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篇小说选刊承办网络文学十年盘点
本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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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互联网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
之一，为纪念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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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与“中文
在线”主办、《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承办的“网络文学十年盘
点暨首届网文年度点评”活动，于

!!

月初正式启动。“以主流
文学百年来形成的审美标准为核心标准评述网络文学”，是本
次活动的突出主题。由文学界专家、文学期刊编辑及各大文学网
站文学编辑共同组成阅读组，认真研读网民投票筛选出来的作
品，经由最终投票产生出推举结果。同时公布网络自然产生的
“投票排名榜”，作为网络最终推举结果。 （柳 文）

一张珍贵的老照片———侯宝林、刘宝瑞、马季同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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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声 30年：

直面困境 合时奋起
本报记者 刘 阳

初冬时节，记者走进位于北京版权交易中
心的“相声百年”展。二楼的展览大厅内，张寿
臣和马三立两位相声大师的塑像惟妙惟肖，马
季的手稿、文房四宝，郭全宝演双簧时戴的小
辫，刘宝瑞穿过的大褂，解放前的老剧本，以及
观众收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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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侯宝林大师的老唱片、上世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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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小剧场的相声演出海报……令人目
不暇接。

作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相
声虽可溯历史很长，但可证历史却是自朱绍文
以来的百年时光，经历了“撂地”、“茶社”、“舞
台”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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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随着广播、
电视、网络的发展，这项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又
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探索不息 紧跟时代
“
#"

年来，相声跟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进
程而前进，每一个重大社会历史的变革都有相
声形象的反映。”中华曲艺学会会长常祥霖说。
“文革”期间，艺术遭受全面的摧残，相声

的创作和表演都处于低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之后，相声艺术一马当先，触角深入生活的
各个角落，从爱情、婚姻，到关于建设新农村、
发财致富的主题思考，涌现了大量的新人新
作。常宝华、常贵田的《帽子工厂》，姜昆、李文
华的《如此照相》等一批作品传达了当时人们
发自内心的激愤感情，以真实、犀利的风格复
苏了相声的现实主义讽刺传统。常祥霖认为：
“婉而多讽、含而不露……中国美学提倡的许
多原则，都在相声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进入上世纪
&"

年代，随着电视广泛进入
家庭，姜昆、侯耀文、冯巩、牛群……大批新生
代相声演员成为观众喜爱的笑星，相声事业迎
来了又一个高峰。相声在这一时期受到前所未
有的关注。然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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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相声的鼎盛时期相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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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降，相声很难再有一个作品红遍
大江南北的盛况，有人批评相声的作秀成分越
来越浓，语言魅力日渐衰退，有人着急以前的

幽默讽刺，现在变成了轻薄贫嘴。相声在新形
势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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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后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
下，各种大赛越来越多，作品大量涌现但质量
不高。市场经济正面的、负面的问题都在相声
演员身上有所体现。“急功近利，反复锻打、切
磋、磨炼作品的时间没有了。”面对种种困境，
相声工作者并没有放弃。在“相声百年”的陈列
中，我们发现了一张照片：数十位相声演员兴
高采烈地高举横幅———“中国相声上网啦！”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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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姜昆开办昆朋网，通过网络的力
量，重新聚拢了一批新人新作。

推陈出新 队伍壮大
“改革开放后，相声队伍不断壮大，相声艺

术家在文化发展中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几支队
伍。”业内人士指出，在主流相声队伍中，其中
一支以马季、姜昆为代表，他们的创作路数、演
出风格基调高，政治性强，教育意义指向明确；
二是侯耀文领军的中国铁路文工团，作为产业
系统的艺术队伍，它以表彰先进、批评落后、提
高企业文化为使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
量；三是以李金斗为代表的社会文化队伍，以
地地道道的北京文化为基础，反映群众的喜怒

