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文化
“协奏”

进合作。首图帮河北固安孔雀城建立了图书室，
虽然是个案，但也是个探索。

▲

▲

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

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

购买剧场资源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各行业主题词
的今天，三地文化主管部门主动出击，一年多
以来，协作已从探索阶段向纵深推进。昨天，
市文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冬就京津冀文化
协同发展的战略及实施进行了解读。其中刚
刚落幕的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将成为一年一
度的常态，并将在三地轮流举办；三地文化主
管部门一年至少相互采购 10 台舞台精品剧
目；北京市文化局每年将采购剧场演出场次资
源，并通过零场租或低场租提供给院团演出高
雅、传统、正能量的舞台艺术，今年不低于 100
场，明年将不低于 200 场，天津及河北的剧目同
样享受；
同时组建京津冀演艺联盟。

三地演出市场形成一盘棋
据介绍，北京每天营业性演出剧目不下 70
场，一年演出场次 2.1 万场，观众 1100 万人次，
演出收入 15 亿元，全市共有演出文艺团体 600
余家，98%是体制外院团，社会文化活力非常旺
盛。京津冀三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按照政府指
导、市场主导的原则培育三地演出市场，形成一盘
棋。去年 4 月，市文化局便联合天津市文广局、河
北省文化厅，推出三地四市河北梆子精品剧目展
演，以此拉开了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大幕。今年
文化遗产日，三地还联手推出了非遗大展。在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上，北京市出台了 1＋3 公共文化系

《捉妖记》7 月 18 日上映，制片人江志强拍摄此
片堪称
“倾家荡产”
，
影片超出预算 2 个多亿，
究竟能
否收回成本，业内不少人为江志强捏了把汗，没想
到，影片昨日票房突破 10 亿，成为今年目前的票房
冠军，好人缘的江老板也收获了不少庆贺的声音，
人们真的不希望这位一直以来踏踏实实做电影的
人受到任何伤害。昨日，
60 多岁的安乐影业总裁江
志强与《捉妖记》导演许诚毅参加腾讯电影“成熟商
业片的一次完美示范”为主题的论坛，记者对二位
进行采访，由言谈间，可以感受到平日朴素低调的
江老板内心超越常人的强大，而江老板则对此总结

新生代攻城略地

《捉妖记》票房过 1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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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京津冀演艺联盟

列政策。下一步将强化人民群众参与文化的选择
权，研究好老百姓的需要，把老百姓点菜和政府端
菜结合起来。并将继续实施现有每年 1 万场公益
演出。力争让基层文化设施覆盖率、达标率有新的
提升。实施 2015 年到 2017 年三年培训计划，每年
培训 1000 人。北京市群艺馆和天津、河北都建立
了合作关系，三地图书资源将在数字化手段方面建
立资源共享，在管理人才培养和馆际交流间继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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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低价票补贴

包含 5 个方面的演艺合作已经启动，三
地将共同打造采购平台，一年至少相互采购
10 台舞台精品剧目。今年京津冀精品剧目
展演已经采购了 6 台，将在今年秋季推出的
北京故事小剧场剧目展演，还将采购两地剧
目，共同培育出演艺品牌，精品剧目展演就
将成为保留演出品牌。此外，三地文化院团
的合作早已有之，今后还将共同创作艺术作
品，
在推出精品上有深度合作，
北交正在联合三地
优质资源打造以长城为主题的大型交响作品。三
地还将定期举办推介会，进行资源整合。同时组
建京津冀演艺联盟，实现剧本推介、演出营销、人
才交流等线上线下双向交流平台。陈冬还介绍，
从上个月开始，北京的京评昆梆曲五大院团开始
尝试在中国评剧院定点演出，
低票价占到 50%，
北
京市推出的同城政策将让两地院团同样享受此待
遇。而市文化局正在着手建立的北京剧院服务平
台项目，将通过政府购买剧场演出资源，用零场
租、低场租方式支持主旋律或戏曲“走市场”，这一
举措同样适用于天津、河北两地。今年政府购买
100 个场次剧场资源为院团服务，明年则不低于
200 个场次。为保障市民基本文化鉴赏权，除了旅
游定点演出、通俗音乐会之外，高雅的、传统的营业
性演出，每场都有 30%低价票，每卖出一张，政府补
贴 100 元，
河北、天津院团的演出也享有此项优惠。
文/本报记者 郭佳

