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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园区是推动企业有
机集聚、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载体。目前我国拥有各类文化
产业园区超过3000家，初步形成
了以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为
龙头，省市级文化产业园区为骨
干，众多小型特色文化产业园区为
支点的园区发展体系。2019 年，
仅20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和10家具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创建资格的园区，就聚集了文
化和旅游中小企业约6.5万家，从
业人员137.5万人。文化产业园区
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载体和强力引擎。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
以企业集聚、创意体验为主导的
文化产业园区也受到了空前的冲
击。面对疫情，文化产业园区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迎难而上，激
扬拼与干的精气神，全力以赴做
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在这场
抗疫斗争中，彰显了园区的责任
担当，体现了自身的独特价值。

从具体实践来看，园区主要
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围绕
保障“现金流”这一援企稳岗的轴
心，通过减免房租、促进融企对接
等方式，帮助企业坚决守住发展
的“生命线”。如景德镇陶溪川文
创街区对所有入驻企业及青年创
客免除租金2个月。二是为复工
复产企业提供防控支持。如重庆
南滨路文化产业园拓展渠道，做
好口罩、消毒液、测温仪等物资储
备，帮助60多家企业解决了防疫
所需物资。三是引领和指导园区
企业顺势而变，创新发展业态、产
品形态和服务方式，化“危”为

“机”。如山东曲阜国家级文化产
业园区积极对接入驻的研学基
地，鼓励和支持他们开展线上培
训，帮助企业实现“线上突围”。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复杂性也在增加。园
区还需一手抓复工复产，一手抓
疫情防控，落实“六保”任务，继
续发挥文化产业领域的战斗堡垒
作用。要进一步做好扶持政策落
实工作、产业服务工作和战略引
领工作，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培育新生力量。

疫情防控期间，剧院暂时关闭。山西的戏曲
表演艺术家们停工不停演，通过开设云课堂、直
播演出等方式，进行戏剧教学，普及传统文化，
让广大戏迷过足了戏瘾，同时也让晋剧、上党梆
子等山西地方戏曲走进全国观众的视野。山西戏
曲，正在“云”上展现更大魅力。

“云”在岗 演出不停歇

正月初一，武凌云接到通知：演出全部取消。
武凌云是晋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得者，从艺 45 年来，从未离开舞台。他和父
亲、母亲、妻子都是国家一级演员，往年正月里
正是送戏下乡的时候，演出一场接着一场，今
年，却只能宅在家里。

“不能下乡演出，我们文艺工作者能做什
么？”武凌云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做网络直播。注
册账号、购买直播设备、学习直播流程，正月初
六，夫妻俩进行了第一次试播，表演晋剧经典选
段、讲解晋剧背后的历史故事，两个多小时吸引
了近 5 万网友观看。后来，武凌云的父母武忠、
阎惠贞也加入了直播，两位80多岁的晋剧艺术家
的表演让网友津津乐道。

“关公的刀应该怎么拿？”“怎么理解关公的
忠？”走进武凌云的直播间，不断有网友发弹幕提
问。“关公的刀是青龙偃月刀，刀刃一般朝上或者
朝下……”武凌云一一解答。

为了把更多戏曲知识和历史故事分享给网
友，武凌云每次直播前都会搜集很多资料。从正
月到现在，只要没有其他工作，武凌云和妻子每
天都会坚持直播，并将晋剧经典选段、练功场景
等制作成视频上传。现在他们拥有近 8 万粉丝，
上传了近600期视频作品。

疫情期间，山西越来越多的戏曲家加入线上
直播的队伍。

跟武凌云一样，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国家一
级演员陈素琴，疫情期间也坚持“云”上在岗：
发起网络直播，为大家演唱上党梆子选段、普及
戏曲知识；开办“素语琴音”微信公众号，撰文
介绍上党梆子青年演员新秀；带领剧院创作了近
40首抗疫戏曲作品，鼓舞士气。

