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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戏能演 10 年？4 月 15 日，在
看完第 6969 场《功夫传奇》后，《经济日
报》记者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真切感受
到这台戏的魅力所在。来自以色列的
女观众 Eliana 兴奋地告诉记者，她和男
朋友来北京自助游，是别人介绍过来看
演出的，“来值了！”这场表演让她对中
国的功夫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贷款100万美元去伦敦演出”

2004 年 7 月 15 日首演，至今演出
近 7000 场，其中出国商演 1396 场，包
括赴美国、加拿大、英国、俄罗斯、日本、
西班牙巡演 484 场，在美国雷诺与布兰
森驻演 912 场⋯⋯相比于其他常见的
国内旅游演出，这台剧目为何能够经久
不衰？出品方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
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晓宁说，“如果仅仅
只是一场秀，不可能坚持这么多年。”

“可当年却是从一场秀开始的。”曹
晓宁话锋一转。2003 年，天创公司为
美国演出商定制了一台功夫题材的剧
目《少林魂》，剧中没有故事情节，以展
示中国武术的风格与技巧为主。第二
年，为在国内长期驻场演出，同时在世
界各地巡演，公司决定将“功夫秀”升级
为“功夫剧”，没想到一上演便受到外国
观众追捧，吸引了世界知名的演出商。

2009 年 7 月，《功夫传奇》在伦敦大
剧院 19 天里连演 27 场，创造了中国剧
目进入欧美高端演艺市场的最好纪录，
自此在海外站稳了脚跟。回想起这段
经历，曹晓宁心有余悸，“这次演出非常

‘惊险’。当初团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递交了演出申请，没想到伦敦西区艺术
委员会审查后很快通过了批准，并邀请
我们当年就去演出。”

但当年的支出预算里没有演出款
项，怎么办？曹晓宁只好冒险把办公楼
抵押给银行，贷款 100 万美元，才凑够
了演出经费。没想到，19天的演出不仅
还清了贷款，还实现了盈利，成为第一
部向外国演出商收取演出版权费的中
国出口剧目。这也促使天创公司在美
国中部的演艺之都“布兰森”购买了白
宫剧院，实现了《功夫传奇》在美国的长
期驻演，首演不久就被当地观众评选为
年度最佳剧目。

演了 10 年的《功夫传奇》不仅没赔
钱，还盈利近 2 亿元，这与其经营方式
有直接关系。曹晓宁告诉记者，该剧是
国内唯一采取“百老汇模式”运营的剧
目，即在一个剧场长期驻演，同时在各
地巡演，并成立子公司自负盈亏。曹晓
宁表示，“‘百老汇模式’的好处在于演
出以市场为导向，打造原创的具有巨大
商业价值的剧目，再复制到世界各地进
行巡演，使剧目效益最大化。剧目就是

文化产品，产品要卖得好、卖得久，必须
经得起市场考验。”

“每次从舞台走过都像触电”

在《功 夫 传 奇》的 北 京 驻 演 剧 场
——北京东城区红剧场，记者见到了与
这部剧目一同成长的张圣闪，他从 21
岁加入团队至今，把人生中最好的 10
年献给了《功夫传奇》。10年来，张圣闪
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

第一次转型是登上舞台。成长在
梁山脚下的张圣闪从小在武术院校习
武。2004 年，他通过层层选拔进入《功
夫传奇》的演出团队，以自己擅长的硬
气功来表现主角纯一从软弱到坚强的
内心转变。由于这部戏在演员角色设
定上采用了规定情景后“自由发挥”的
模式，在武术基础上让演员自己揣摩角
色，这对张圣闪而言可是巨大考验。

如何克服自己在舞台表演上的不
足？张圣闪下了一番“笨功夫”。他朴
实地说道，“咱也没别的办法，就是‘一
根筋’地练。有时找个墙角就演，有时
对着镜子演，努力去感受角色的内心
世界。”为了演好纯一，张圣闪还琢磨出
一套快速进入角色的方法，“每次上台
前都要静坐两三分钟，让自己‘入定’，
排除一切杂念，再大的事也大不过当天
的演出。”

第二次转型则是离开舞台。为了
剧中动作的震撼效果，张圣闪的膝盖每
一次演出都要承受猛烈的撞击。多年
的伤病终于在两年前的美国驻演后集
中爆发，已在舞台上坚持表演了８年的
张圣闪不得不退居幕后。张圣闪略带
伤感地说，“这个打击可不小。要不是