文创产品交易会
11 月将亮相京城

昨天，中国（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组委会
宣布该项活动将于 11 月 7 日至 10 日在国家会议中
心举办。
本届文交会，创新办展理念，在坚持社会效益
优先的基础上，强化为参展企业带来经济效益。该
项目总监范嘉鹏介绍，本次文交会所有商品价格将
低于市场价和网络价；文交会将为国内外收藏爱好
者、礼品公司、酒店采购商等专业观众提供丰富的
选购平台。据了解，
此次文交会占地 2 万平方米，
规
划展位 800 个，吸引了众多知名机构及海内外参展
商，包括故宫博物院、龙泉青瓷宝剑产业局、亚太文
化创业协会以及印度、韩国、泰国、尼泊尔等海内外
文创展团，为世界各地的企业文化创意提供展示空
间。其中龙泉青瓷宝剑产业局作为产商代表与组
委会现场签订合约。
活动由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组委会办公室、北
京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指导，首都文化产
业协会主办，北京飞马辉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
办，并得到天津市文化产业协会、河北省文化产业
协会的大力支持，有效推动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交
流合作和互利发展。
文/本报实习记者 王鑫爽

教育真人秀《青春季》
登陆央视财经频道

拍，会怎样怎样……有次就实在受不了了，告诉他
我真的不是李安，但其实我还是很感谢他推着我们
往前走的。
”

本报讯（记者 祖薇）8 个个性迥异的孩子，15
天异国他乡的生活；不同的语言文化，不同的教育
方式；闻所未闻的新鲜环境，不可预知的艰难挑战，
这是大型跨国教育真人秀节目《青春季》将要展示
的内容。该节目将从今起每周五晚 6 点 50 分在央
视财经频道播出。
节目里，来自中国和澳大利亚两个不同国家的
青少年，互相到对方国家生活学习半个月，从而体
验到不同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也从
细节中展示中西教育差异。
来自澳洲 Mosman 中学的 Lexie 刚到北京开
始上学时，就被每天早晨 7 点起床的作息时间吓到
了，她惊讶于中国中学生每天都要上那么多的课、
学习那么多的知识。在澳洲体验的八一中学的于
震惊也对悉尼纳罗宾体育中学独特的数学课印象
深刻。他说，数学老师为了讲解什么是抛物线，在
上课时把同学们都带到了操场上，扔东西，以体会
到底什么是抛物线。

“拿一整部片子来试片”
《捉妖记》在柯震东涉毒丑闻后无法上映，这个
时期内，也有很多因劣迹艺人“中枪”的电影都在迷
茫等待中，而江老板却不想把这部《捉
妖 记》的 命 运 托 付 于 遥 遥 无 期 的“ 解
冻”，更不想让前期投资的 2.8 亿
打了水漂，江老板毅然决定重拍，

