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文化万象 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2019年7月11日 星期四

作为国际戏剧界重要戏剧节之一的阿维尼翁
戏剧节，7 月 4 日在法国阿维尼翁拉开帷幕。在接
下来的一个月里，10 余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戏剧爱
好者与游客将参与到这一世界剧坛盛事，有机会
欣赏到 2000 余场精彩的戏剧演出。

今年，有 10余个中国剧目在阿维尼翁的戏剧舞
台上精彩上演。其中孟京辉导演的 《茶馆》 受邀进
入戏剧节核心板块IN单元演出。这是中国当代戏剧
首次进入 IN 单元，是中法戏剧交流的一个重要成
果。与此同时，《茶馆》也作为特别剧目进入在阿维
尼翁举办的“聚焦中国”展演活动。

阿维尼翁戏剧节“聚焦中国”是中国演出行业
协会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委托举办的主题活动，旨
在通过中国优秀戏剧剧目的集中展演，加强中法两
国在戏剧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更好地借助国际高水
平艺术节平台，集中展示中国当代优秀表演艺术，
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助力中国文化产品走向
国际市场。

今年，共有5部形式不同、风格各异的剧目入选
“聚焦中国”展演。包括孟京辉戏剧工作室的 《茶
馆》 和面向全国范围内征集、遴选出的 4 个优秀剧
目：三拓旗剧团的肢体剧《水生》，以改编《聊斋志
异》 中的故事，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悲喜、情义和善
恶；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排演的昆曲《浮生六记》，以

传统戏曲形式展现经典散文中雅致的苏式生活方
式；上海音乐厅出品的音乐舞蹈剧《水腔》，以湘西
苗歌歌调把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仪式带入当代；
北京青年戏剧工作者协会选送的话剧 《嘿，是我》，
以一个“莫比乌斯环”式的故事，探讨命运中创造
与被创造的关系。

“希望更多的观众和媒体朋友能通过这 5部新创
中国舞台艺术作品，加深对中国当代戏剧和当代中
国的了解。”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
局长郑浩在“聚焦中国”的开幕式上表示。

阿维尼翁戏剧节是欧洲乃至世界知名的戏剧节
之一，是展示各国戏剧艺术的重要窗口，也是各国
戏剧工作者开展交流的重要平台。在中国文化和旅
游部支持下，中国戏剧团组自 2011 年起连续 8 年参
加阿维尼翁戏剧节，累计演出当代戏剧作品 27 部，
演出场次 1000余场。在阿维尼翁市政府和阿维尼翁
戏剧节的支持下，大量中国戏剧作品在阿维尼翁展
示，有效促进了中法戏剧交流与合作。

“多年以来，阿维尼翁见证了中法戏剧家的交流
和中法文化对话的不断深入，中国元素已经成为阿
维尼翁戏剧节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已为更多
的当地人了解和喜爱。”阿维尼翁市市长希西莉·艾
尔说。她期待未来能以“聚焦中国”活动为平台，
继续加强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本报电（记者郑 娜） 7月5日晚，由中国交响乐团携手多位
钢琴家、歌唱家、民乐演奏家倾情演绎的纪念 《黄河大合唱》 首
演 80 周年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伴随着经典澎湃的旋律，
2019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在京拉开帷幕。演出季中，国家京剧
院、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交响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
蕾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和中央民族歌舞团将演
出23台剧目64场。

今年演出季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展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重点创作剧目。京剧《曙光》、话剧《人间烟火》《小
镇琴声》《三湾，那一夜》、儿童剧《火光中的繁星》、音乐会《钱
塘江交响》、歌剧《道路》《盼你归来》、芭蕾舞剧《沂蒙三章》以
及多场专题音乐会和歌舞晚会等，都是国家艺术院团精心奉献给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优秀作品。

今年演出季仍持续聚焦现实题材。今年的重点新创作品，如
京剧 《曙光》、话剧 《人间烟火》、歌剧 《道路》 等，交响音乐
会 《钱塘江交响》 等，是国家艺术院团推进现实题材创作的最
新成果。

今年演出季持续加大惠民便民力度，80 元以下低价票占
50%，在各类新媒体平台，如中国艺术头条微信公众号、各院团自
媒体平台上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推介活动，以便捷的方式满足广
大观众观演需求。演出季期间各院团还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推
介和互动活动，让舞台艺术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地惠及大众。

