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志军

位于老工业城市包头市的包头
大剧院 2018 年共举办各类演出活动
201 场 ，同 比 增 长 6.3% ；接 待 观 众
23.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实现
营 业 收 入 1362.5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31.5%。该剧院自 2014 年 1 月初运
营以来实现了连续4年增长。

城市不论大小，市民都有欣赏高
品质剧目的需求

“本以为这部剧目会曲高和寡，
没想到竟然受到包头市民热捧。”去年
年底，在包头大剧院上演的话剧《茶
馆》现场座无虚席，这让在北京定居多
年、回乡探亲的陆先生颇感意外。然
而，包头大剧院的经营者们对这样的
火爆场景早已见怪不怪。“很多人以为
在包头像话剧、古典音乐这样的艺术
种类不会有知音，但如果迎难而上、深
耕市场，同样会开花结果。”包头市国
际会展管理中心主任王鸿儒说。

30 万元，这是话剧《茶馆》在上
海演出的票房。而在包头，这出话剧
的演出票房达到了 20 多万元。这样
的票房成绩，在近几年的包头大剧院
并不少见。

“我们是包头规模最大、设施设备
规格最高的剧院，必须和其他剧院拉
开差距才有出路。如何产生差异性？
我们选择提升剧目品质。”分管包头大
剧院运营工作的包头市国际会展管理
中心副主任李静波坦言。

但包头市民的艺术欣赏水平能
否和剧目相适应？李静波说，他们起
初心里也没底。为了心中有数，剧院
在运营前期组织了问卷调查以及网
络调查，结果显示当地居民有高端演
出的观看需求。

水深水浅，得蹚一蹚才知道，大
剧院决定以郎朗钢琴音乐会作为首
秀。为了一炮打响，剧院借钱、拉赞
助，全体工作人员上街发传单、搞宣
传，用尽了方法。“哪怕是赔钱，也要
砸出动静来。得让包头市民知道包
头有个大剧院，大剧院有名人名家的
演出。”李静波在当时的动员会上给
大家鼓劲。

试水大获成功。2014 年 1 月 12
日，包头首场郎朗钢琴音乐会观众如
潮，票房收入高达130万元，另获得60
万元赞助，所有人都喜出望外。

自此，包头大剧院开始马不停蹄
地寻求高端剧目。5 年来，包头大剧
院与中央芭蕾舞团、中国国家交响乐
团、中国歌剧舞剧院、陕西人民艺术剧
院等院团以及国内顶级演出经纪公
司合作，引进《红河谷》《孔子》《平凡的
世界》《红色娘子军》等高品质剧目百
余场，吸引了越来越多市民走进剧院。

“事实证明，城市不论大小，市民
都有欣赏高品质剧目的需求，我们要
尽最大的努力满足这种需求。”李静
波说。

在公益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化运
营，促进文化消费

包头大剧院由包头市青山区政
府投入 3 亿元建成。“作为包头国际
会展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头大剧
院首先承担着为公众提供文化艺术
服务的任务。”王鸿儒说，“剧院的核
心宗旨是‘公益为先、服务为上、创新
为主、品质为王’，也就是说，我们在
公益惠民的基础上走市场化运营路
线，在惠民的同时积极发挥促进文化
消费的功能。”

青山区每年给包头国际会展中心
的运营补贴是 600 万元，但靠补贴运
营显然远远不够。如何在公益和盈利
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包头大剧院运
营者们需要破解的难题。加大公益演
出力度，一方面服务于民，一方面带动
销售。运营者们定下了基调。

在不断探索市场和紧密贴合观
众 口 味 的 基 础 上 ，包 头 大 剧 院 在
2015 年 启 动 惠 民 活 动“ 市 民 音 乐
会”，秉承“高贵不贵”、文化亲民的原
则，每月安排一场高品质演出，票价
维持在 30 至 80 元之间，让更多普通
市民受益。“像中国三大男高音、国家

交响乐团等国字号的演出，我们都是
给老百姓采取直接补贴的方式，让市
民群众不出包头就能欣赏到国际国
内一流的剧目，这就是‘公益为先’的
表现。”李静波说。

自 2016 年以来，包头大剧院举
办各类艺术课堂、艺术沙龙、艺术品
鉴 等 普 及 高 品 质 艺 术 的 公 益 活 动
100 多场，惠及观众 3 万多人。运营
4 年多来，包头大剧院合理定位观
众，引进接受度高的剧目，在国际化
和本土化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带动了
更多人买票观看演出。

