海
的豪迈，高科技、新产业的兴起，南水北调、西气
东输的奇迹等，都一一展现在本届职工艺术节
的文艺作品中。一大批新人新作涌现出来，有力
促进了基层职工群众文化生活的繁荣发展，体
现了广大职工不仅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也是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力量。
一位来自宁波的基层参演者说，“这次我们一家
4 代都上阵了！我老伴是创作者，我和儿子、孙女
是参演者，而我婆婆则是我们节目的评判者。节目
虽然最终没获什么大奖，但我们全家都享受到了
参与创作的快乐，这半年来全家人几乎天天像是
在过节啊！”

W 文化长廊

“微视角·新精彩”活动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文 化 速 递

继在上海
首演一周打破
千万票房之后，
12 月 21 日,中
文 版 音 乐 剧
《猫》将移师北

京在世纪剧院与观众见面。这是上海
亚洲联创继中文版音乐剧《妈妈咪
呀！》之后，打造的第二部中文版音乐
剧。也是音乐剧《猫》继英语、德语、日
语、韩语等不同语言版本问世后的第
十五个版本。此次《猫》中文版的制
作，邀请已制作了14个语言版本的
资深制作团队，从演员选择、排练，到
布景、服装、道具制作，每一个细节都
严格把关，精益求精，保证了经典剧
目的国际品质，打造出了一部原汁原
味的《猫》。很多看过英文原版的观众
纷纷表示，这部音乐剧的中文演绎，
较之英文版的《猫》毫不逊色，不仅让
人欣赏到那些脍炙人口的音乐，同样
能体味到那起伏跌宕的故事和细腻
入微的人物心理。

遗憾的是，如今像亚洲联创这样
精心做剧目、悉心打市场、用心创品
牌的并不是很多。尤其是每当元旦、
春节临近之时，演出市场上打着各种
名剧、名团幌子的演出开始粉墨登
场。比如，去年的新年音乐会市场上，
仅以维也纳、施特劳斯冠名的乐团就
有四五个之多。而冠以俄罗斯一流芭
蕾舞团头衔的至少也有三四个。不少
观众坦言，看了这些演出，真正是花钱
买了教训，因为这其中不乏“山寨乐
团”。一位演出商曾私下透露，她一年
只在元旦、春节做一两个项目，两个月
之前就开始打广告，做足宣传文章后，
再找一个大点儿的剧场，这样演一两
场后就可以大赚一把。在她引进的一

场异国歌舞演出中，不仅省去了翻译
费用，甚至连字幕也不打，观众自始至
终都不知道演员在台上表演的是什
么。应该说，这些良莠不齐的演出尽管
短期内带来了市场的一时风光，但从
长期看，却造成了演艺市场的鱼龙混
杂与杂乱无序，败坏了演艺团体在观
众中的口碑与形象。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让中
文版《猫》的翻译不“跑偏”，剧组曾先
请翻译人员将英文版翻译成中文，再
将中文版交给另外一组翻译人员翻
回英文，而由此反复多次，恰恰是为
了确保内容的精准与传神。

此外，演员们的全身心投入同
样令人感动。在中文版《猫》中饰演

“领袖猫”的丁伟来自中国歌舞剧
院，虽然他几乎已将世界名剧演了
个遍，但用母语来演唱外国经典剧
目还是头一回。经过上百天的封闭
训练、几十场的正式演出，他戏言自
己都已经成了“喵星人”。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艺
术总监、著名导演陈维亚说，“一部名
剧，来自四面八方的优秀演员，在一
个有经验、有实力、有眼光的专业机
构组织下，瞄准国际水准，精益求精
地在短时间内推出剧目、组织演出、
占有市场，其速度、效率、质量令人赞
叹。以剧目设团队、以国情定形式、以
市场促营销、以演出带管理，这种适
应未来市场的运作方式可谓是低能
耗、高产出，也很值得大家思考。”

我们的演艺产业假如多一些像亚
洲联创这样精益求精的团队，多一些
像中文版《妈妈咪呀！》、《猫》这样成功
的市场范例，那么，我们实现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步伐就一定会迈得更稳
健、更踏实、更快捷。

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
联合主办，中国体育报业总社承办的“微视角·新精彩——2012 中国体育微
视频展播活动”日前举行颁奖典礼。《三克的梦想》等 43 部作品分获剧情类、
纪实类和综合类的金奖、优秀奖及入围奖；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文化体育
局等单位获优秀组织奖。据介绍，展播活动自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组委会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报送的作品近 200 部，参展作品包括
全民健身、大学生体育、部队体育、体育文化、竞技体育、时尚运动等各个方
面主题，表现各行业全民健身、参与体育的题材占作品的主要部分。

本报讯 12月 10日，以“中国当代原创动漫游戏产业发展”为主题的
“第六届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就中国动
漫游戏行业面临的市场机遇与挑战、动漫游戏行业如何良性发展等话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大业传媒总裁苏忠关于《新时代动漫发展的
新思维》的演讲，就我国动漫行业在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如何
获得良性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获得与会者共鸣。据悉，作为文化部、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国家重点动漫企业，大业传媒旗下的漫奇妙
动漫公司出品的原创动画作品多次获得白玉兰奖、原创音乐金奖等多项全
国性奖项。 （张晓佳）

本报讯 记者许跃芝报道：由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主办，以学
习党的十八大精神为主题的“讴歌辉煌成就，展望美好未来”赛诗会 12
月 4 日拉开帷幕。据了解，本次赛诗会要求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体现党
的十八大精神，紧密结合本职工作岗位实际，集中展现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职
工的良好风貌，文学艺术性强，思想文化内涵丰富。古风、格律诗、词、曲、
赋、现代诗等各种诗体均可参赛。本次赛诗会将按照不同诗体类别，分别评
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项。

第六届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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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来，肖宏

国 把 80 多 名 孤 儿

领进汉剧的世界。

这 80 多 名 孤 儿 在

他的培养下，纷纷

走向汉剧舞台，成

为当地汉剧事业的

新生中坚力量。

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建

设海洋强国的决心和能力，同时向国内外.

传播中国的海洋文化理念，12 月 27 日，第

一届海洋中国新年音乐会将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盛妆开幕。当晚，中国国家交响乐团

将联袂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推出柴可夫

斯基享誉世界的《暴风雨幻想曲》、德彪西

的交响素描《大海》，以及吕远的《西沙，我

可爱的家乡》等观众耳熟能详、充满海洋气

息的世纪经典，带领乐迷们领略海洋文化

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音乐会由中国对外

文化集团公司、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等单位共同主办。图为

国家交响乐团在排练。

郭志凯摄影报道

为歌颂伟大时代，反映文化事业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将从 2013 年起推出以“祝福”为品牌的新春大型歌舞晚会，在每年的春天即将到

来之际，以新春的“祝福”为广大观众送上诚挚的问候。明年 1 月 13 日起，大型

歌舞诗《水墨中华》将首先与观众见面。这台最新创编的歌舞晚会，在市场试水

中一经推出就受到了观众的广泛欢迎和一致好评。晚会采用交响乐团现场伴

奏的形式，由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顾欣亲自执棒指挥。 徐珺蕊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