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自 2010 年启动以来，共推出了 270 余部
作品，很多作品都在不断打磨中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佳作。

藤铁工艺品惟妙惟肖、家居设计匠心别致、艺术精品创意十
足……在不久前的广交会上，福建安溪藤铁工艺展馆人潮如织，
琳琅满目的工艺品，令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肤色的客商大饱眼
福，惊呼安溪藤铁工艺精妙绝伦。

位于福建东南山区的安溪县，竹木资源丰富，用竹藤编织工
艺品的技艺由来已久。20世纪90年代，安溪人陈清河将西方的铁
艺和安溪传统的竹藤编织技艺结合，推出一种新的工艺品种——
藤铁。

在1991年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会） 上，安溪藤铁
工艺品首次亮相，便受到欧美客商的追捧，由此开启了安溪匠人
不断丰富发展藤铁工艺的历程。历经40多年的创新发展，安溪藤
铁工艺走过一条“竹编——藤编——藤铁工艺——家居工艺”的
创新蜕变之路。如今产品远销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入选国家非
遗，成为鲜明的安溪符号、“海丝文化”的亮丽元素。

欧美是安溪藤铁工艺品最传统的出口地区，但近年来这一市
场逐渐饱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政策的惠及，信息的互
联互通，安溪藤铁工艺品逐渐受到中东欧、非洲等“一带一路”
国家的青睐。据有关方面统计，2018年全年安溪藤铁工艺品出口
16.51 亿 元 ， 其 中 出 口 美 洲 占 39.6% （主 要 是 美 国）， 欧 盟 占
29.5%，非洲及其他地区占30.9%，“一带一路”市场正成为安溪藤
铁工艺品最强劲的增长极。

产品在“一带一路”市场广受欢迎，得益于安溪重视产品的
文化创意。安溪藤铁工艺企业每年都拿出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
作为产品研发创新经
费，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聘请设计人
员，并派出专门团队
到“一带一路”国家
考察风土人情，涉及
的产品符合当地的审
美观，提升产品文化
附加值。安溪县政府
也专门设立了工艺产
业创新基金、专项扶
持资金，并在全球各
地设立产品研发中
心，通过一支支高端
研发团队，确保产品
占领文化产业价值链
制高点。

“接下来，我们
要练好内功，健全
完善藤铁工艺文化
产业万人人才资源
库，健全大师带徒
传承机制，全力打
造 ‘ 传 帮 带 ’ 链
条。”安溪家居工艺
文化产业管委办主
任陈鸿鹏表示。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 《锦
绣未央》 小说涉嫌抄袭案进行一审宣判，裁定

《锦绣未央》抄袭行为成立，被告周静 （笔名秦
简） 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对小说 《锦
绣未央》 作品的复制、发行及网络传播；赔偿
原告相应的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且向原告公
开赔礼道歉。

此次法院对 《锦绣未央》 抄袭事件的裁
定，不仅彰显了我国 《著作权法》 实施以来著
作权意识的深入人心，也向公众表达了坚决抵
制抄袭、对侵害知识产权行为零容忍态度。

当前，网络文学创作中的侵权、抄袭现象
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既有网络创作风气不好
之故，更有网络文学作家原创力欠缺之由。事
实上，很多网络文学作者业已不满足于对同时
代同样题材文本的“借鉴”，转战到对传统经
典文学作品“模仿性创作”上，诸如网络宫廷
古 风 小 说 的 创 作 “ 借 鉴 ” 古 典 小 说 《红 楼
梦》，玄幻修仙类小说“模仿”名著 《西游
记》，而架空历史权谋题材的小说则更多“效
仿”《三国演义》。此类的网络文学创作与其说

是“创作”，不如说是“改编”。究其原因，一
是“利诱”，二是原创力不足。利诱好理解，
为了尽快出产“新作”，大量拷贝成为“便
捷”之路。原创力不足，是因为网络文学创
作中的套路化题材选择及情节设置束缚了网
络文学作家的创作力与表现力。为了迎合部
分读者的特别爱好、恶俗趣味，一些网络文
学 作 者 将 其 笔 触 转 向 比 较 卖 座 或 较 为 “ 吸
睛”的题材上，由此造成创作内容的重复或
高度相似。