老辈人峰顶拔旗

暂列今年国产片票房冠军

复排《李逵与宋江》
看男人间悲悯豪情

为喜欢
“赌电影”
。

“每部电影都有命”
《捉妖记》上映 8 天票房破 10 亿，而且超越《泰
囧》成为史上最卖座华语片已经板上钉钉。对于影
片的空前成功，江志强表示并不在意，他最在意的
反而是影片终于历经波折跟观众见面。江志强回
忆说，相对现在的惊人票房成绩，自己最开心的反
而是影片在 7 月 15 日的首映，
“终于看到它完成了，
感觉很激动”
。
导演许诚毅也坦言，看到现在的票房数字觉得
“很不真实”，
“上映前我咨询了很多朋友，那时候大
家都觉得，
《捉妖记》的票房也就中等偏上吧，所以
我很担心，怕江老板亏钱，上映第一天的时候，觉得
当天票房能有 5000 万就很好了。
”
而回看《捉妖记》的宣传营销，江志强坦言，早
前开会碰头时，大家其实都没有头绪，不知道把它
按照什么类型来宣传，最后只好每样都做一遍。当
时唯一确定的就是，影片一定要在假期上映，
“这样
能够吸引最大批量的观影人群，所以，如果今年暑
假不上映，
那肯定是春节再上了”
。
作为又一次冒险的胜利，现场许多观众都十分
好奇，江志强是如何拥有这些独到的投资眼光的。
对此，江志强坦言，每部电影都有命，拍摄过程中各
种意外都是无法预计的，而且电影只能上映一次，
“它不是计算出来的”
。
对于如何看待《捉妖记》、
《煎饼侠》、
《西游记之
大圣归来》三片共同热映的现象，江志强表示，这是
个好现象，最重要的还是影片质量，
“大家不都说观
众抗拒古装戏吗？但别忘了《捉妖记》就是古装
片。好片是会促使你再看另一部片子的，我原来在
香港就看过观众看完烂片出来以后，丝毫没有再看
另外一部的欲望，都被骗了一次了嘛，干吗还要再
被骗一次？所以，好的电影能够帮助把这个市场做
大。”票房好，江志强也不忘感谢业内各位朋友，
“我
这次是真的刷掉了所有友情卡，感谢朋友们一直在
为我们宣传。
”
《捉妖记》是亚裔导演许诚毅回国后的首部导
演作品，一部合家欢喜剧，如何找到适合的笑点，是
剧本创作上的难题。对此，许诚毅坦言，自己之前
的了解有偏差，
“ 我原来以为按照美式思维拍出来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很多中国人都爱看好莱坞片。
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他们只爱看美国大片，对美
式喜剧理解上还是有偏差。
”
许诚毅刻意在片中加入了许多适合中国观众
的笑点。比如，管门锁妖要密码的段落，密码是
“438（死三八）”，
“ 这个就是老外完全不懂的笑
点”。而具体到拍摄细节，许诚毅说：
“ 江老板真的
是老逼我们往前走，有场戏他就嫌我设计太偷懒
了，他会告诉我，这场戏如果是李安或者张艺谋来

只是因此，影片的成本上升到了 3.5 亿元。对于江
老板的这种勇气，许诚毅心存感激，他最感动的是
江老板自己扛着所有压力，给主创团队最大的鼓
励。许诚毅坦言：
“补拍时，江老板从来没说过要砍
特效镜头、减投资，让我可以毫无顾虑，江老板反而
调侃我说，你就当你第一次考试考了 75 分，第二次
再考，怎么也得考 90 分了吧？”许诚毅还笑言，在整
个重拍的过程里，江老板一直很乐观，
“他说导演你
多幸运，没多少人可以像你这样拿一整部片子来试
片的。
”
聊起第二次补拍，许诚毅坦言，自己一开始并
不敢“虐待”姚晨，结果江老板一句“没关系”让他彻
底放开手脚。同样在第二次补拍时才加入的汤唯，
在现场“演得很过瘾很开心，没事儿的时候就跟江
老板一起打麻将，
到最后还要求加戏”
。
至于井柏然，许诚毅笑言，因为要抢时间，他刚
入组时特别辛苦，每天从早拍到晚不说，
“有个镜头
拍了 40 多条”。这种状况直到白百何入组后才好
些，以至于后来白百何不在时，井柏然会惊慌地表
示“那怎么演啊”？就差在现场摆放白百何照片
了。而演员们对着空气演戏难度也很大，许诚毅透
露说，有的时候会在现场摆放乒乓球或者塑胶物来
让演员找到感觉和实现焦点，但总体来说，
“还是很
神经病的感觉”
。
对于胡巴到底是男是女，许诚毅坦言，胡巴是
男孩，
“男的都是四只手两只脚，女的则是两只手四
只脚。妖怪的形象设计来自于古籍《山海经》。
”
《捉妖记》的热卖，让影片续集拍摄和一系列衍
生品的出炉成为必然。对此，江志强坦言，衍生品
的开发等工作，还未提上议程，大伙儿现在的精力
还集中在影片的路演上，等影片下档后，才会考虑
这些后续进展，但可以保证的一点是，
“我们一定会
保护好胡巴这个形象”
。
至于未来开拍的续集，江志强老实交代，
“现在
关于续集，我们很想听听大家的建议和意见，希望
大家多在新媒体上给出自己的想法，让我们知道你
们想在续集里看到什么。
”

