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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暨“乡音之旅”展演
日前在金门落幕。金门县文化局局长吕坤和说：“这
是金门县自海峡两岸交流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大
的文化交流活动。”金门县文化局艺文推广科科长周
祥敏说：“开幕式观众反映的热烈程度可以用震撼来
形容。”该活动由中华文化联谊会、金门县政府担任
指导单位，厦门市中华文化联谊会、福建省闽台文
化交流中心、厦门市两岸交流协会、金门县文化局
主办，厦门卫视、金门县社教文化活动基金会协办。

2004年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开始举办，此次移
师金门，是继2014年首次在台湾彰化县举办海峡两
岸民间艺术节后，再度入台举办此项活动，旨在吸
引更多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两岸文化交
流，扩大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这样深入基层、走进百姓身边的民间艺术交流，不
仅显示了民间艺术节和乡音之旅的活力和亲和力，
最接地气，也深受台湾民众的喜爱。

来金门就像回娘家
对于金门，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早已不陌

生。团长吴晶晶对记者说，1994年该团作为大陆第
一个文化团体到金门演出，被台湾媒体誉为“叩开
金门的大门”。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与金门很有渊
源，剧团是20世纪30年代厦门同安莲河与金门的艺
人共同合资成立，各取地名的头字，加上大吉大利
的“陞”字，所以称之为“金莲陞”。剧团至今已到
金门演出16次，乡亲们特别喜欢高甲戏，来金门就
像回娘家一样。

在此次艺术节上，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带来了
新编大戏《大稻埕》，并作为开幕演出率先与金门观众
见面。该剧深刻反映《马关条约》签订后，遭逢遽变的
台湾大稻埕商人在历史之殇中坚持抗争，由此体现出
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可歌可泣的家国情怀。
《大稻埕》编剧曾学文对记者说，该剧在台湾上

演，不像我们之前所顾虑的，担心当地人不能接受。最
后观众给予热烈的掌声，说明家国情怀其实在两岸纷
纷扰扰的状态下，还是得到了台湾观众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导演是台湾人李小平，谈
及这段合作，曾学文说，我和李小平都很重视传统
元素的当代运用。比如高甲戏有草莽、浓烈的风格
以及丑角特色，在体现该剧种行当特点的元素上，
仅有传统的运用还不够，应该适应当下的审美，做
新的理念上的阐释和调整。

带动两岸广泛参与
“乡音之旅”展演是由厦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和厦门市中华文化联谊会组织并常年举办的对台
文化交流活动，如今已走过4个年头。此次将海峡两
岸民间艺术节与“乡音之旅”展演相链接，在艺术

节期间，组织两岸演出团体深入金门的学校、乡镇
社区、医院和安老院等开展“乡音之旅”展演，让
两岸文化交流成果更多地惠及台湾民众。

此次乡音之旅，通过艺术进社区、进校园的方
式，带动两岸基层民众和青少年广泛参与；通过戏
剧和舞蹈艺术研习营的举办，更使艺术爱好者有机
会亲自体验。其中，高甲戏研习营由中国戏剧“梅
花奖”获得者和高甲戏国家级传承人等名家，介绍
高甲戏剧种的有关知识，讲解和示范戏剧脸谱的绘制
方法，并现场传授高甲戏行当表演知识和经典折子
戏，体验者既有3岁的幼童，又有七八十岁的老人。

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团长林德和对记者说，歌仔
戏是闽台两地同根同源的一张文化名片。原因在于歌
仔戏的根在大陆，虽然剧种形成于台湾，却是由两岸
共同培育的剧种。歌仔戏的受众不仅在福建的厦漳泉
地区，台湾闽南人占78%，歌仔戏同样倍受喜爱。在歌
仔戏受众面方面，大陆民众加上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
华人，差不多覆盖了6000多万人。林德和说，前些年我
们每年去台湾演出两次，场场满座。