“公益事业绝不能商业化，但可
以扩大营销、争取观众，从而助推商
演。有舍就有得的道理是成立的。”
李静波说。

长期坚持公益演出，使得包头大
剧院不但赢得了市民认可，也赢得了
演出单位及演出商的信任。话剧《茶
馆》是包头大剧院与四川人艺以分票
房的形式合作出演的。包头大剧院
演出部主管武铖杰告诉记者，“剧院
刚成立前两年，市场还没有打开，演
出商一听说是包头这个老工业城市，
不会跟我们进行分票房合作，因为这
种合作形式需要共担风险和收益。
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包头的演出市
场特别好。”

适应新变化新需求，让小观众带
动大观众

时代在变，演出行业也随之变化
发展。近年来，儿童剧需求持续上
涨，于是包头大剧院便有了让小观众
带动大观众的新思路。

2016年底，包头大剧院与中央芭
蕾舞团合作，打造了中西部地区第一
个少儿芭蕾培训基地，这也是继广州

大剧院少儿芭蕾舞团之后的全国第
二家剧院少儿芭蕾舞团。芭蕾培训，
这是包头大剧院为寻求发展找到的
一个新的突破口。两年来，已经有学
员 400多人，这些孩子不仅学习芭蕾，
还有机会和中央芭蕾舞团同台演出。

去年暑期，剧院精心挑选了 24名
小学员赴中央芭蕾舞团进行专业学
习，国庆节期间这些孩子得以和中央
芭蕾舞团的专业演员同台演出。“那次
表演之后，孩子对芭蕾舞产生了浓厚
兴趣。包头大剧院凡是上演芭蕾舞
剧，她都会缠着我带她去看。”包头大
剧院少儿芭蕾舞团学员家长景雁说。

包头大剧院少儿芭蕾舞团成立
两年间，多次邀请俄罗斯圣彼得堡少
儿芭蕾舞团专家、中央芭蕾舞团专家
赴包头交流学习，并推出内蒙古首个

“绘本芭蕾课程”，推动“芭蕾进校园”
活动，并策划组织中央芭蕾舞团北京
夏令营交流学习等活动。

2019年伊始，包头大剧院以举办
少儿舞蹈大赛的形式招募驻场小演
员，他们正在打造自己的驻场剧目
——童话芭蕾舞剧《草原英雄小姐
妹》，这将是全国首部原创少儿童话芭
蕾舞剧，也将是包头大剧院从引进剧
目到创作剧目走出的重要一步。

目前，这部童话芭蕾舞剧已经完
成了前期导演的采风以及台本的创
作，中央芭蕾舞团的顶级编导团队进
行编舞和作曲。“我们力争在 2019 年
国庆前，让这部少儿芭蕾原创舞剧登
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王鸿儒很期
待，“包头大剧院将坚持多渠道创新，
确保各项演出在高品质、高质量运行
的轨道上继续前行。”

□本报记者 院秀琴

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形式，院线电影作品
能否取得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否触
及大多数人的心灵。选择公众普遍关心关注
的题材，不可谓不是一招“先手棋”。从这个角
度来讲，反腐题材的电影《廉政风云 4》能够在
众多票房竞争力突出的作品中争得一席之地，
也就不足为奇了。

党从成立之日起，反腐倡廉就贯穿于革
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反腐题材的
影视作品大量涌现，其中不乏一些让观众追捧
的佳作。这一方面反映了创作热情的迸发，另
一方面也缘于广大人民群众对腐败问题的切
齿痛恨和对反腐败斗争的衷心拥护。与之相
应的，是此类影视产品的市场表现突出，其中
不乏一些系列化的作品，故事片《廉政风云》就
是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电影作品之一。随着
最新一部影片推出，该系列已经陆续上映了 4
部电影，都有着较高的关注度。特别是《廉政
风云 4》独特的情节设计和场景设置，以及演
技在线的参演阵容，获得了不俗的票房表现和
观众口碑。