“以前没有接触过直播，也没有开过公众号，
一开始很费力。”陈素琴坦言，白天有工作，她就
晚上回家自己学着剪视频、加字幕，经常做到凌
晨。3个月来，她上传了147期视频，收获了10万
个赞，现在处理各种形式的视频都得心应手。4
月20日，她在抖音上传了一段10分钟的上党梆子

《深山腊梅》 选段，很多网友留言点赞，“上党梆
子传播使者”“唱得绝了，悦耳动听”。无论多
晚，陈素琴都会一一回复，“每句评论都是对自己
的关爱、对戏曲的关注，都值得尊重。”

“云”课堂 学习不打烊

走进太原技师学院院长李德彪的快手直播
间，国家二级演员武娟林正在表演川剧变脸。他
身穿戏袍、手拿折扇，随着音乐响起，将衣袖一
甩，紫色的脸变成了黄色。表演过程中，李得彪
向同学们同步讲解川剧变脸的常见手法。

每周三下午是太原技师学院的社团活动时
间。疫情期间，为了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学院
将社团活动搬到了网上。3 月 22 日下午，李德彪
利用快手平台开展了“谈戏说艺话人生”网络社
团活动，3 个多小时的直播课分为传统戏曲、改
编传统剧目和新编现代戏 3个板块，全院 3000多
名学生在线观看。

“戏曲唱念做打，是写意的，有杯无酒，有鞭
无马……”“我在戏曲里演小生，就是年轻小伙子。”

在直播间，李德彪连线了 6 位戏曲名家，他们表
演了 《三关点帅》《高君宇与石评梅》《喜荣归》
等戏曲名段，将专业的戏曲知识转化为朴素的生
活语言，寓教于乐，引导同学们正确认识传统戏
曲文化。

从萌生网络戏曲课的想法，到邀请嘉宾，再
到策划内容，李德彪前后准备了一周的时间。他
学过5年戏曲专业，做过3年剧团团长，对传统戏
曲有着深厚的感情，经常邀请戏曲名家进校园，

“第一次以网络直播的形式邀请这么多戏曲名家走
进课堂，是一次全新尝试。”他高兴地说。

疫情期间，山西省文旅厅推出“抗击疫情
山西文旅在行动”在线剧院专题，开办“艺术
之旅”云讲坛，一系列在线艺术服务内容满足
了文旅爱好者的知识需求，掀起了网上戏曲观
演的热潮。

“云”发展 标准不降低

直播应该讲什么？
“戏曲老年人爱听，但是快手上还是年轻人

多。”跟武凌云一样，很多戏曲家一直在专业性和
娱乐性之间寻找平衡，所以在直播中，除了表演
戏曲，他们还会给网友演示如何发声、如何化
妆，普及戏曲常识，讲述戏曲背后的历史故事。

山西是戏曲大省，地方戏曲艺术历史悠久、
种类繁多，蒲剧、晋剧、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等
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云剧场”打破
了地理空间限制，让地方戏曲冲破地域藩篱，进
入全国甚至全世界观众的视野，年轻人也有了更
多机会接触和了解中国传统戏曲文化。

但与此同时，网络受众数量庞大、需求多
元，山西戏曲在“云”上发展的同时，专业艺术
院团应该积极加以引导，构建健康的“云”上艺
术生态。“做直播既要接地气更要守正气，不能因
为追求点击量，盲目迎合观众需求，不能娱乐过
头。”李德彪说，“戏曲家不应该盲目追求粉丝数
量，直播间的戏曲演出也不能唯点击量、打赏多
少论高下。”

直播表演会一直做下去吗？
武凌云和陈素琴坦言，疫情结束后，随着线

下演出的恢复，可能没有太多精力做直播，“线上
传播是趋势，但只要做，就得高标准。”

与直播平台动辄千万粉丝的网红相比，武凌
云这样粉丝不过几万的戏曲家也许只是小阵仗，
但是他们不追求粉丝数、不追求流量变现，想的
更多的是为戏曲文化的普及和传承出一份力，希
望能有更多人通过他们的直播开始关注传统戏曲。