戏曲创新很关键
“前些年比较担心，听说哪个老人家去世了，感

觉可能又少了个观众。这些年越来越好，特别是歌
仔戏目前在厦门，走进剧场的观众，有一半都是年
轻人，很多还是大学生。这对我们是一种激励。”林
德和向记者介绍观众的年龄分布。

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副团长庄海蓉对记者说，
歌仔戏以生旦戏为特色，上世纪90年代台湾电视歌
仔戏比较兴旺，很多歌仔戏小生都由女性扮演，女
小生表演因此风靡两岸。女性男装扮相俊美，与女
小旦肢体互动也更自然，引来不少人追星，现在大
陆歌仔戏女小生也开始流行起来了。

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的“90后”演员林姗姗在
厦门艺术学校所学行当便是小生，如今她除了扮演
小生，也在剧团庄海蓉的指导下学习武旦。她向记
者分享自己的观察：“我在艺校时歌仔戏还没有现在
那么多观众，如今政府支持很重要，戏曲本身的创
新也是关键。”
“歌仔戏只有百年历史，但年轻也有好处，可以

博采众长。”林德和说，比如我们的打击乐，学的就
是京剧。我们有很多曲调，都是很地道的民间小
调，不仅好听，而且容易流行。
“歌仔戏的音乐本身富有地方特色，有观众喜闻

乐见的曲牌，这几年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服
装和化妆也更讲究，更有美感。歌仔戏是富有综合
性的剧种，基本功、身段学京剧，服装打扮学越
剧，学那些剧种最好的东西，吸收到我们的戏里
面。”林姗姗说。

本报厦门11月3日电（常工）由中共中央台办、文化部和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福建省人民政府、厦门市人民政府和台湾亚太
文化创意产业协会承办的第九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简称“两岸文博会”）定于11月4日至7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

据组委会介绍，本届两岸文博会展览面积6.5万平方米，设展位
3250个，将打造“工艺艺术品”“创意设计”“数字内容”和“文创旅
游”四大板块，进一步突出对台特色。与此同时，本届文博会还将聚
焦文化文物IP衍生品设计，打造“互联网+IP衍生品设计产业大会”。
福建省图书馆将组织中国图书学会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首次参会，共
同开辟两岸IP设计合作新局面。

组委会同时表示，本次两岸文博会还将有14个亮点贯穿其间，吸
引观众的眼球，使其不枉此行。14个亮点具体如下：

互联网+IP构建云平台生态园
互联网+IP衍生品设计产业大会由阿里巴巴、福建博物院、福建省

图书馆、台湾五大文创协会和两岸设计高校联袂打造，汇聚国家博物
馆、上海博物馆、浙江博物馆等7家最具代表性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
中国图书学会、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敦煌研究院、福建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等知名机构及两岸80个文创旅游城市及景区、百家设计
名企，资源整合一体，提供IP在线交易、设计、生产、销售及版权保
护服务功能，从而构建IP产业云平台生态圈。北京龙泉寺的“网红”
机器僧“贤二”也将惊艳亮相。

文化产业、金融创新跨界对话
两岸文博会组委会、鲁迅文化基金会、中国投资协会携手打造“一带

一路”文化产业与金融创新论坛，邀请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等部委负责
人，中国文化产业基金和北京银行等金融机构负责人，乐视控股、种子音
乐集团、中国港中旅集团等企业负责人现场展开主题演讲与对话研讨。

文创购物“台味儿”十足
岛内741家参展商、936个展位联手展出上万件展品，首次汇聚台

湾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台湾优良设计协会、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
盟协会、海峡两岸文创协会、中华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协会等五大
文创协会以及7所岛内知名艺术设计名校。此外，台湾文创购物节带着
金门、新竹、南投等各特色县市的文创旅游产品再次登陆厦门，打造
最“台味儿”的文创购物节。

中华工艺精品再次升级

文化意味浓
11月 4日至7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第九届海

峡两岸文博会，是全国唯一以“海峡两岸”命名并由海
峡两岸共同主办的文化产业盛会，以“一脉传承，创意
未来”为总主题，以“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两岸文化市
场融合”为宗旨，同时也是两岸文化深入交流对接最直
接的平台。