腐败背后往往隐藏着不清不楚的政商关
系。不法商人和贪官污吏狼狈为奸、沆瀣一
气，勾结成铁板一块的情况下，如何攻破顽固
堡垒，就成为挑战办案人员的难题。影片《廉
政风云 4》中设定的情境，主要是在监狱中展
开的。林峰饰演的富商之子曹元元心狠手
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因其团伙强拆致人死
亡而锒铛入狱，可他在入狱之后仍不“消停”，
通过行贿拉帮结派，背后隐藏着一个巨额行
贿受贿的惊天大案。接到举报后，古天乐饰
演的香港廉政公署调查科主任陆志廉假装成
犯人，进入监狱卧底。试图取得曹元元的信
任并接近对方，以便在暗中收集其行贿犯罪
的证据。正与邪的较量由此展开。片中以监
狱为主要场景展开重特大反腐案件查办的叙
事安排，和办案人员进入监狱卧底的情节设
计，使这部电影的戏剧冲突更加激烈，更具独
特性。

另一名“贪官”的落马入狱，则客观上成为
陆志廉在狱中卧底办案的助力。片中此人名
叫黄文彬，原本就是陆志廉的“对头”，入狱前
是一名高级警司，因为贪腐犯罪的问题，被陆
志廉送进了监狱。因此，当他在狱中见到陆志
廉的时候，就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状态。
而作为因贪腐问题落马而成为囚犯的前警察，
黄文彬显然对黑恶势力的那一套并不陌生，甚
至相当熟悉。入狱后他很快就把一帮犯人聚
拢在自己身边，成为狱中帮派团伙中的主要力
量之一。由此，黄文彬团伙与曹元元团伙之间
的冲突和争夺在所难免，毕竟一山不容二虎。
从中可以看出一条较为清晰的编剧思路：让陆
志廉成为曹元元“敌人”的“敌人”，为其接近后
者并获取信任具备了合理性。影片将现实生
活中存在的贪腐分子与黑恶势力之间彼此勾
结对抗查处、同时又勾心斗角的状态进行戏剧
处理，把错综复杂的现实简并为故事主线上的
3 种力量。这样的结构，既便于反映反腐斗争
的复杂性，又便于承载戏剧冲突，展开故事情
节。

邪恶终究无法与正义抗衡，但是单凭陆
志廉的个人力量，显然无法完成整个破案过
程，个体的英雄只有在整体的力量加持之下
才能成就。他卧底狱中的非常之举，离不开
以程德明为代表的外部力量配合支持。这一
内容虽然在全片中只作为背景性的因素出
现，没有浓墨重彩的刻画，但是对于整体内容
而言，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基础性作用。反
腐败斗争显然不可能通过单打独斗取得胜
利，只有自上而下的惩治腐败之力，只有整个
社会的风清气正，只有人民群众对政治清明、
社会正义、国家富强、生活安宁的所思所想所
盼，和对反腐败斗争的衷心支持拥护，这场硬
仗才能最终打赢。

与大陆办案人员合作反腐，是这部影片
中的一个亮点。香港的发展繁荣离不开祖国
强大后盾，各领域的支持与合作也随着回归
祖国的时间推移不断深入。反观现实，在反
腐败斗争中形成不同地区间合作，非常有利
于攻破贪腐分子看似牢固的“防线”。影片
中，这部分故事的演绎取得了预期效果，起到
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作用。国内反贪局处
长洪亮的出现，可以说是祖国对于香港反腐
败斗争提供支持保障的象征。最终，一个特
大贪污行贿案终于破获，罪人终究得到了应
有的惩罚。该片以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完
成了弘扬正能量的主题。

反腐电影热度不减反腐电影热度不减
呼应人民所思所盼呼应人民所思所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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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院秀琴

“他是草原摇滚的 NO.1！曾经
也是个爱逃学的少年，最终却在音乐
里找到了人生和天堂。如今年近花甲
的师父，依然叛逆不改，他是音乐榜上
最不驯的骏马，他是草原歌王中烈酒
一样的大爷。”近日，在一档热播综艺
节目《少年可期》中，“草原萌叔”腾格
尔化身“硬核萌师”，与 7 名徒儿的可
爱互动，圈了不少粉儿。

《少年可期》是一档师徒关系探索
体验类真人秀，寻师之旅的第一站，是
鄂尔多斯市腾格尔的家中，腾格尔和
徒弟们在沙漠里一起摔跤、射箭、唱
歌，带着徒弟们去了他儿时玩耍的地
方——石林，跟他们分享童年的回
忆。“这次收徒主要是想让7个孩子了
解一些蒙古族的习俗，体验一下蒙古
族的体育活动。”腾格尔谦虚地说，至
于音乐方面，只是互相切磋。