“传统戏曲文化需要更多的平台来推广，人们
只有走近它才有认知的可能，每一种方式都不应
该浪费、抵触。”陈素琴说，“我们文艺工作者应
该利用好新媒体，传播正能量，提高大众的艺术
欣赏水平。”

采访这天是周六，但北京鑫互联
科技有限公司的3个办公室内，都有年
轻人在加班。这家公司在北京市朝阳
区管庄地区的光合空间。鑫互联人事
经理王春红告诉记者，公司由大数据
专家张中一创立于2017年，主业是帮
助外贸企业在国外营销，外埠员工 3
月份陆续结束隔离到公司办公后，光
合空间特意提供了额外的办公区，方
便员工间隔而坐。公司年轻人多，大
家热情比较高，都希望在疫情防控期
间坚守这份事业，所以公司没有裁员或
者降薪，“不过全球疫情暴发后，整个外
贸行业还处于观望状态，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直在做各种积极应对。”她说。

光合空间是北京市朝阳国家文化
产业创新实验区内的园区。入驻的企
业类型主要是文化、传媒、科技等。
董事长光辉介绍，他们现在管理两个
园区，即光合空间和中传北广，每个
园区进驻的企业都有 60 家左右，两
个园区可出租面积共 2 万多平方米。
因为疫情，光合空间的一线工作人员
从春节到现在一直没停止过工作，目
前除了个别餐饮、教育培训企业，整
体复工率已达70%。

光合空间从2月底开始逐家跟企
业负责人进行线上线下交流，了解到
大部分企业受疫情影响，运营困难，
有的企业，比如展会类，甚至准备放
弃，于是 3 月初发起成立企业联盟，

“大家资源共享，互通有无，共渡难
关。”光辉介绍，联盟由20家企业组
成理事会，选举了 6 位正、副理事

长，还成立了秘书处，“目前开展了
3 个方面的具体工作，一是学习成
长，二是互动，三是赋能升级。”

北京礼智信恒创意设计顾问有限
公司总经理任鹏担任了联盟副理事
长。他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从事广告
业，受疫情影响不大，但客户以汽车
和地产业居多，影响比较大。“之前觉
得园区应该提供更多服务，我们自身
也想寻求业务拓展的机会。现在联盟
满足了这些条件，所以我们积极参
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无偿帮助
联盟推进各方面的事情。”

联盟秘书长于恩志介绍，园区现
在每周安排的活动共有3种形式：一
是私享会，请园区企业内部的资深创
业者或者从事线上营销的企业做分
享。二是学习会，由外部法律、财税
等方面的专家来给大家加油升级。三
是园区组织的体育健身活动等，比如
午间操。“我们园区大部分是青年创业
者，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有时候企
业的领域不一定可以跨界，但是人脉、
资源、智慧可以跨界。真诚和感情是
没有界限的。”任鹏说，联盟就是一个

“企业命运共同体”，“园区需要温度，
才会变成一个大家庭。”王春红表示，
他们公司每次有将近200人参加工间
操，“大家精气神一下就不一样了。”

4 月份开始，来光合空间看房子
的多了，但是光辉并不兴奋，“这说明
原来在城区二环、三环办公的企业，扛
不住成本了。”他透露，目前园区大部
分企业欠缴租金。“国家现在提出

‘六保’，关心民生。希望光合空间这
样全靠市场的园区，也能享受到有关
优惠政策，也希望国家出台更有力的
措施，媒体和相关部门给予企业更多
关注，大家互相帮助，走出困境。”

电视剧 《猎狐》 由公安部指导拍摄，以新中
国成立以来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海外追逃行动

“猎狐行动”为叙事背景，讲述了以夏远、吴稼
琪为代表的经侦警察侦破经济犯罪大案、开展多
国跨境追逃的跌宕故事。该剧获得上海文化发展
基金会重大项目扶持，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首

播，并在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上线，也在马
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平台同步播出，海内外热度不减。