网络文学在改变文学传统传播方式的同
时，也在不断创新文学传播的传统路径，具
有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创作发挥空间多
等诸多优势。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网络
文学创作因其优势突出，也造成网络原创知
识产权维护难上加难，对网络抄袭的治理难
度更加大。要知道，网络文学“洗稿”“融
梗”与传统纸媒情境下的“抄袭”在具体界
定上尚存在一定的差异：网络文学因其更新
速度快、语言生成性强以及口语化特征明显
等特点，很难确认一部网络文学作品是否在

文字表述或故事情节上存在“抄袭”现象。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日臻完善和人
们维护原创知识产权意识的普遍加强，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的执法缝隙将逐渐被弥
合，网络文学创作不再是无序环境之下的野
蛮生长。

不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还是网络
文学创作，在基本规则上都有一定之约，比如
保护原创。此次法院对 《锦绣未央》 涉及抄袭
的裁定，均在不同层面体现了我国日臻完善的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正在发挥“亮剑”作用。网
络文学作家应力争将充分展现个人创作力的优
秀作品献给广大受众。同时公众的版权维护意
识也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法律监管不力的野蛮
生长状态必然会结束。

日前，江西省弋阳腔现代戏 《方志敏》 在京上
演，拉开了2019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序幕。

由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共同主办的 2019 年全

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共有 31台剧目参演，参演剧
种丰富多样，涵盖秦腔、婺剧、潮剧、琼剧、平弦
戏、漫瀚剧、侗戏、淮北梆子戏、满族新城戏等 30
个剧种。通过戏曲会演，充分展示基层院团传承发
展戏曲艺术、服务基层人民群众的良好精神风貌，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营造热烈氛围。

据介绍，会演剧目中描写先进人物、反映现实
生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戏和革命历史题材
剧目占比较大。眉户剧《六盘春雨》、龙江剧《扶贫
书记》、荆州花鼓戏《乡月照人还》等剧目紧扣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再现基层党员干部带
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奉献精神；沪剧《小巷总理》、海
城喇叭戏 《孝顺媳妇》等剧目常年在基层演出，接地
气、有生气，深受观众喜爱。革命题材剧目评剧《刘胡
兰》等歌颂了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桂剧《破
阵曲》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桂林“文化抗战”历
史风貌。本次会演将持续至8月中旬。 （郑海鸥）

北京卫视原创跨界喜剧竞技节目 《跨
界喜剧王》 第四季将于 7 月 13 日晚登陆北
京卫视。新一季中，“跨界人”朱孝天、柳
岩、寇振海、蔡国庆将携手“喜剧人”刘
桦、杨树林、宋晓峰、宋宁，为观众献上
喜剧盛宴。

与前三季相比，本季 《跨界喜剧王》 在
赛制上营造出更强的打擂感，“王”的概念
从节目第一期就持续存在，舞台上准备了

“高定王座”，每一期分数领先的团队将在下
一期享受“王座”待遇，包括优等选择排练
厅、排练设施、双倍走台时间、出场顺序的
选择等。反之，分数最低的团队要面临不同
程度的惩罚。为了呈现一个更加立体的喜剧
节目，本季节目呈现强化真人秀内容，将一
个故事从理念诞生到登上舞台的全过程一一
呈现。

（依 依）

阿维尼翁聚焦中国
□ 闫露宜

《嘿，是我》剧照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提供）

《黄河大合唱》拉开演出季大幕

国家艺术院团聚焦现实题材作品

中国交响乐团为演出季献上精彩的开幕演出 郑 娜摄

安溪藤铁

借力“一带一路”走出去
□ 林清锻

《跨界喜剧王》第四季将开播《跨界喜剧王》第四季将开播31台剧目参加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31台剧目参加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

藤铁作品《茶女》 黄庆发

让网络文学告别“野蛮生长”
□ 张 凡

让网络文学告别“野蛮生长”
□ 张 凡

《浮生六记》剧照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提供）《浮生六记》剧照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提供）

弋阳腔现代戏 《方志敏》（网络图片）

阿维尼翁见证了中法

戏剧家的交流和中法文化

对话的不断深入，中国元

素已经成为阿维尼翁戏剧

节重要的组成部分。

——阿维尼翁市市长

希西莉·艾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