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早“登陆”大陆综艺市场的台湾电视人之一

台胞阿乐大陆“转型记”

国家大剧院版《茶花女》六度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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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间，台胞阿乐完成了
几大重要转型：从台湾职场人到大
陆创业者，从综艺导演到电商推手，
从屏东帅哥到福建女婿。

阿乐本名邱庆龄，今年恰好步
入不惑之年。受父辈影响，自台北
商业大学企业管理系毕业后，阿乐

“跨界”传媒行业，开始自己的职业
生涯。从财经记者起步，后来涉足
综艺圈，从助理、导演、总监，再到总
导演，他逐渐成长为台湾综艺圈里
的“大咖”。

台湾综艺行业发达，但受众和
资源有限。2011年，阿乐把目光投
向起步虽晚却前景看好的大陆综艺
市场，成为最早“登陆”的台湾电视
人之一。

庞大的制作团队、先进的制作
设备、充裕的资金支持、令人惊叹的
收视规模、丰富多元的周边产品开
发……大陆综艺产业链的高速发
展，不仅让阿乐找到了更好发挥才
能和经验的舞台，也让他感叹“学到
了很多”。

《快乐男声》《十二道锋味》《来
吧冠军》《向往的生活》《青春旅
社》……这些在大陆拥有许多“忠
粉”的选秀类、美食类、体育类综艺
节目和真人秀，背后都闪现着阿乐
的身影。

曾是篮球运动员的阿乐，特别
希望把争先向上的体育精神和快乐
张扬的综艺精神融合起来。在执导
《来吧冠军》等多档节目基础上，阿
乐又开始筹划大型健康竞技成长真
人秀《肌战》，通过更“养眼”、更炫酷
的方式引导民众关注健康生活。

疫情打乱了计划，原本于2020
年新春启动的《肌战》全球海选被迫
搁置。不过，阿乐很快找到变通之
法：改道“线上”。他与大陆传媒机
构联手策划“宅家运动会”，邀请30
多位艺人带着家人、宠物上线，通过

“云喊话”方式邀请好友一起挑战6
项居家运动。

制作费减半，收视率却大幅上

升。出乎意料的效果让阿乐感受到
“线上”的魅力，也让嗅觉敏锐的他
发现了更大机会。“这几年大陆电子
商务风生水起，百姓越来越喜欢上
网购物。特别是疫情下‘非接触式’
消费催热直播带货，这个市场值得
好好深耕。”阿乐说。

一年多时间里，阿乐不断“试水
温”。和直播达人薇娅、全球旅行达
人“雷探长”等“网红”合作之外，他
还尝试将直播带货嵌入自己拿手的
综艺节目。除各大品牌的商务推
广外，疫情下各地滞销的农产品也
在阿乐帮助下亮相直播间，这让本
是农家子弟的阿乐颇有成就感。

在大陆独自闯荡多年后，阿乐
终于在福建遇见了心仪的女孩。因
工作结缘，他和海峡卫视编导梁乃
娙步入婚姻殿堂。由于太太一句

“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鼓励，在福建
安家的阿乐又在上海落脚，出任上
海圣博华康文化创意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品牌总监、新媒体负责人。

对阿乐来说，上海是个更广阔
的舞台。眼下，他正着手实施新的
计划：在公司旗下的波特营创意园
打造两岸“网红”孵化基地，扶持渴
望通过直播创业的年轻人，特别是
为有志于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提
供筑梦舞台。

阿乐还打算制作一档自媒体节
目在两岸及海外社交平台播出，借
由自己的视角全方位呈现大陆经济
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
这是媒体人“使命所在”。

从立业到成家，阿乐希望自己
的“转型”故事能为更多台青提供示
范。他坦言，随着大陆经济发展越
来越好，全球人才蜂拥而至，同时竞
争也趋于激烈。但他鼓励后辈们走
出舒适区，在这片广阔天地里寻找
机遇。

“大陆真是一个很大的平台，所
以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能尽早来
就尽早来！”阿乐说。

新华社上海4月7日电

综艺节目《快乐男声》海报。

综艺节目《十二道锋味》海报。

综艺节目《来吧冠军》海报。 均系资料图片

一声“嘘”声后，剧场的灯渐渐
灭了，几个“小”演员随即走到幕
后，打开头顶上方的一排灯光，白
色幕布亮了起来，光影摇曳中，一
只乌龟和仙鹤斗智斗勇的故事被
生动演绎。

这些双手对舞的皮影艺人来
自郑州精灵梦皮影艺术团。这是
一支由袖珍人组成的皮影队，他们
平均年龄24岁，平均身高不足1.3
米，如不仔细辨认，会以为是一群
七八岁的孩童。

“您好，里面有皮影戏，精彩正
在上演。”在郑州市建业大食堂旅
游区，李赛身穿天蓝色传统长衫，
站在“皮影戏苑”的招牌下，笑盈盈
地向门前往来的游客介绍。阳光
下，他的皮肤看起来更白了，新烫
的头发也显得格外精神。