“大家都太急了，
把赚钱当做目的”
江志强有“电影教父”之称，
《英雄》、
《卧虎藏
龙》、
《色戒》及今天的《捉妖记》都是他一手打造，其
中几次，他把全部身家都押到了投资上，但是在平
时，江老板却是有名的低调和节俭。对此，江志强
表示，他是一个喜欢“赌电影”的人，自然会把所有
的重心放在电影上，
别的事情无暇顾及。
都说江老板眼光独到，能够发现好项目和好人
才，但江老板却认为自己考察的不仅是创意，更要
看导演的做人，
“ 现在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但
是，大家都太急了，把赚钱当做目的，而我看中的电
影人一定要有才华、肯付出。许诚毅拍《捉妖记》花

了 7 年，阿诺拍《狼图腾》花了 8 年，薛晓路拍《海洋
天堂》花了 6 年，不要觉得随随便便就能当导演，而
是先问自己愿意不愿意付出？愿意付出多少？愿
意不愿意投入？做导演需要有很多努力在里面。”
由此，江老板也提及了艺术氛围的培养，他所筹办
的百老汇电影中心为艺术电影开辟了一个空间。
江老板表示，做电影的目光要长远，只有让观众的
眼界和赏鉴能力逐步提高了，才能让电影行业受
益，如果只是盯着赚钱，那么，观众也只能是井底之
蛙，
电影市场永远不能成熟。
《捉妖记》的大卖，让其成为一个新 IP。对于
IP 热，江志强自嘲说，
“我也想买，但买不到啊。”江
志强说，
“ 现在很多人追求 IP，拍一个很强烈的 IP
很重要，但是拍一些原创的东西更重要。我们《捉
妖记》是原创的东西，可以从原创的东西发展出一
个 IP，我经常拿《哈利·波特》来讲，由一个普通的小
说改编一系列的东西出来，中国还没有做到，希望
《捉妖记》能够做一些事情，往前走一小步。但一个
好的电影公司，也要勇于去开发 IP，这才是成熟健
康的做法。”
江志强开玩笑说自己很幸运，因为“我们不
像其他许多电影公司，眼睛盯着上市，然后需要
对股民负责，所以，我没有被资本绑架，可以这么
任性”。他也坦然表示，勇于创新是有风险，票房
也不是说完全不在乎，
“ 我拍《海洋天堂》以后，也
要去拍商业片赚钱，否则我再有钱也会垮掉，做
事情都是有风险的，怕风险的话，又何必入电影
这行？”
文/本报记者 肖扬

本报讯（记者 郭佳）国家京剧院 2015 年重点
复排剧目《李逵与宋江》，即将于 7 月 25 日、26 日在
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的前身是由杨赤、于魁智
领衔的新编历史剧《风雨杏黄旗》。
李逵与宋江——这两个众说纷纭的人物，一个
是深怀草根情结的江湖“莽汉”，一个是饱受正统礼
教浸染的官府小吏，在血雨腥风的历史转折关口，
不同个性、不同追求所引发的激烈碰撞，迸溅起跌
宕起伏的波澜，回响起血色残阳的悲歌。虽是耳熟
能详的水浒故事，却尽量开掘人性深度，剧中不乏
势均力敌、交相辉映的对手戏。
此次复排《李逵与宋江》，国家京剧院集结了原
排主创班底，复排艺术指导由原排主演杨赤、于魁
智、李胜素共同担任，主演则是优秀青年演员刘魁
魁、胡滨、刘垒、朱虹。这台两个男人间的“对戏”，
没有儿女情长，
有的是男人间的悲悯与豪情。

文娱微信
《洞察出版》
《出版人断想》出版发行
由中国出版公司原总裁聂震宁撰写的《洞察出
版》、
《出版人断想》新书出版座谈会日前举办。出
版业、编辑业等专业人士参与了此次座谈会，并发
表了对两本新书的看法与感想。
《洞察出版》收录了近些年聂震宁对图书编辑
策划、管理经营、体制改革乃至行政管理等出版领
域的深入思考和丰富事件经验总结的多篇论稿。
《出版人断想》由赵树旺博士从聂震宁撰写的论著
中精选的内容汇编而成。
《洞察出版》和《出版人断
想》可以作为编辑出版工作者的学习资料，供从业
人员借鉴，又可以看作是论文、格言集，供广大读者
阅读欣赏。
文/本报实习记者 吕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