据介绍，经过8年的培育，两岸文博会品质和效益逐
年提升。今年的第九届两岸文博会将继续延续去年的产
业格局，聚焦“工艺艺术品”“创意设计”“数字内容”“文创
旅游”四大板块，并秉承市场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思
路，将四大版块打造成“一展、一周、一会、一节”的四大品
牌，即“一展：两岸工艺艺术品交易会；一周：两岸新势力
设计周；一会：两岸数字内容产业大会；一节：台湾文创购
物节”，为参展客商创造最大化效益，做精文博会。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已确定的活动共计144项，其
中重要活动共5项；其他主要活动、配套活动37项；同
时，在厦门市文化龙头企业和具备一定规模及效益的文
化产业园区，组委会还设置了30个分会场。

策展亮点多
本届文博会紧紧把握产业发展新趋势，探索“互联

网+IP”云平台新模式。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

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的通
知》精神，把握文化市场发展脉络，重点突出“互联
网+IP衍生品设计”主题，举办“海峡两岸互联网+IP衍
生品设计产业大会”。通过阿里巴巴的阿里云平台将IP
授权方、IP设计方、渠道等资源整合于一体，提供IP在
线交易、设计、生产、销售及版权保护服务功能，从而
构建IP产业云平台生态圈。

致力文化金融融合创新，全面提升产业对接实效。
一是全力打造高规格、高标准的主论坛，搭建本地

文化产业项目投资对接平台。二是继续与社会各界合
作，开展不同定位、不同受众的专场活动。

不断巩固和提升对台特色，促进两岸文化产业可持
续发展。

对台特色既是两岸文博会的办会宗旨，也是文博会
一直以来最大的特色和亮点。一是首次齐聚台湾五大文
创协会、岛内7所设计高校参展；二是本届文博会超过700
家参展商，900多个展位联手展出上万件展品，仍然是参
展台湾机构数量最多、比例最高的大陆地区文博会；三是
组委会将邀请“两岸企业家峰会”闭幕式的相关领导及文
创小组，包括网易创始人等在内的全体企业家参观文博
会主会场，从而扩大文博会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文博会
的知名度和立意高度，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注重“文化惠民”，体现办展社会效益。
本届文博会注重“文化惠民”，为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提升群众文化品位。
首先是“台湾文创购物节”，让台湾各县市的文创旅

游产品再次登陆厦门，打造最台味的文创购物街；其次，
打造白海豚艺术节暨亲子博览会，期间不但聚集卡通艺
术玩具、唯美儿童绘画本、实用早教资讯、儿童时尚单品、
资深儿童培训机构等产品与服务，还有两岸亲子儿童剧
“波波游台湾”隆重上演，巧虎等热门卡通也将惊喜亮相。

进一步强化展会运营市场化，持续打造专业办展模
式。

本届文博会引入工业设计国际品牌德国红点设计
奖，继续引入“2016厦门国际设计周——红点在中国”
作为重要的配套活动之一，提升文博会规模及影响力；
此外，提升“中华工艺精品奖”奖项专业度，巩固打造
“以奖带展”的商业模式。本次举办的第四届中华工艺
精品奖，通过扩大外省市作品征集范围及参评数、编辑
出版中华工艺精品奖台湾巡展作品集等举措，进一步提
升奖项专业度与影响力，邀请重量级工艺大师出席，以
延伸展会产业链，提升展会同行业竞争力，巩固打造
“以奖带展”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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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民间艺术节情系闽南乡亲
本报记者 张 盼 文/图

图为高甲戏《大稻埕》剧照，丑角结合提线木

偶特点，为该剧种特色。

图为歌仔戏《踏春》剧照，才子佳人多为该剧种

表现对象。

联合两岸权威机构共同举办的“中华工艺精品奖”
组织3届获奖作品于今年4月赴台巡展，引发热烈反响。
“第四届中华工艺精品奖”再次升级，由中华全国台湾同
胞联谊会作为指导单位，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长赵之硕
携多名国家级工艺大师全程参与评奖，奖项权威更上层
楼，同时带动今年工艺艺术品交易展成长显著，展区汇
聚两岸及境外众多机构与企业，开创两岸文博会史上规
模最大、品种最多、作品最精的盛况。

