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13日讯 省政府新闻办
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大型史诗歌
舞剧《大地颂歌》相关情况进行介绍。
《大地颂歌》将于9月27日在长沙梅溪
湖大剧院首演，11月初亮相北京国家
大剧院（扫报眉二维码看新闻视频）。

省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 一级巡
视员龚爱林， 湖南省演艺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吴友云，《大地颂歌》总导演
周雄，大麦副总裁陈晓华，《大地颂歌》
主演谷智鑫、 万茜等出席新闻发布会
介绍相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为进
一步展示湖南“精准扶贫” 的非凡历
程，从去年10月起，湖南省以十八洞
村为原型， 将扶贫路上涌现出的真实
人物和典型事例进行艺术创作， 以湘
西之事讲湖南、以湖南之事讲全国，创
排了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

《大地颂歌》 总时长约两个小时，
登台演职人员300余人，采用“6+2”即
序言+6个故事+尾声的结构模式，是
一部以歌舞形式为主的多媒体场景
剧。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大
地颂歌》 在艺术上有较大创新，不
喊空口号，不搞概念化，打破了常规
艺术表现手法，运用集成式、创新式
的多种艺术表现形式， 是一部新时
代的奋斗史诗，是歌、舞、音乐等多
种舞台形式的集合体。

■记者 吴岱霞 视频 刘品贝

300余演职人员倾情演绎湖南“精准扶贫”非凡历程

《大地颂歌》27日长沙首演

◆序曲《浏阳河》

通过婉转悠扬的情景合唱， 深情赞美
波澜壮阔的精准扶贫伟大实践。

◆第1幕 《风起十八洞》

讲述了扶贫干部龙队长来到十八洞村
后，如何化解疑虑、凝聚人心、激发斗志的
故事。展现了“精准扶贫”给十八洞村、给湖
南带来的风起潮涌、欣欣向荣之势。

◆第2幕 《奋斗》

讲述了乡亲们在扶贫队的带领下，携
手共建十八洞村的故事， 展现了扶贫队排
除万难“啃硬骨头”的精神。

◆第3幕 《夜空中最亮的星》

讲述了扶贫队和支教王老师帮助留守
儿童重返校园，让他们重拾自信、拥抱希望
的故事。体现了扶贫工作者为“教育扶贫”
“志智双扶”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第4幕《一步千年》

讲述了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小雅一家，终
于搬出大山的故事。通过今昔对比，生动展现
群众搬迁后的幸福，体现了“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在扶贫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第5幕《幸福山歌》

通过一场优美而又诙谐的相亲大会，演
绎了苗寨单身青年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
展现老百姓脱贫也脱单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6幕 《大地赤子》

从扶贫家属的视角， 深情讲述王新法、
黄诗燕、蒙汉等扶贫英雄的感人故事，歌颂
并致敬广大扶贫工作者的牺牲与奉献。

◆尾声《在灿烂阳光下》

描述在十八洞村产业分红的喜庆日子
里， 龙队长将作为优秀扶贫干部代表参加
“国庆70周年阅兵式”，村民深情地为龙队长
送行，表达了“吃水不忘挖井人，脱贫感谢共
产党”的心声。

花絮

网友传话长沙市民：
不管多热情
花呗照样得还

马云现身，各路
小视频刷爆了朋友
圈。 自9月12日晚开
始，“马云打卡长沙
网红地”话题就上了
多个社交平台热搜。

也有不少网友
纷纷在网上晒出偶
遇马云的照片、视
频，并调侃称“马爸
爸， 送个见面礼，花
呗就不还了吧？”但
有网友帮马云传了
话：不管长沙市民有
多热情，花呗一分钱
都不能少。

“马云看上去没
点架子，还跟我打招
呼了。” 网友罗青青
上传了一段现场内
容到某短视频社交
平台，仅有几百粉丝
的她竟然收获了上
千点赞，浏览量更是
超过了十万。

罗青青称，马云
所到之处都挤满了
人，而马云全程都比
较随和，不时还会跟
大家互动。在一段网
友拍摄的视频中，马
云称“长沙是年轻人
眼中的网红城市，夜
经济的火爆程度在
全国排第一，我早有
耳闻，这次是来亲身
感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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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马云闲逛于长
沙太平老街。随后，他又在同
样一身随意着装的文和友创
始人文宾陪同下， 前往超级
文和友长沙海信广场店“打
卡”。