1994年出生的李赛是这个团
队的“掌门人”，也是河南省郑州市
惠济区非遗项目豫东李氏皮影第
五代传承人。成长于皮影世家的
李赛，自幼便经常看爷爷表演皮
影，对皮影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学好皮影戏，2010年，李
赛与师兄马峰一起，背起行囊到全
国各地学艺。有的师傅擅长雕刻、
有的擅长表演、有的擅长唱腔，只
要在网上看到收徒和演出的消息，
李赛都会去试一试。

由于小时候患上生长激素缺
乏症，李赛的身高只有 1.3 米多。
身体的局限，使他的学艺道路异常
艰苦。在练习操控皮影时，他手小
稳定性差，仅仅是几根操纵杆简单
的分合就要花掉一周时间。“为了
让皮影人物活起来，每天都要重复
五六个小时的练习，手上都磨出了
茧子、压出了坑。”李赛说。

作为“一担挑”的行当，艺人除
了表演还需要制作皮影。皮影制

作工艺繁琐精细，要经制皮、画稿、
镂刻等十八道工序。“要想让人物
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每个环节都
要做到极致，表情、发丝、衣服的花
样，每一刀每一笔都不能错。”李赛
说。

“现在的影视作品越来越丰
富，传统皮影戏慢慢淡出人们的视
野，但皮影有着其他艺术形式无法
代替的价值。”李赛说，他想把这门
老手艺传承好，小小的人，也有大
大的梦想。

2015年，李赛同师兄一起回到
郑州，组建精灵梦皮影艺术团，招
募和他们一样的袖珍演员。目前，
团队共有十几名袖珍演员，都是

“一担挑”的全能型艺人。“我们对
自己的定义就是皮影文化的传播
者、自食其力的手艺人。”李赛说。

在李赛的工作室，有人在电脑
前抠图、绘图，有人在灯下雕刻人
物、染色。台案上一个色彩绚丽的
唐宫小姐姐皮影造型显得格外亮
眼，这是剧团最近推出的一个新节
目。“河南春晚节目《唐宫夜宴》成
功‘出圈’后，剧团也趁热打铁，创
新表演形式，推出皮影版唐宫小姐
姐。”李赛说。

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创新尝
试。没有演出的时候，他们都在钻
研皮影戏的传承、创新与发展。童
话、动漫、寓言故事……剧团在原
有皮影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并
利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提升传统
皮影魅力。如今剧团每年演出
5000场，观众达10万人次。

“我要为来到新时代的老艺
术，打造一副锃亮的铠甲。”李赛
说。如今，这支队伍不仅赋予皮影
新的生命，也让演员们找到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到这里，就像
小羊找到了羊群，有了归属，也被
认可。”团队成员李康说。每次谢
幕，观众看到他们后掌声都会更热
烈；出去演出，总会有不少人帮忙
搬道具。

“是会遇到一些偏见，但更多
的是偏爱。”李康说。

古朴的幕布后面，一个个精致
的“剪影”在暖色光的照耀下，显得
格外逼真，伴随着鼓声弦乐，一场
场皮影传奇正在这些“精灵”手中
上演。世间本无童话，他们却始终
以年轻的模样，演绎着最美的皮影
童话。

新华社郑州4月7日电

光影逐梦——“精灵”们的皮影人生

郑州精灵梦皮影艺术团。

郑州精灵
梦皮影艺术团
在表演中。

均系资料
图片

有口碑，却没热度；频上
热搜，口碑却“扑街”。口碑与
流量之间形成反差现象，在近
几年的影视行业已司空见惯。

流量是收视率在网络时
代的一种延续和升级。因为
它关乎热度和变现，很多时候
甚至被当成唯一评价标准。
因此，“IP+流量”成为这几年
许多影视剧的标配，但同时，
这也导致作品同质化、套路化
严重，演员无演技，作品无内
涵，“白甜宠”现象一时竟成为
潮流。

从根本上看，当影视剧被
流量所困，行业的天花板也在
被拉低。流量可以带来热度，
可以变现，从影视作品的商业
属性来看，流量“无罪”。然
而，影视作品还具有文化属
性，是丰富百姓精神生活和展
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
体，“唯流量”是文化审美和价
值观的错位。

从大趋势看，流量的红利
终会过去。这两年不少依靠
大宣发、大 IP、流量演员而未
播先火的影视剧，往往“高开
低走”；而一些紧扣现实题材、
制作精良的实力作品，即使

“裸播”，依然广受追捧。这说
明，流量终究扛不起收视大
旗，而优秀的作品必然会带来
流量。

针对当前剧集产业出现
的一些过度注重流量、数据等
现象，2020 年末，中国电视剧
制作产业协会发布了《关于电
视剧（网络剧）制作“去浮华浮
躁、重创作规律”的几点意
见》，明确指出电视剧（网络
剧）创作必须脱虚向实，不能
让那些被污染了的数据和流
量成为评价作品的主要指标，
甚至是唯一标准。