哀乐，重视对市井俚俗生活的展现和对传统技
法的广泛应运；四是以冯巩为代表的学院派，
注重形式改革，吸取影视表演技法。

一项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关键系于传承人
的培养。然而最近几年，面对侯宝林、马三立、
马季、侯耀文等几位相声表演艺术家相继辞
世，不少人对相声界大师已去而新人缺席的状
况表示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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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相
声大赛，李金斗、陈涌泉的《武松打虎》，王谦
祥、李增瑞的《驯马专家》一炮而红。此后，全国
各地也都举行了多次相声大赛，新人、新作不
断涌现。“历史证明，在曲艺界，这是一条推新
人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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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的曲艺新人新作汇报展
演，让人看到了相声的希望———老的笑星仍有
新作推出，一批新的台柱子已经成长起来。“不
同层次的新人，不同渠道成长起来的演员，至
少象征着相声后继有人。”对于“中国相声后继
无人”的说法，中国曲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
主席姜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近年来，演员们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提高自
身的文化素质，国家也在培养相声人才方面给
予了重视和支持，“中国曲艺优秀人才培养工
程”、“相声表演人才班”、“相声创作人才班”等

陆续启动。常祥霖说，“以文化的眼光、幽默的
武器、智慧的思索看待生活，评析社会，是优秀
相声演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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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以郭德纲为代表的“德云社”异
军突起，在获得喝彩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
相声艺术生存、发展和创新等问题的思考。“郭
德纲的喝彩来自民间，他的相声民俗性、乡土气
很强，是传统庙会文化在现代都市里陌生化的
产品。”姜昆认为，“德云社”坚守小剧场，注重传
统和创新的结合，注意培养中国相声新的观众
层
*

是一件好事。“正是改革开放后宽松的文化
政策、文化环境为郭德纲们创造了生存和发展
的空间，“相声队伍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

回归剧场 还笑于民
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广播、电视的发展，

相声一度成为老百姓最喜爱的艺术形式。“相
声是不是真的没人听了？相声是不是只能进博
物馆了？”类似的质疑开始不绝于耳。姜昆认
为，相声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找准定位，“曲艺
是哪来的？老百姓那儿来的。你不是宫廷艺术。
你要回到老百姓跟前去。老百姓永远支持你。”

'"

年代中期河北的一次相声大赛让相声
工作者们感触良多，“那次活动让我们感到长
期的电视相声脱离了民间基础，所以当时大家
都感觉相声回归剧场能更好地贴近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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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姜昆和李金斗等人在民族文化宫
举办相声晚会。此后，民族文化宫新年相声晚
会举办多届。“这是为相声回归剧场做了实实
在在的事。”相声表演艺术家戴志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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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李金斗的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开始正式挂
牌，因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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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低票价而广受欢迎，
+""

个
座位的文化馆剧场经常要加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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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相声
俱乐部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它以服务群众为
基本宗旨，团结更多的人欣赏相声，形成了一
种机制，沈阳、西安、天津等很多城市后来也都
有仿效，是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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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成果之一。”
相声回归剧场长期以来正是坚持了“为老

百姓创作、为老百姓演出、让老百姓满意”的方
向。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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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曲艺小剧场天天观众爆满，有
时还需要在茶馆门口加座。在这些小剧场里，
往往台上演员演唱，台下观众击节相和，剧场
里其乐融融。这些都说明相声是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艺术形式，曲艺不能离开中国老百姓的需
要，不能远离自己的衣食父母。

当然，回归剧场并不是相声发展的唯一方
式。“相声要发展，但不能盲目创新，”姜昆认
为，相声真正感人的美学力量，并非为笑而笑
的媚俗迎合，而是形式活泼但思想严肃、语言
轻松而立意深沉的审美探求与智慧运作。我们
的从业人员必须明白并坚持这些正确的艺术
观念和审美标准如何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保存相声艺术———这门祖先留下的宝贵的文
化记忆。

文艺界隆重纪念

田汉诞辰110周年 吴作人诞辰100周年
本报电 （记者李舫）近日，文艺界专家学者分别召开纪

念大会和座谈会，隆重纪念田汉诞辰
!!"

周年、吴作人诞辰
!""