两岸高校设计畅享智能生活
两岸高校设计展区总面积为2105平方米，展出近千

件凝结40所两岸高校同学的艺术思维与设计创意，或简
约或精巧，抑或别出心裁的组合，必将开阔观者视界与
思维。

电影馆用影像讲述两岸故事
“两岸?映象纪”由厦门市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和台北

市影片商业同业工会合办。该电影馆将全片放映台湾20
余部金穗奖获奖影片及大陆青年导演作品；借文博会平
台，以文化为核心，两岸为支点，通过影像讲述两岸故
事，映刻两岸情怀，全面呈现两岸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动
态以及新锐优秀影视成果。

手工艺广场展数千异国手工精品
来自全球各地的手工艺人，不远万里为喜欢用原始

手工艺品的爱好者带来精美的羊绒毯、原式木雕、手工
家具、古老织纹织品等异域工艺品。海丝沿线明确参展
国首次突破20个，超百个展位全方位展示全球化量产环
境下，难能可贵的手工艺价值。

东方茶席尽显茶文化魅力
东方茶席邀请展，来自宝岛的中庸、和乐、秋蕴、

云朵掬月等 64件东方美学作品，以茶席设计为主要内
容，涵盖茶器设计、席面设计、花道香道、空间设计
等，观众不仅可以看到两岸茶席设计大师的匠心之作，
聆听他们关于作品的解读，更可欣赏茶艺表演、茶道展
示，领略茶文化魅力。

白海豚儿童艺术节展示亲子生活
白海豚艺术节暨亲子博览会是集儿童文化艺术交

流、高端亲子生活体验、精品母婴孕童产业营商等多功
能为一体的亲子生活领域展示平台，包括儿童剧巡演、
儿童时尚秀等精彩演出，更有 “波波游台湾”舞台剧，
巧虎等热门卡通也将惊喜亮相。

红色文化主题展再现红色历史
福建博物院携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韶山毛

泽东纪念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纪念馆、井冈山革命纪
念馆等，共同打造红色文化主题展区，结合建党、建
军、抗战、长征等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文物史迹，集中展
示著名战役、抗战根据地、革命老区及历史伟人，重现
革命史诗，追忆峥嵘岁月。

存美意用心思观者赶场“万事集”
两岸文博会唯一指定创意对接平台“万分一”，专注

于文化创意与生活美学领域，其线下文创美学品牌活动
“万事集”包含展览、市集、手艺课程、DIY体验区等内
容，本次集合两岸16家工作品牌，联手打造多元化的文
创美学盛宴。

侨批珍品与古船模型讲述海丝往事
以“海丝记忆”为主题，展示广东、福建等地200多

封侨批实物珍品，通过文物史料和现场布置方式，还原
侨批局档口样貌。福州运杉船、厦门玻仔号、苏格兰
“短衬衫”号等海上丝绸之路古船模型等将同场展出，探
寻海上丝绸之路华人移民轨迹，还原沿线各国间交通航
运、开发建设、金融往来和文化民俗。

VR&AR网罗时尚新锐
两岸虚拟与增强现实产业协会组织各厂商参展，网

罗国内外最先进的虚拟现实增强设备及游戏，近10家科
技企业携带应用于游戏、旅游、房产及运动休闲等领域
的虚拟现实和增强显示（VR&AR）相关设备和软件，现
场设置互动体验区，带来形式多样的VR应用体验，全景
视频观赏、位置追踪技术和虚拟现实电影院。

分会场引爆鹭岛全城都是文博会
文博会组委会在厦门全城设置的30个分会场，市民

可就近观赏文博会，让当地民众乐享一个点亮厦门的文
创盛宴。观众体验VR技术

海峡两岸文博会好戏连台
常 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