因为伤病，我想演满 10 年，给自己一个
满意的谢幕。”随后他又兴致勃勃地说
起舞台的魔力，“现在每次从舞台走过
都像触电一样，特别是听到自己出场的
那段音乐响起时，全身的肌肉都不由自
主地唤醒了。”

如今，已经离开舞台的张圣闪面
临更大的挑战，担任后勤主管的他要
承担剧组的内外沟通、图片设计、网
络安装等诸多工作，一切都要从头学
起。“一根筋”的劲头让他迅速适应了
新的角色。去年，张圣闪考取了网络
工程师证书，还通过了成人高考；今
年，他开始在北京市东城区职工大学
学习。张圣闪告诉记者，他并不贪恋
舞台的辉煌，而是享受向世人展现中
国文化魅力的过程。

“改版是因为不满足”

如何让旅游演出不依托于景点，也
不拘泥于现场秀？《功夫传奇》的导演之
一、艺术总监陈奇智告诉记者，10年来，
该剧针对不同的市场需求及观众反馈，
先后修改达 34 次，最终形成了现在的
版本——以全世界观众都认同的“磨难
与成长”的人生为主题，以学习功夫为
背景，表现主人公纯一从懵懂少年成长
为一代宗师的生命历程。

改版常常因演出而随时变化。陈
奇智介绍道，“以 2009 年去伦敦西区演
出为例，剧目增加了一段反转情节：刚
刚学有所成的男主角，自以为修炼得足
够强大，却听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经
历了一次更大的精神磨炼。这是好莱
坞电影中常见的桥段。”在陈奇智看来，
正是在一次次改版中，《功夫传奇》脱离

了功夫技巧秀的“初级水平”，发展为剧
情跌宕、人物丰满的舞台剧，在情感上
引起外国观众的共鸣，加深了他们对中
国功夫文化的理解。

进入 2015 年，北京市红剧场投资
2000 多万元对这场剧目再次进行“升
级改造”。陈奇智表示，“每一次改版都
是因为对现在的不满足。拿这次改版
来说，多媒体技术在舞台剧中的应用为
演出形式带来极大的提升。”

新版 《功夫传奇》 利用投影、两
道纱幕、画幕以及 LED 屏的联动展
示，创造出立体感与层次感极强的舞
台效果，舞台表现手法更为丰富，人
物内心情感表达更具感染力。在演出
现场，记者看到少林武僧习武图的立
体喷绘浮雕惟妙惟肖地呈现在眼前，
光影闪烁之间，浮雕墙上的武僧竟然
从画中缓缓“走”下来，紧接着，乐
池升起三架长号，号鸣悠远，引领观
众走进中华武术的大千世界。

曹晓宁说，“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道路上，天创公司一直在坚守，脚步从未
停止，目前新版的《功夫传奇》正在为泰
国大学巡演与泰国驻演做准备。今后我
们仍然会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精修作
品，让这个中国演艺传奇流传下去，成就
更大的辉煌。”

多年来，农作物秸秆、柴草堆难以
处理，一直是困扰农村环境的难题之
一。在山东省无棣县西小王镇，一项

“变废为宝”的新技术有效化解了这一
顽疾。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在西小王镇
的生物质能源推广中心看到，院子里堆
满了已打好捆的棉花秸秆，车间里机器
轰鸣，工人正在紧张作业，一块块规范整
齐的生物质压块燃料源源不断地“流”下
出料口。“如果满负荷运行的话，每天能
生产 20 多吨呢！”推广中心负责人陈景
国说，这种可取代原始煤块的新型生物
质燃料目前正在试运行阶段，反响不错，
下一步准备大面积推广。

“我们的锅炉烧的就是‘秸秆煤’，
烧起来一点烟都没有！”镇中心幼儿园
园长刘金链说。

在现场，记者看到码放整齐的编织
袋中装满了黑乎乎的东西，顺手拿起一
块，感觉重量比煤要轻。“这些都是用
棉花秸秆生产的，才合 5 分钱一斤，用
起来特别省钱！”刘金链说。

“以前棉花采摘后，棉柴一部分被
拉回家生火做饭，在房前屋后随意堆
弃，形成垃圾堆，严重影响村容村貌；
一部分在田间直接焚烧，既污染大气环
境，又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西小王镇把
废弃棉柴加工成生物质燃料，解决了农
村环境整治难题。同时，生物质燃料产
生的废气污染非常少，二氧化硫排放不
到煤的 5%，可大大减轻大气环境污