虽然文和友相关负责
人也向三湘都市报记者表
示，马云此次来文和友其实
算私人行程，不方便透露更
多具体细节。但据店中一名
工作人员透露， 马云、 汪涵
一行在文和友就餐，并参观
了店内“宁乡的花猪”、“望
城的荷花虾” 等多个店铺，

“还看了湖南笑工场的节
目。”

另据一张朋友圈合影显
示，当晚，与马云见面的一行
人中，除汪涵、文和友创始人
文宾外，还有刚刚跻身“独角
兽”企业行列的兴盛优选的董
事长岳立华等人。

那么， 到长沙逛夜市，马
云吃了点什么？ 三湘都市报
记者从另一张网友发布的就
餐照片看出，餐桌上除了口味
虾之外，还有臭干子、东瓜山
烤肠、紫苏桃子、葱油粑粑等
长沙特色小吃。

“长沙是年轻人眼中的网红城市”
“隐退江湖”的马云夜游长沙，打卡多个网红景点

9月12日晚，头戴棒球帽，手持一把蒲扇，身
着简单的马云出现在了长沙五一商圈周末的人流
中。 长沙太平老街、 超级文和友长沙海信广场店
……他所到之处，无不吸引了众多市民围观。

“隐退江湖”的马云为何会出现在长沙？据三
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当天下午，省委书记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与马云一行进行了座谈。
此次座谈中， 马云的身份是马云公益基金会创始
人。9月13日， 他还前往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就

“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与该校进行商谈。
饶有趣味的是， 除了为推动马云公益基金会

与湖南的合作之外， 他也可能是为了打卡网红长
沙的夜经济而来。

当晚，超级文和友内的湖
南笑工场原本没有演出计划。
喜剧演员熊壮临时接到通知，
晚上7点准时“架场”。台本没
有准备，演员也是他和另一名
演员刁子临时搭档。

熊壮说， 当时并不知道
为何会突然加了演出，但凭以
往的经历来看，这种情况基本
上是“有大人物要来。”

演出开场和往常一样，先
和台下的观众互动， 暖暖场
子。 大概演到三分钟的时候，
进来了一群人，“最前面的那
个人摘下口罩， 我一看是马
云。”熊壮心领神会，以淘宝和
花呗为话题策了起来。

“花呗还没还的请举手。”
现场不少观众举起手来，熊壮
一本正经地说：“你看你们不
还花呗，马爸爸直接追到长沙
来了。”

让熊壮颇感意外的是，
马云居然配合了他的段子，
双手合十主动向现场观众
打招呼。一头雾水的观众一
看真的是马云，现场立马沸
腾了， 纷纷掏出手机来拍
照。 而此时马云则站起来，
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示意
大家继续看节目。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
一个伟大的女人，但有一个男
人不一样，他的背后有千千万

万个败家的娘们，是谁？”熊壮
刚刚说完这个段子，台下立马
有观众大声回应：马云。台下
的马云也跟着笑起来。

熊壮回忆，马云一行在现
场坐了大概三四分钟，助理在
他耳边嘀咕了几句，马云就起
身准备离开。

见马云要走了，熊壮趁机
向马云提出能否跟演员们一
起合影，“他正准备上台，但助
理说还有好几个行程。”马云向
舞台上的熊壮伸出了一个大拇
指，一行人匆匆忙忙离开。

马云一行离开后，是上了
楼吃饭。而他和搭档刁子就在
楼下等着，“这次见到了马爸
爸本人，一定要想办法合一张
影。”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马云
一行从包厢出来了，熊壮也鼓
起勇气迎了上去。在得知熊壮
的来意后，马云也很爽快答应
了， 并主动选了一个好的角
度。

熊壮说， 因为马云的父
亲也是一名曲艺人， 马云对
这些都很懂， 两人也趁机交
流了一下艺术。临走时，马云
伸出大拇指， 连声称这个节
目搞得好，“把笑工场跟文和
友相结合， 把曲艺融入到夜
经济，这种模式特别好，祝福
你们。”

打卡文和友，吃上了臭豆腐与口味虾

看完曲艺感慨“传统艺术融入夜经济特别好”

剧情

9月12日，马云打卡网红地文和友（左）、观看笑工场节目（右）。 网友供图

■记者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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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颂歌》 在长沙将有4场正式
演出：9月27日、28日、29日、10月17日
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
院演出。11月6日、7日在北京国家大剧
院歌剧院进行2场演出。 除9月27日首
演、金鹰艺术节专场外，其余场次演出
都将在大麦官方平台开放给普通观众
购票。

演出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