周年。
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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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中国话剧运动的重要奠基人和戏
曲改革的开拓者，在戏剧、电影等领域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戏剧代表作包括戏曲《白蛇传》、《谢瑶
环》，话剧《关汉卿》等。与会者共同回顾了田汉的戏剧成就，缅
怀他对祖国鞠躬尽瘁、对事业满腔热情的精神风骨，阐述了田
汉精神在当代背景下的意义和价值。本次大会是纪念田汉诞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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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逝世
%"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纪念活动还有田汉经
典名剧展示演出等。

吴作人
!'"&

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早年师从徐悲鸿。新
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领导、教学工作，是中
国油画学派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之一，在海内外产生了深
远影响。“纪念吴作人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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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座谈会”后，还将举办“学
院与艺术———吴作人百年诞辰纪念展”，“纪念吴作人百年诞辰
国际学术研讨会”，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将组织出版《百年作
人———吴作人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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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种书籍，稍后在布鲁
塞尔举办“欧洲中国年”中的《吴作人作品展》，在巴黎和布鲁塞
尔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艺术的引进与冲突———中国与西方审
美观念的艺术体现》等一系列纪念活动。

警
惕
戏
曲
的
自
我
迷
失

季
国
平

中国改革开放 30年，国门打开，

世界多元文化互相间不断交流，中国

戏剧与世界戏剧一道成长。舞台争奇

斗妍，剧目丰富多彩。当然，全球化条

件下的中国戏剧如何发展，是戏剧界

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多年来，戏曲界

的同仁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

一个倾向性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这

就是，当今戏曲存在着自我迷失的危

险。

所谓戏曲的自我迷失，是指当下

的戏曲界有不少认识和创作实践上的

误区，最突出的有三点。一是趋同。这

里既有创作手段和艺术风格的趋同，

盲目融入或简单搬用其他舞台艺术，

泛用歌舞，丢失了戏曲自身的面貌和

风格，消解了戏曲以及剧种的个性。还

有，就是主创人员的趋同，从编剧、导

演、音乐、舞美，甚至表演，各地纷纷邀

请名家加盟，惟独忽略了戏曲以及剧

种的特殊性和多样性。

二是自鄙。以为传统戏曲落后于

时代，落后于西方话剧、音乐剧等舞台

艺术，结果是去程式化和行当化，也就

是去戏曲化；误以为西方话剧等舞台艺

术重视人物塑造，戏曲先天存在着不重

视人物创作的弊端，用话剧等西方艺术

简单地改造戏曲。其实，只要有一点中

国戏曲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从传统戏

曲形成开始，就把人物的创造作为评价

剧目和优秀演员的重要标准,说戏曲不

重视人物创造，不是认识的肤浅就是主

观的误解。当下戏曲的表演水平整体在

下降，所谓“塑造人物”往往成了掩饰表

演不足的一大借口。

三是自大。有一些主创人员并不

真正懂得戏曲，不尊重戏曲，却不肯虚

心学习，从外来艺术得了一点皮毛，就

自以为是，妄言“创新”，以当下戏曲救世主的面貌出现；或

者表面上说是尊重，却因不懂戏曲，或者是不了解剧种特

性，自以为“以歌舞演故事”就是戏曲，脱离传统，盲目“创

新”。如此产生的剧目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四不像”，这样的

自大和盲目对戏曲是有害的。

我们这样讲并不是反对戏曲的发展和创新，一部中国

戏曲史就是在传承和革新中发展的。我们固然担心西方文

化和当代娱乐对戏曲的冲击，但更担心戏曲的自我迷失，迷

失是慢性自杀。当戏曲遭遇现代文明、出现困境之时，我们

更应该把握特点，强化风格，寻求超越，解决好继承和发展、

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主创人员要敬畏戏曲传统，不要瞎折

腾；理论工作者要有敏锐的眼光和敢于批评的勇气，不要胡

吹捧；主管文化部门要尊重戏曲规律，不要乱指挥。如此，戏

曲才有未来，才有希望。

当然，戏曲的自我迷失，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对艺术创新

的倡导和有关的评奖办节等。对于戏剧工作者来说，自身要

有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眼光。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