染，改善生态环境。”镇长徐鹏潇说。
“俺家的老式灶台早就扒了不用，

火炕里的取暖煤炉也卖了，从去年冬天
起，俺家用上了‘新式武器’，效果还
真不错！”镇上的居民穆连祥说。

在他家的厨房里，一台崭新的生
物质灶台取代了以前的老式灶台，正
在做饭的穆连祥熟练地操作着。去年
10 月底，他把原来的老灶台清除掉，
换 上 了 新 式 的 生 物 质 灶 台 ， 还 在 卧
室、客厅安装了两片暖气片，这边做
饭，那边还能取暖。原来用老灶台的

时候，院子里需要存放大量的棉柴、树
枝、柴草，现在用生物煤既节省空间，
院子里也不凌乱了。

穆连祥算了一笔账：去年，他家种
了 7 亩棉花，大约有 4000 斤棉柴，过
去一直在地里扔着，到了开春后不是烧
掉就是低价卖给其他人。得知镇上的生
物质能源推广中心推出了用棉柴换生物
煤的优惠措施，他就带着家人把棉柴拔
掉送到了推广中心，换回 1000 多斤生
物煤。用上生物质灶台后，做一家人的
饭，只需要 1 斤左右生物煤就足够了，

成本才几分钱。
镇党委书记杜守国说，西小王镇是

鲁北最大的棉花产业发展基地，每年植
棉面积约 12 万亩，可形成棉花秸秆约
6.3 万吨。去年以来，该镇投资 330 万
元建成生物质能源推广中心，按照“以
点扩面、村级推广、开拓市场”步骤，
全面推广利用棉柴生物质固化成型燃料
替代燃煤 （燃油、燃气），走出了一条
既能实现农村专业合作社增收、农民减
少开支，又能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改善
群众生活方式，更能保护生态环境、实
现节能降耗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杜守国说，为使这一新生事物早日
被群众接受，去年 10 月，镇上选取了
东黄村、西黄一村、西黄二村等 3 个生
物质能源推广示范村进行试点，免费为
7 个农户安装价值 1 万元的试用采暖
炉，同时，将炉具、棉柴压缩块在村广
场上点燃试烧，现场演示效果。之后，
经过深入调研，科学确定了棉柴换购和
现金购买两种方式。棉柴换购是指居民
可用自家棉柴兑换生物质燃料，每 1 吨
棉柴换购 1 吨生物质燃料，居民每吨仅
交 180 元加工费即可。按照当前煤炭每
吨 800 元计算，每年每户可节约 1500
元左右，目前已换购生物质燃料 600
吨；现金购买按每吨 400元，目前已购
买 190 吨。通过与居民算清明白账，生
物质能源得到 3 个试点村绝大多数农户
的认可和认购，目前共有 104 户农户使
用生物质能源，占总户数的 60%。

2004 年，舞台剧《功夫传奇》首演，至今已演出近 7000 场，盈利近 2 亿元，实现了文化推广与演

出收益“双丰收”——

中国真功夫 十载铸传奇
本报记者 艾 芳 李鹏翔

在重庆市璧山区福禄镇浸河村的云雾山上，有一位 66 岁
的老人邓世友，他身患癌症 10 多年，却不改治病救人之心，坚
持每天行医巡诊，无偿为乡亲们看病。他把自己的手机号码
写在纸上，贴到村里，方便乡亲有急病时第一时间拨打，他的
号码被乡亲们称为云雾山上的“120”。

浸河村是璧山区较为偏远的一个村庄，山高坡陡。邓世
友的卫生室就开设在半山腰的一条乡村公路旁，尽管面积不
大，但里面观察室、诊疗室、输液室、药房等一应俱全，打理得
干净整洁。邓世友说，乡亲们来看病拿药的时候，看到房间整
洁，心情就会好点，这对治病有帮助。

邓世友是农民的儿子，祖祖辈辈在云雾山上耕种。1970
年，22 岁的邓世友看到乡亲们因缺医少药饱受病痛折磨，决
心学医为乡亲们减轻病痛。从那时起，他每天不是背着药箱
子在山间奔走，就是在卫生室给病人看病。

