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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华）9 月 3
日晚，李树建中华美德三部曲全
国巡演天津站的演出在天津大剧
院启幕，中国剧协副主席、省剧协
主席李树建及河南豫剧院二团的
众多豫剧表演艺术家为天津观众
带来了《程婴救孤》，这部大义悲
歌打动了现场观众。

“树业·建功——2018李（树
建）派中华美德三部曲”全国巡演
由省文化厅、省文联等主办，省戏
剧家协会、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
中心等承办，计划在河南、安徽、天
津、新疆、陕西、广东、湖北、浙江、
甘肃、辽宁等全国 10省（市）16市
进行巡回展演，共进行48场精彩
演出。

中华美德三部曲《程婴救孤》
《清风亭上》《苏武牧羊》是中华传
统美德“忠”“孝”“节”的卓越载

体，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的经典剧目。“中华美德三部曲”
自上演以来，不仅演出场次节节
攀升，斩获各项国家大奖，甚至还
将中华美德传扬到国外。截至目
前，《清风亭》演了 30年，共演出
3000 多场；《程婴救孤》演了 16
年，共演出 1600 多场；《苏武牧
羊》演出了500多场，也得到了许
多全国性的大奖。

此次天津站巡演阵容囊括了
豫剧名家李树建、柏青、刘晓燕，
国家一级演员王可畏、李东杰等
一大批优秀青年演员。此外，以
三部曲为主要创意视觉元素开发
的文创产品也一同亮相，让天津
观众品赏大戏的同时也能把中原
戏曲文化符号带回家。

据悉，接下来，本次巡演将走
进兰州、广州等地。

豫剧，书写新时代的华丽篇章
本报记者 秦华 文 丁友明 李焱 图

上月，“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展演月”活动在京举行。从月初到月末，铿锵豫调未曾断，川流观众不曾息。豫剧，这支中原
文化的艺术奇葩再次在首都的舞台上绽放出迷人的光彩，“不但‘出彩河南’还‘出彩中国’，不但‘出彩豫剧’还‘出彩戏曲’”。

从2016年开始，我省连续三年在京举行“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展演月”。作为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豫剧连续三年火爆京
城，书写出新时代的华丽篇章，被全国戏剧界专家誉为“中国豫剧出人出戏的盛世景象”。在全国数百个剧种中，为何仅有豫剧能
从一省走向全国？未来，如何让豫剧更出彩？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连日来进行了相关采访。

李树建中华美德
三部曲唱响天津

近期热播的影视剧《延禧攻略》
《如懿传》让不少观众心生困惑，为何
同一位历史人物在两部剧中的性格、
地位、作为迥然不同？影视剧是否该
尊重历史事实？宫廷剧热播是“历史
热”的表现吗？带着这些问题，昨日下
午，记者在松社书店采访了知名近代
史研究者谭伯牛。

“影视剧是文艺作品，主要是通过
人物、情节来吸引观众，跟历史本就是

两码事，我们没法用对待历史的严谨态
度去要求它。”谭伯牛认为，影视剧只要
故事讲得好、画面好看、歌好听，就完成
了它的文艺属性，人们本就不应该通过
影视剧去学习历史，所以他并不赞同一
些“影视剧不尊重历史”的说法。“当然
影视剧和历史都需要想象力，但应该建
立在对历史环境下事实、制度、时代背
景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坐在家里
看了点影视剧就开始想象。”

谭伯牛长期致力于研究清史，先
后出版《战天京》《天下残局》《湘军崛
起》等多部著作。此次来郑，谭伯牛带
着最新修订的《湘军崛起》，为绿城读
者分享了湘军拼搏、崛起的故事。

谈及时隔十年再次修订《湘军崛
起》的缘由，谭伯牛坦承2009年初版的
《湘军崛起》语言表达稍欠火候，存在一
些叙述和逻辑上的纰漏，此次修订不仅
在语言表达和历史事实上有所修饰、改
正，还增补了许多史料，从最初的近46万
字删减到了39万字，修订幅度比较大。

《湘军崛起》一书提出并解答了一
些湘军史上绕不开的问题，譬如湘军转
战南北，前后期的领袖有什么风格上的
差异；胡林翼、曾国藩的独特风格对湘
军有何影响等，上述所谓的“揭秘”，是
考验一位严肃的史学作家搜罗史料和
分析能力的关键。同时，谭伯牛也通过
事实和合理的逻辑推理来澄清一些个
人的逸事流言以及重要事件，附加详细
考证，将真相一一揭示，以此为有兴趣
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提供一个参考。

每个做历史研究的人都有自己
的立场和方法，谭伯牛也不例外。在
尊崇“游于艺”的他看来，历史研究很
难做到绝对客观，但人们可以把控好
主观因素，尽其所能把应该弄清楚的
细节、人物背景等知识基础做得扎实
一点。在采访最后，谭伯牛建议想要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先从兴趣入手，“研
究历史开心最重要，如果没有特殊的
兴趣，很难把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完
整看一遍。”

