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个大型演艺中心将要建成，
长沙艺术演出场所会多了吗？ 有那
么多的演艺资源和消费能力吗？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和国内一些
发达地区，每几万人中间就有一个规
模较大的演艺中心。目前长沙缺乏承
办国际文艺演出交流的高品位大型
场所，而高品位的演艺中心对促进长
沙国际文化名城建设，提升长沙对外
的影响力和集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长沙市文广新局局长杨长江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分析： 20年后长沙
建成区面积将达到800-1000平方公
里，人口将达到800万-1000万左右。
演艺资源和消费能力不用发愁。

长沙滨江园文化管理中心副主
任甘胜从几个艺术中心的不同功能
向记者进行了解释 ：“长沙市音乐
厅与正在建设中的梅溪湖国际文化
艺术中心等在规划设计时， 就从功
能上进行了区分， 并不是同一类型
场馆的重复建设。 长沙市音乐厅是
一座纯粹的音乐厅， 在设计上不需
要任何电子设备， 而其他艺术中心
是按剧院标准设计的， 可以上演歌
剧、舞剧等剧目。”

湖南大剧院影业有限公司宣传
总监彭星滔认为：“湖南大剧院在长
沙基本上处于垄断地位， 这对于演
艺市场的培育极为不利。与北、上、
广等发达地区相比， 湖南的演艺市
场是不大的， 高水平的艺术场馆严
重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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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消费能力不用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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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
养，扶持文艺院团健康发展，
积极引导和培育文化消费市
场，让更多的艺术精品为人民
群众所享受， 湖南省从2013
年开始推行“雅韵三湘”高雅
艺术普及计划。记者从省文化
厅艺术处了解到，高雅音乐会
这块， 政府购买的力度一年
大概是300多万，包括雅韵三
湘和文化惠民的演出。

作为职业演出经济人，
杨水怡对长沙的高雅艺术演
艺市场的票房情况非常了
解，“一般观众购票占票房收
入的50%。2008年以前，演出
因为宣传没有做到位， 大部

分是演出人员家属捧场，或
者少量音乐发烧友订票。现
在因为有各种票务网站和演
出公司的加入， 订票的人陆
续增多， 现在是真的有观众
舍得掏钱购票了， 舞剧《温
暖》、歌剧《茶花女》的售票都
达到10多万元， 不过最少的
演出票房才几千元。 到现在
为止， 票房最好的应该算民
乐了， 这两年主办的多场民
族音乐会场场爆满， 基本上
都是一票难求，都有盈利。”

他说：“长沙市民对于高
雅艺术的接受程度有限，所以
客户有限， 还需要做市场培
养。”

长沙演艺中心扎堆开放，多还是少
市场：观众真正舍得掏钱看演出了 观点：湖南高水平艺术场馆还不够

湖南大剧院影业有限公司宣
传总监彭星滔说：“应该多建几座
艺术中心，让老百姓看演出就像看
电影一样方便。 培育高雅艺术市
场，就是需要在人流密集、交通方
便的城市中心建设这些场馆。多一
些场馆， 各种层次的演出都会有，
才有利于演出市场的发展。我相信
十年之后，我们长沙的老百姓吃过
晚饭，想看一场音乐会，在网上搜
一下，买个票，再选个座位，就去看
了，看演出就像看电影一样平常。”

现在长沙市民购票看演出的人，从年龄来看，红色经典类
的演出观众多为老年人， 但是在购票方面却显示为年轻人。杨
水怡分析，不排除是年轻人买票送给家里的老人看。其他的高
雅音乐会观众大多在30岁至45岁，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主要人
群是音乐爱好者、学习音乐者。

自主购票是用于自己消费，还是用于公务消费？杨水怡说：“最
近这几年公费消费的情况已经没有，购票的基本都是自己消费。”

今年10月，长沙市民一直广为期待的长沙市“三馆
一厅”将部分对公众开放，其中因高科技的设计而颇引
人注目的长沙市音乐厅将于12月28日首演。据了解，目
前长沙比较“高大上”的艺术演出中心，除了田汉大剧
院、湖南大剧院、湖南音乐厅，还有正在建设中的梅溪
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另外， 在梅溪湖湖南省歌舞剧
院，还将建起一个高档艺术中心：歌舞剧院公共剧场。

长沙需要这么多的艺术中心吗？ 有这么大的消费
市场吗？ ■记者 吴岱霞

长沙艺术中心走向“高大上”

位于开福区北辰三角洲
的“三馆一厅”里的长沙市音
乐厅， 建成后将成为中南地
区档次最高的音乐殿堂之
一。除了管风琴之外，它最大
的亮点是在近1500个座位的
大音乐厅里不需要任何扩音
设备， 坐在任何一个位置都
可以享受到同样优质的音乐
效果。长沙市音乐厅分大、中、
小三个厅， 其中大厅有1446
个座位， 中厅有508个座位，
小厅有314个座位。记者了解
到，在12月28日的首演中，指
挥大师祖宾·梅塔将带以色列
爱乐乐团来长献艺。以后长沙
市音乐厅每年将有200多场
的音乐演出，市民几乎每周都
能欣赏到高水准演出。

正在加紧建设的长沙梅
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集
大型歌剧、舞剧、交响乐等高

雅艺术表演、艺术展览、艺术
交流功能于一体。 其中的长
沙大剧院能容纳1800名观
众， 是长沙最大的室内表演
场地。 大剧院以为世界一流
表演提供场地为设计目标，
包含所有前厅必需的功能空
间，包括大堂、衣帽间、酒吧、
餐厅和贵宾接待室， 也设置
了其他后勤空间， 如行政办
公、排练厅、后台物流、化妆
间和服装间。

位于梅溪湖片区的湖南
省歌舞剧院公共剧场拟定于
2017年10月投入使用， 这个
公共剧场由荷兰NEXT设计
事务所设计，总投资约2亿人
民币。 剧院设计为1000个座
位的中型专业表演及影视剧
场，另外这里还将建设16400
平方米的艺术生产、训练、排
演和艺术培训等设施。

湖南大剧院处于垄断地位

当下长沙的高档演出场
所的运营情况如何？ 记者采
访了国家注册文化经纪人、
湖南省歌舞剧院市场营销部
部长杨水怡， 他告诉记者：
“目前位于省群艺馆的湖南
音乐厅是湖南省最适合举办
高雅音乐会的场所， 但是由
于离市区太远， 而文艺演出
大多在晚上，交通不便，所以
利用率并不高。”

记者从省群艺馆工作人
员处证实， 湖南音乐厅每年
的高雅音乐会举办数为50场
左右。

位于市内、 交通比较方
便的就是湖南大剧院了，但
湖南大剧院设计于上世纪，

功能设计为剧院， 从规模和
设备上来说只适合出演歌舞
剧、话剧等剧目，并不适合承
办高品位的音乐会。

作为长沙市内唯一的演
出场馆， 湖南大剧院影业有
限公司宣传总监彭星滔介
绍：“湖南大剧院一年的演出
场次在300多场，几乎天天有
演出。湖南大剧院在长沙基本
上处于垄断地位，场租最高的
5万一场。湖南大剧院提供的
主要是高端艺术产品，这其实
是有断层的， 艺术除了阳春
白雪，还要有下里巴人，我们
提供的艺术产品让老百姓没
有选择， 还不能满足各种层
次人群的艺术需求。”

“现在真正有观众掏钱看演出了”

人群 消费群体趋向年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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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演出要像看电影一样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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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
湖南省歌舞剧院公共剧场效果图。

长沙市开福区北辰三角洲的“三馆一厅”俯瞰图。 记者郭立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