山里的生活不富裕，邓世友给村民看病从不多开药、开贵
药。“邓医生人好，看病收费又低，每次到我家给我看病，来回
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只收点医药费，连路费都不够。”说起邓
世友，浸河村的张大国老人充满感激。

浸河村山路难行，但 45 年来，邓世友走遍了村子的山
山水水。村民们都知道，只要哪户人家有出诊需求，邓世友
都会翻山越岭、蹚水越沟、随喊随到。93 岁的浸河村一组
村民韩云高说，自己患有风湿病、肺气肿，只有老伴在家照
顾，当他疼痛发作的时候，老伴就会打电话给邓世友。不管
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接到电话，邓世友总会一路小跑到家里
给自己诊治。

2004 年 7 月，邓世友突感不适，咳出血来，被诊断为肺
癌。做完左肺切除手术后的几天里，邓世友的病房里，来了许
多他亲手治愈的病人。有为他宽心的，有红着双眼送上祝福
的⋯⋯邓世友反倒劝他们：“没事儿，我还要回到村里继续给
大伙儿看病呢！”

休息一个月后，邓世友又回到了熟悉的卫生室。邓世友
说，“癌症让我很痛苦。但就是因为这样，我更理解村里患病
乡亲们的痛苦，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坚守下去。”

如今，邓世友依然每天早早起床，步行 2 公里山路到卫
生室为乡亲们坐诊。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两鬓斑白的老
者，他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村里的老百姓记住了
他、离不开他。今年 2 月份，邓世友被评为“2014 感动重
庆十大人物”。

鲁北小镇开展棉柴换购生物煤试点，解决农作物秸秆难处理问题——

废弃秸秆成了清洁燃煤
本报记者 常 理

在大队民警眼里，他是真诚善良的“冯大队”，在当地群众
心中，他是扶贫帮困的热心人。

“冯叔叔，我是云竹，我想对你们警队说声谢谢，感谢你们
为我所做的一切。”这是女大学生云竹发给冯宏毅的短信。

家住辽宁丹东市财神庙街的小云竹年幼时就失去父爱，
一直和母亲王金梅相依为命。2011 年初，时任辽宁丹东市公
安局元宝大队教导员的冯宏毅得知此事后，便带领民警来到
她家探望。眼前的情况让他惊呆了：狭小的房间冷飕飕的，屋
里没几件家具。小云竹的母亲王金梅患有糖尿病、高血压、肾
炎等疾病，一家人除了吃低保再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冯宏毅和时任大队长肖刚商量，决定把云竹一家纳入帮
扶对象。打那以后，冯宏毅成了她家的常客，每逢年节都会给
她们送去生活用品和慰问金。

2012 年，云竹考上大学。拿到入学通知书的那天，娘俩
默默无语，因为她们心里都清楚，几百元的低保怎么能付得起
学杂费呢？冯宏毅得知后，发动民警捐款，云竹念大学的愿望
终于实现了。

辖区老王一家人靠一辆三轮摩托车维持生计。2013 年
夏天，他开着摩托车拉着批发的 500 多斤菜来到丹东集市，
被大队民警拦住了。车没有牌照和驾驶证，按照规定要被扣
留。老王恳求说：“这一车菜如果烂掉，我们两个月吃饭钱
都没着落了。”得知老王家的处境，冯宏毅说：“我们每家都
要吃菜，就把王老汉这车菜买下吧。菜出不了手就会烂
掉。”同事们都赞成，按照零售价把这车菜买下了。王老汉
非常感激，含着泪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你们这样的好
警察啊！”

“冯大队”常怀爱警之心，常念民警冷暖，在从事公安
交通管理工作的几年里，经常走访慰问困难民警及家属，增
强了队伍凝聚力和向心
力。2013 年 2 月，民警廖
军华父亲因肝坏死，急需
高额医疗费用，在冯宏毅
的带动下，大队民警、辅
警自发捐款，帮助同事渡
过难关。

中 国 故 事2015年5月7日 星期四16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闫闫 静静 郎郎 冰冰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邮邮 箱箱 jjrbzggs@jjrbzggs@163163.com.com

更 多 中 国 故 事

系 列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辽宁丹东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元宝大队大

队长冯宏毅

他有一副热心肠
本报记者 张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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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璧山区福禄镇乡村医生邓世友

云雾山上的“120”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陈景国（右）在向客户介绍生物质炊事炉的使用方法。 本报记者 常 理摄

图为《功夫传奇》剧照。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