面对 7 位当红小鲜肉，“脸盲”的
腾格尔耿直地“瞎”说大实话：“他们
几个孩子都长得差不多。”节目录制
告一段落，经过三天两夜的共同生

活，腾格尔笑言：“7 个孩子我现在还
基本上对上号了，最起码四五个已经
对上号了。”

节目当中，腾格尔“硬核+萌”的
反差无处不在。清早带着徒弟们在院
子里洗头时，徒弟贴心地送上赞助的
化妆水，他看都没看直接将化妆水抹
在头上又洗了一遍，这个操作被网友
笑称“很硬核”，也把腾格尔直接送上
了热搜。徒弟向他解释了化妆水的功
效后，腾格尔尴尬拍手的模样，更被网
友发弹幕评价“可爱满分”。对此，腾
格尔哈哈一笑回应道：“我当时也是没
怎么注意，洗的时候就心想，这怎么不
出沫呢，但是因为那天早上也比较冷，
就觉得不要拖得时间太长了，我就稀
里糊涂地洗了一下，后来才知道那不
是洗头水。”

近年来，腾格尔成功跻身网红行
列，从《隐形的翅膀》到《日不落》，再
到《卡路里》，“硬核神曲”接连不断，

“萌叔”的绰号不胫而走。而腾格尔
也乐于接受这些可爱的绰号，

“最近朋友们给我起了好多称
号，都挺好的，叔都接受，我觉
得这个也是大家对我的关心

和爱护。”被问及为何会翻唱流行歌
曲，腾格尔耿直地实话实说：“这些节
目都是我参加一些综艺，导演组安排
的，我尽量完成导演组给我的任务。”
他表示，这样的演唱方式和这些节奏
较快的歌曲确实更受年轻人喜欢，就
连他的儿子班迪，也喜欢《卡路里》多
过于《天堂》。“我在唱的时候，就是尽
量给它些创新，不要模仿。所以我在
演唱的时候可能里面有我的一些因
素吧，所以大家都说，我把所有的歌
都唱成我的风格。”

今年的贺岁档，腾格尔参演了
《飞驰人生》，对于导演韩寒，腾格尔
难掩对他的欣赏：“韩寒是一个非常
优秀的年轻导演，非常有才华，我很
早就读过他的《三重门》，这么多年以
后能够参演他的电影，很高兴，当然
大哥这个角色演得不是特别理想，如
果下一次再给我机会，让我演大哥，
或者大老板的话，我一定会超过这一
次的《飞驰人生》。”影片中的另一位

“腾哥”沈腾，由于名字中都有
一个“腾”字，不免被拿出来和

“腾叔”做比较，腾格尔“保守”
地回应道：“就目前来说，当然

是沈腾比我帅。”
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年少，腾格

尔感慨他也干过许多疯狂的事情，
因此他很理解这种热血青春，“我觉
得每个年轻人都有那么一段时间，
所以我对现在的年轻人说一句话，
就是：趁着年轻使劲造吧。”

在腾格尔眼中，父亲表达爱的
方式是含蓄的，却深沉如山。同样
作为师父，他认为自己也有很多缺
点，但是他还是希望徒弟们能从他
身上学到一些优点，“我希望他们能
学到一些做人的准则、对工作的认
真态度，还有能多看看书。”

回顾腾格尔30多年的音乐生涯，
从民族歌手到翻唱潮叔，一路走来，他
的音乐风格百变多样，然而始终不变
的，是他的音乐之魂，和他对草原的眷
恋与情怀。如今，他和苍狼乐队每年
都会有一些演唱会，虽然不是大型的
演出，但是一直都在用心歌唱。腾格
尔的新歌《黑红》已于昨日发行，他介
绍，这是一首与以往风格完全不同的
另类作品，他想通过这首歌告诉人们
人生前进路上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
都应该不畏惧，笑对人生、勇敢前行。

““硬核萌师硬核萌师”腾格尔：上综艺科普蒙古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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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4 年起，包头大剧院实现了营业收入连续 4 年增长。亮眼成绩的背后，是该
剧院在合理定位观众、提升剧目品质、公益商业并重、不断寻找新突破口等方面的不懈
努力。包头大剧院的成功实践证明，城市不论大小，市民都有欣赏高品质剧目的需求，
尽最大努力满足他们的需求，才能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百姓口碑的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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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剧院很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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