的现代社会，戏曲和 21世纪的人类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戏曲的独特魅力和形式优势自身就

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中国戏剧的文化基

因和优良传统，本身是戏剧向前发展的

重要精神资源。当代的戏剧工作者应该

担负起应有的历史职责，对当今戏曲的

自我迷失保持警醒。

为评剧而“蹦”
刘 依

评剧最初叫“蹦蹦”。一个“蹦”字形
象概括了评剧的草根性和平民性。评剧
几十年来一直为市民和农民演出，通俗，
朴实，易懂。如今，戏剧不景气，为这“土”
得有些掉渣的艺术坚守的人少了。尽管
名列中国五大剧种之一，评剧却也时常
被称为“没落的艺术”。

如此险仄之境，仍能为评剧而“蹦”
的人，需要毅力和理想。若“蹦”得不同凡
响，就格外值得尊敬。天津评剧院的名角
曾昭娟，因着不懈的信念和追求而一次
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曾昭娟原本生活优裕，不需为“稻
粱”愁；也可以在其他艺术行当功成名
就。然而她心里只有评剧，容不下其他，
甘愿吃苦受罪，不改初衷。缘于这份痴
情，人们称誉她是“为评剧而生的人”。她
自己也说：“妈是评剧，我随我妈。”

曾昭娟并非生于梨园世家，但从小
迷恋“粉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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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成角，后师从评剧名家
花淑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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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演出大小剧目几十
出，收获奖项无数。她的演出端庄大方，
扮相清丽俊秀，嗓音圆润，声遏行云。台
下，曾昭娟明眸皓齿，天生丽质，台上，一
经“装饰”，举手投足便如玉树临风，加上
唱念做打不凡，愈加光华满台。

前些年，曾昭娟演出根据关肃霜演

出本改编的《黛诺》时，台下的关肃霜直
拍花淑兰的后背：你的学生把我给“毙”
了，兴奋欣赏之情溢于言表，曾昭娟高低
自如的嗓音令艺术大师惊叹至今。演出
《凤阳情》时，收放自如的表演赢得众多赞
誉。近日，曾昭娟开始主演新剧《寄印传
奇》，她的表演更加清新、老到，耐人寻味。

几年前，由于意外摔伤了大腿股骨，
医生断言她“永不能登台”。但曾昭娟创
造了奇迹，即将合上的大幕为她重新打
开。股骨上还固定着两根钢钉时，已然在
舞台上盛装出演，她的追梦激情，直让人
感念上苍之手的神奇。

曾昭娟的表演艺术令人感叹。执着
和渴望也一次次成就了她艺术人生的丰
厚传奇。已经是国家一级演员，已经声名
鹊起，曾昭娟让名利都随风而去，逝不去
的只有对评剧的虔诚———由此，曾昭娟
将她的评剧成就和万般钟情，凝聚成万
花丛中一道绮丽的风景。

《文学报·微型小说选报》面市
本报电 原《文学报·大众阅读》（周末版）将全新改版为《文

学报·微型小说选报》。秉持贴近现实、时尚幽默、短小活泼、有趣
有益、雅俗共赏、轻松好读的办报理念，将成为刊登海内外微型
小说精品力作的最佳平台。《选报》以选为主，原创为辅。

（陈 言）

专
家
研
讨
︽
蓝
色
火
焰
︾

本报电 周桐淦所著报告
文学《蓝色火焰》研讨会日前在
北京举行，文学界、经济界、科
技界部分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和宏
大的气魄，将江苏综艺集团在
带头人昝圣达董事长的带领
下，投身民族高科技产业，尽
心尽力地研制事关国家安全
和世界和平的龙芯和超导研
究的事迹细致入微地描绘出
来。 （李 平）

中国煤矿文工团“百年追梦”

为纪念改革开放
#"

周
年，中国煤矿文工团根据中
国民族工业的发端地、中国
煤矿工业的代表性企业———
开滦的

!#"