2020年，我国电视剧产量
同比降幅不少，希望减量能成
为推动提质的重要契机。观
众的审美素养会越来越高，不
会一味地被流量牵着鼻子
走。因此，影视产业要从我国
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汲取营养，
并紧跟时代变化，围绕题材选
择、剧本创作、拍摄制作等关
键环节下功夫，最终依靠内容
输出来获得口碑和流量双丰
收，寻求商业属性和文化价值
的平衡点。

(新华社半月谈)

影视圈“唯流量”
现象该终结了

4月5日晚，国家大剧院版歌剧
《茶花女》六度上演，著名指挥家余
隆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与张立萍、石
倚洁、廖昌永等知名歌唱家合作演
绎，将这部曲折凄婉的爱情悲剧展
现得细腻而有层次，令观众久久沉
浸其中。

国家大剧院版《茶花女》由德国
知名导演海宁·布洛克豪斯执导，于
2010年首演，好评如潮。著名编剧
邹静之不吝溢美之词：“大剧院这版
《茶花女》让我耳目一新，让我激
动。整个故事如人在画中，安静而
感人，它让我看到一种日积月累的
修养产生的艺术感。”

在国家大剧院版《茶花女》中，
一面264平方米的巨大镜子以45
度斜置在舞台上，映照着地面上充
满油画质感的画布，仿佛瞬间回到
了18世纪那个浮华巴黎。虚实交
错间，观众走到“茶花女”的身边，一
起旁观，一起见证。有意思的是，到
全剧尾声，当女主角薇奥莱塔奄奄
一息即将离世时，巨大的玻璃镜子
以90度的视角“赤裸裸”地横在面
前，所有观众被毫不留情地“扔”进
故事的残酷漩涡里，来思考现实的
社会问题。

本轮《茶花女》将演至4月11
日。 （新华网）

国家大剧院版歌剧《茶花女》六度上演剧照。 资料图片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北京
人艺看家戏《雷雨》6日起再次登上
首都剧场的舞台。复排导演顾威
说，今年的演出更加强调演员的“心
象”，让演员在内心戏上下功夫。

《雷雨》是剧作家曹禺的处女
作和成名作，也是中国现代话剧的
奠基作之一，发表于1934年。该
剧在两个场景、不到24小时内，集
中展开了周鲁两家30年的恩怨情
仇。根据曹禺的阐释，《雷雨》是他
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
可言喻的憧憬，显示的是宇宙里斗
争的“残忍”和“冷酷”；作者用一种
悲悯的心情写人类受自己和不可
知力量的捉弄。

从1954年起，《雷雨》在北京
人艺的舞台上培养了几代演员和
观众。对于这样的经典，复排导演
顾威称，观众已经不是来看这个故
事，而是在看舞台上如何去表现这
个故事，怎样演出人物的心理，让

心理和行动统一。
“今年的演出，我们更加强调演

员的‘心象’，让演员在内心戏上下
功夫，尤其是几位新加入的年轻演
员，要从内心上去接近人物。”顾威
说，“还有就是传承这部戏的风格和
韵味，要靠台词去体现。演员说话
的方式，得是剧中人物的。因为观
众太专业了，如果味道不对，不用导
演说话，观众就先指出了。”

“心象”是北京人艺总导演焦菊
隐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性运用斯
坦尼体系使之中国化而创造的表演
术语，强调演员“从生活出发”，通过
摹仿角色的外部特征进入内心体
验，在想象中看到的角色形象，即

“心象”，并通过反复描摹与练习，消
除表演意识，让“心象”逐渐“化”到
演员身上，最终成为舞台“形象”。

本轮演出，蘩漪由张培饰演，周
萍由周帅饰演，曾饰演周萍的王斑，
改饰周朴园，并担任联合导演。

北京人艺再演看家戏《雷雨》
更强调内心戏

4月7日，演员在《上海千古情》
彩排中。

当日，演绎上海“前世今生”的
大型歌舞《上海千古情》在上海“宋
城演艺·世博大舞台”举行彩排。4
月29日，《上海千古情》将在这个黄
浦江畔的文旅新地标首演。从机械
轰鸣、热火朝天的昔日上钢三厂车
间，到世博期间“天天演”的宝钢大

舞台，再到后世博时期仍门庭若市
的世博大舞台，华丽升级的宋城演
艺·世博大舞台拥有三个室内剧场，
可同时容纳近6000名观众，其中包
含一个可容纳2900人的大型剧院，
将推出大型歌舞《上海千古情》、国
潮剧《花想容》、怀旧剧《喀秋莎》、都
市剧《摩登时代》等多台演出。

新华社发

黄浦江畔将上演《上海千古情》

这是 2020 年 3 月 30 日荷兰格
罗宁格博物馆提供的梵高画作《纽
恩南春天里的牧师花园》画面。这
件作品是荷兰辛格博物馆从格罗
宁格博物馆租借的。

荷兰警方4月6日逮捕一名58

岁男子，因为他涉嫌盗窃荷兰画家
文森特·梵高画作《纽恩南春天里的
牧师花园》和荷兰画家弗兰斯·哈尔
斯画作《两个拿着一杯啤酒笑着的
男孩》。失窃画作目前下落不明。

新华社发

荷兰警方逮捕偷窃梵高画作嫌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