现实题材电影《找到你》点映

姚晨马伊琍诠释坚韧母爱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昨
日获悉，由《人民的名义》总制片
人高亚麟执导的电影《我是检察
官》宣布正式定档 9月 20日。作
为国内首部以生态环境保护检察
工作为主题的院线电影，该片讲
述了一段苗岭青年保护家乡青山
绿水的动人故事。

《我是检察官》由最高人民检
察院影视中心领衔出品，贵州省委
宣传部、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等联合
摄制，编剧是时任贵州省黔东南州
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傅俊等

人。该片剧情围绕青年检察官石
俊峰奉命调查家乡红豆杉盗伐事
件展开，讲述了在森林女警察卧底
协助下终将盗伐百年红豆杉的犯
罪分子一网打尽的曲折故事。

影片由宣言、邢佳栋、丁洋联
袂出演，通过一场正义与邪恶的
博弈，展现了青年检察官的责任
与担当，彰显了“法亦容情”的家
国情怀，并引导大家对经济利益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展开深刻思
索，呼吁观众关注生态文明建设，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水青山。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昨日，
由吕乐执导，姚晨、马伊琍领衔主
演的电影《找到你》在奥斯卡熙地
港国际影城举办首映观影活动，
不少观众观影时感动落泪，更有
业内人士将本片誉为是一部“小
题材、大制作”的高品质电影。

作为今年国庆档唯一一部现
实主义题材片，影片讲述的是两位
身份不同的母亲因一名孩子产生
命运交错，在重重矛盾困境中寻爱
与救赎的故事。影片采用华语片
少见的双女主设定，姚晨与马伊琍
两位实力派女演员首次大银幕飙
戏，细腻诠释出两种不同的母亲形
象。影片镜头自然真实，展现母爱

坚韧不摧的主题，震撼人心。
影片中，姚晨所饰演的职场

母亲是电影的线索人物，从初登
场光鲜干练的自信女白领，到丢
失孩子后的惶惑慌张，她完美诠释
了角色的各种状态；而马伊琍所饰
演的另一位母亲呈现的是表面平
静、暗流汹涌的状态，她从造型到
角色突破之大，令很多观众在前
30分钟都没认出来。她们所呈现
的是当代母亲最真实的状态——
有来自生存环境的压力，有徘徊于
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焦虑，在所有这
些困境之中，支撑她们的力量是对
孩子原始的母爱本能。

据悉，影片将于30日上映。

《人民的名义》总制片人高亚麟推新作

《我是检察官》定档9月20日

“金秋河南大观第三届四条屏联展”正在河南大观美术馆展出，我
省近百位画家创作的近200幅花鸟、山水四条屏作品参展。展览将持
续至9月15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本报记者 秦华 摄

近代史研究者谭伯牛——

不应通过影视剧学历史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文/图

连续三年在京举办展演月活动，且
场场火爆，这背后折射出的，是豫剧人
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中国有几百个剧种，唯有豫剧从
一个省走向了全国。历史上有常香玉，
今天有李树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
他们所处的时代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戏曲发展道路。”
仲呈祥说，河南豫剧是全国戏曲界的一
面旗帜，值得全国戏曲界学习。

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认为，本次
展演月集中展示了中国豫剧出人出戏
的盛世景象，是中国豫剧演出传播、研

究、发展、形态相结合的新探索，体现
了新时代中国戏曲繁荣发展的最新前
沿动态。“本次展演月既是河南的，也
是北京的，还是全国的，是中国戏曲振
兴的河南现象，通过首都向全国辐射
正能量的又一个生动案例，是河南现
象在全国戏曲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又
一新样板。”

“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被专
家誉为“中国戏曲振兴的河南现象”绝
非一朝一夕形成。据介绍，近年来，我
省高度重视戏剧事业发展，深入实施
河南戏曲振兴计划，大力扶持精品剧

目尤其是现代戏创作生产，积极培育
戏曲人才队伍，广泛开展“戏曲进乡
村”“戏曲进校园”“中原文化大舞台”
等活动，成功组织四届中国豫剧节、三
届“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展演月”、
两届全国豫剧院团长工作会，形成了
全国豫剧交流合作、协同发展的良好
局面，助推河南戏剧走向了新的辉煌，
实现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戏剧类
九连冠，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工
程”八连冠和中国政府最高奖“文华大
奖”五连冠，形成了业界瞩目的“河南
戏剧现象”。

豫剧走向新辉煌
“河南戏剧现象”全国瞩目

掀起观戏热潮
展演月“一票难求”
8月 27日晚，中国豫剧优秀剧目

展演月的收官之作——由“二度梅”
获得者、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省剧
协主席李树建主演的《苏武牧羊》在
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这场演出的
门票早在半个月前就已售罄，不少未
能抢到票的戏迷抱着“碰运气”的心
理，徘徊在剧院门口看能不能“捡漏”
买到票，火热程度可见一斑。