多年历史，全新
创作排演了大型歌舞《百年
追梦》和大型话剧《打春》，日
前赴矿山首演。

大型歌舞《百年追梦》
以歌舞、朗诵、戏剧等多种
艺术表现形式全方位展示
了开滦煤矿

!#"

多年来创

业、崛起、壮大、改革、腾飞
的发展历程，气势恢宏、色
彩绚丽、充满诗意和激情。
著名歌唱家胡月、曾静、孙
禹、王海天等及百余名演
员参加演出。话剧《打春》
由刘星编剧、吴晓江执导、
表演艺术家瞿弦和等出演
主要角色。该剧讲述了中
国民族工业在历史夹缝中
曲折前行的艰辛过程，表
现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

民族精神。两台原创艺术作
品饱含着对煤矿工人的深情
和对创造今天幸福生活的先
辈的崇敬之情。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煤
矿文工团的几代艺术家历
经风雨，走出了一条全心全
意为矿工服务的文艺之路，
矿工们亲切地称他们“煤海
中的珍珠”（上图为话剧《打
春》剧照）。

（张秋影）

专家学者座谈《日出》
本报电 （记者张健） 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总

政话剧团《日出》座谈会”近日在北京召开，戏剧界部分专家、学
者参加座谈。

话剧《日出》是曹禺最具代表性的名作之一，是以上世纪
#"

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大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四
幕话剧，从解放前至今，被上演过无数次。总政话剧团排演《日
出》尚属首次，剧目自今年

+

月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后，已全国巡
演

#"

场。
!!

月
$)

日至
!$

月
)

日，新版《日出》将回到北京人艺
舞台再演

!"

场。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召开年会
本报电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学术年会近日在深

圳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新时期
#"

年我
国文艺理论研究”。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就怎样认识新
时期

#"

年我国文艺理论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
的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艺理论的关系、文学理论学
科转型和理论创新等问题进行研讨，他们认为，毛泽东文艺思
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中国共产党人
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理论结晶，是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必须在坚
持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以科学发展观为引
领，结合变化了的实际，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做
出新的贡献。 （李 龙）

纵横

中国文化三十年

《刘少奇画像集》出版
本报电 为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

周年，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的《刘少奇画像集》，

!!

月
!(

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了出版发行座谈会。

该书主编沃宝田和任葆琦同志收集了刘少奇形象的美术
作品

#""

多幅。其中油画有《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刘主
席在林区》、《中南海的灯光》、《历史》；国画有《同志》、《东方》、
《人民公仆》、《与共和国同在》、《少奇同志在农村》；雕塑有《刘
少奇同志在安源》、《一家人》、《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故园春
风》；版画有《操劳》；年画有《普天同庆》、《排排坐分果果》；连
环画有《我就是工人代表》、《刘主席探亲》等，还有瓷画、漆画、
蜡像、发绣织锦等。这些作品从多侧面记录了刘少奇同志革命生
涯中的丰采，是伟人丰采的艺术再现。 （何 庄）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出版
本报电 《中

国文化产业发展战
略研究》近日由社
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国家行政学院研
究员祁述裕撰写，第一次对我国文化产业战略问
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共有

!$

章，包括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文化生态环境、文化产业结
构、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
该书旨在通过对我国文化产业兴起的时代背景、发
展历程、文化习俗、产业发展布局等进行系统的论述
和分析，探讨文化产业的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和实施
步骤，使文化产业各要素之间形成合理配置。作者在
书中提出，我国目前以消耗物质资源为基本特点的

经济发展模式已经
无法为继，居民消
费由物质消费为主

逐步向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并重转变，文化与
科技、产业的结合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我国中心城市由生产性城市向服务经济为主的城市
转型，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由主要关注硬实力向硬实
力和文化软实力并重转变。作者推测，我国

$"$"

年
的文化产业发展预期目标为

#

万亿元人民币，约占
同年国内生产总值（

,-.

）的
+/

。届时，文化产业将
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第一部研
究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问题的专著，《中国文化产
业发展战略研究》覆盖面广，涉及内容丰富，提出的
诸多建议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文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