剧中深刻揭示了金钱诱惑下的人性沉沦与挣
扎。该剧总编剧赵冬苓说：“多年来，在鲜为人知的
战场，经侦警察破解的不仅是经济迷案，更是人性
之暗。”刑警夏远原本和女朋友于小卉有着美好的
青梅竹马的感情，于小卉因追求自我价值去了证券
公司，自此在财富的机会与梦想面前迷失；经侦支
队队长杨建群的妹妹杨建秋从农村来到城市，进入
银行工作，每天面对大额现金交易，“走捷径”的致
命诱惑迅速攫取了她身上原有的淳朴；而杨建群面
对妹妹的错误，在情与法的两难选择中陷入了自我
挣扎……该剧通过对角色成长弧度的勾勒，既一步

步让观众了解到经侦警察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也塑
造了一个个典型立体的人物角色。

全国公安机关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
的“猎狐行动”开展近 6 年来，我国经侦警察主
动出击，积极与国际警务、执法机构沟通协作，
至今已从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
嫌疑人 6000 余名，追回赃款超过百亿元人民币。
剧中夏远有句台词：“无论多久，无论是谁，只要
犯法，我都会亲自把手铐戴到他们手上。”体现了
公安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决心。

5月15日全国经侦宣传日在即，《猎狐》也承
担了“全民普法”的社会责任。它让更多观众了
解了一线经侦干警和“猎狐”英雄们的光辉事
迹，对震慑犯罪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5 月 12 日是国际护士节。春暖花开，疫情阴
霾逐渐消散，但人们不会忘记，全国各地的医护
人员白衣执甲、慷慨逆行，为疫情防控做出的重
大贡献。

疫情防控期间，电视为观众们讲述了许多动
人的医护故事，展现出文艺创作的态度、温度和
力量。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 《武汉：我的战疫日
记》 以真实的镜头，记录捍卫生命的感动；新华
社推出的 《英雄之城》 全景刻画了守卫武汉一线
的抗疫英雄。

许多电视节目也策划推出了不同主题的特别
节目，向医护人员表达敬意。央视的 《呼叫027》
与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连线，送去感谢和祝福；
湖南卫视《嘿！你在干嘛呢？》以亲切、丰富的生
活分享，纾解疫情期间人们的焦虑情绪，紧扣全

民抗疫的主题。时值国际护士节，电视综艺节目
《快乐大本营》将推出抗击疫情、致敬白衣天使的
特别节目。节目将邀请湖南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湖北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医护工作者，来
到节目现场，分享抗疫期间的个人经历。同时，
节目还邀请抗疫医疗队员作为观众参加录制。

恰逢其时推出的特别节目，不仅将展现医生
护士们精湛的专业能力、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也让观众看到医护群体更真实、生动的一面。护
士田芳芳曾因为一句“希望疫情结束，国家给我
分配一个男朋友”备受关注，她将在节目中展现
风趣可爱的个人魅力。女护士杨淋合曾打着“春
暖花开，振宇归来，淋合在此，娶我可好？”的横
幅，向援助湖北归来的男友罗振宇求婚。节目

中，罗振宇将向杨淋合献上一场惊喜求婚……
疫情防控期间的国际护士节，被赋予了特别

的意义。《快乐大本营》等电视节目，呈现了医护
人员中的典型人物和感人故事，让观众看到了他
们的医者仁心和济世情怀，也带领观众向这些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表达敬意。

直播表演 网络教学 开办公号

山西：“云”端普及地方戏
本报记者 付明丽

直播表演 网络教学 开办公号

山西：“云”端普及地方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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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狐》：聚焦经侦战场
岳丽娜

特别节目致敬抗疫医护
何天平

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一家在进行戏曲直
播 受访者供图

湖南湘雅二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护士在节目
现场教学“七步洗手法” 主办方供图

电视剧《猎狐》剧照 百度图片

让园区更有温度
本报记者 苗 春

光合空间园区 光合空间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