事实上，“一票难求”这样的情
景，在展演月期间绝非个例，而是已
然成为常态。

“我们注意到，今年的展演月有
个新现象：过去是河南的观众多，今
年据我了解起码有五六个省的观众
都专程来看豫剧，已经形成规模化、
常态化了。”李树建说，观众中不乏安
徽、上海、广州等外地的观众，他们千
里迢迢赶来看戏，令所有的演职人员
备感振奋。

除了到现场观看的观众，更多的
观众通过手机、网络等方式观看参演
剧目。“本次展演月所有参演剧目均在
戏缘APP上直播，观看直播的人数是
320 多万，在直播中评论总数 94 万
多，单场观看最多的是老中青四代演
员同台演出的《朝阳沟》，达到263929
次。”恒品文化·戏缘创始人黄俊棋引
用大数据介绍说，2016年，展演月网
上点击量达3.5亿人次；2017年，上升
到 4.5 亿人次；今年高达 7.3 亿人次。
这在戏曲互联网的传播上无疑是一个
新的里程碑式的数字。

作为地方戏，豫剧缘何能跨越方
言等方面的障碍，连续三年掀起观看
热潮？在日前召开的《引领与创造：
豫剧在新时代的新任务》研讨会上，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评
价说：“参演剧目有信仰、有情怀、有
担当，灌注了中华审美精神，灌注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演出者亦用心、
用情、用功，所以才会如此打动人。”

的确，作为河南文艺界庆祝改革
开放 40周年的一个重要举措，由省
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河南豫剧
院承办的“出彩河南——庆祝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
展演月”向观众展示了《倒霉大叔的
婚事》《朝阳沟》《老村里的新故事》
《红梅记》《皇家驿站》等 24台剧目，
这些剧目大部分是获得国家文华大
奖、艺术节大奖、全国优秀保留剧目
奖以及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和相
应省级获奖的豫剧剧目，全面展示豫
剧的艺术水准和发展面貌，是一次豫
剧精粹的集中展示。

而参加此次演出的演员也是重
量级，李树建、汪荃珍、王惠、王红丽、
汤玉英、苗文华、杨红霞、徐俊霞、刘雯
卉等国家“文华表演奖”“梅花奖”“白
玉兰”得主争奇斗艳，高洁、王善朴、杨
华瑞、柳兰芳、韩玉生、张月婷、芦兰
香、任宏恩、刘忠河、孟祥礼、盛红林等
豫剧名家星光璀璨，倾力为首都观众
带去了一场丰富多彩的豫剧大餐。

栉风沐雨平常事，扬帆起航正当
时。未来如何让豫剧更出彩？这是众
多豫剧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大家都将目
光聚焦在出人、出戏、出精品方面。

谈到如何铸就精品，河南省政协
原主席、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会长王
全 书 在《现 代 戏 如 何 传 得 开 留 得 下
——豫剧〈朝阳沟〉传唱 60 年、演出
5000 多场的启示》一文中说：“现实生
活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源泉，文艺工作者只有扎根生活沃土、
扎根人民群众，并且把根扎深、扎透，
才能捕捉到沾泥土、带露珠的鲜活题
材。文艺工作者在‘深扎’活动中，既
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从中汲
取营养，磨砺意志，洗礼灵魂，才能创
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有着永不满足、精益求精、不断超越自

我的精品意识。”
王全书说，文艺工作者要抛弃浮躁

心理，潜下心来认真钻研艺术。“令人欣
喜的是，我国演艺界在经历了武侠、宫
廷、玄幻、穿越等几轮热闹后，一大批底
蕴深厚、制作精良，让人们从中看到希
望、受到启迪、得到鼓舞的现实题材作
品重回寻常百姓的视野，赢得广大观众
的青睐。而那些粗制滥造、内容浅薄、

‘不靠演技靠颜值’的作品受到了冷
落。这些积极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扭
转了演艺界过于倚重‘流量明星’而忽
视作品思想内涵的浮躁之风，从一个侧
面烘托出拒绝浮躁、潜心艺术的难能可
贵；也再一次证明，老黄牛吃得下草才
能挤得出奶，浅尝辄止、浮光掠影之作
永远与精品无缘。”

在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陈

涌泉看来，近年来，豫剧已经取得令人
瞩目的成绩，正在由高原向高峰攀登的
过程中，现在豫剧有了“豫剧航母”河南
豫剧院，也有了一批表演人才，但幕后
编导人才还很薄弱，他建议今后一定要
把编导人才的培养和剧目创作放在突
出地位,努力实现新的突破。

“豫剧现在遍布 12个省市，有 123
个专业院团和 2400 多个民营剧团，从
业人员有 10万人。河南现在能在舞台
上演出的剧目有 198台，全都是弘扬正
能量的剧目。”李树建说，当下，全省文
化界正在齐心协力共建文化高地，未来
任重道远，他将带领广大豫剧人，继续
扩大豫剧在全国、全球的知名度，不断
推出精品剧目，他们有义务、有决心、有
信心让豫剧走得更远、飞得更高，让观
众有更多的好戏看。

树立精品意识
勇攀豫剧高峰

文文微微化化
[人物]

《白蛇传》

《苏武牧羊》

《琵琶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