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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三个手指捏住扇尾撑开扇子，无
名指和小指可以翘起……”6月14日，奉节县新民镇观音
庵居委会村民陈桂珍把几名演艺团成员叫到自己家里，对
着网上的视频，像模像样地排练起了扇子舞。

陈桂珍是奉节县上千名农村演艺团演员之一。以前，
她一直以丧葬演艺为生，哭，是她演出的重要内容——哭
得呼天抢地、声泪俱下，带动台下的人跟着一起泣不成声。

可这一年来，陈桂珍的演出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转

变，低俗庸俗媚俗没有了，增加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节目；内容丰富了，新增了一些像扇子舞这样的优秀
传统文化的节目。

转变的，不仅仅是陈桂珍，而是整个奉节县的农村演
艺群体。

通过整顿农村演艺市场，奉节全县100余个农村演艺
团队实现了质的转变和飞跃，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有生力
量。

从幼儿园老师到“领哭人”

55岁的陈桂珍，头发染成了时髦的紫
红色，身材不高，且有些发福，爱笑，健谈。
这个形象，让重庆日报记者很难把她与那
个扑通一声跪下就能号啕大哭的演员联系
起来。

“平时有多爱笑，表演时才有多能哭。”
这是演艺团其他人对陈桂珍的评价。

农村演艺市场以红白喜事为主，其中
白事更多。陈桂珍的演艺团，主要接的就
是白事。

“演一场2000元左右，时长大约1个半
小时。节目以悼念、追忆亲人为主，根据需
要可以增加一些歌舞节目。”陈桂珍告诉记
者。

哭灵，是整台节目的重头戏。哭灵需
要领哭人，陈桂珍就是他们团队的领哭人。
上台前，她就要对着台词单酝酿情绪，上台
后如泣如诉，泪水喷薄而出，带动死者的亲
人朋友一起痛哭。但下台之后，陈桂珍的眼
泪说收就收，整个过程机械化、程式化。

这项技能，是陈桂珍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练习而得。她每个月要哭十场以上，控
制泪腺的能力已臻化境。

陈桂珍曾当过20多年的幼儿园老师，
长年的幼儿教育工作，让她比一般的人更

“出得众”，也学到了一些唱歌、跳舞及主持
的基本技巧。幼儿园收入不高，每个月只
有两三百元，这让上有老下有小的陈桂珍
常常筹划着另谋生路。

6年前的一天，从广东返乡的村民向军
找到她。向军在广东佛山等地务工多年，
工作之余学到了舞狮的皮毛功夫。返乡
后，他注意到演出“来钱较快”，且要求不
高，便想拉上陈桂珍一起干。

彼时，偌大的新民镇仅有两个演艺团
队，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甚至还有
外地的草台班子来分一杯羹。陈桂珍反复
思考后，转了行。

那一年，陈桂珍的陈姐舞狮演艺团和
向军的向军舞狮演艺团先后成立，加入了
农村演艺的淘金大军。

利益驱使下的野蛮生长

陈桂珍告诉记者，自己从事这个工作
更多是因为喜爱表演，演员们也都是如
此。但记者观察发现，其收入还不菲。以
新民镇为例，3万多人的场镇，每年白事演
出有上千场，两个团队根本忙不过来。陈
桂珍组建一个团，仅需投入几万元购买音

响、灯光、车辆等设备，演员的工资则从演
出费用中扣除。每年上百场演出的毛收入
达20万元以上，除去各种成本后，她还能净
赚好几万元。

记者亦发现，在悼念、追忆的节目之
余，演艺团队基本上都会安排一些歌舞节
目。这些节目是怎样编排的呢？存在一些
比较低俗的节目吗？当记者把这些问题抛
给陈桂珍后，她的回答是没有，一旁的向军
也打马虎眼。但知内情者私下告诉记者，

“其实应该有涉及一些，这在农村演艺市场
比较普遍。”

6年来，奉节县的农村演艺市场早已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新民镇为例，演
艺团队从2个直线增加为15个。

为了争夺市场，这些团队都使出了浑
身解数，不但相互压价、相互举报，在节目
上也必须要“出新”。

如何“出新”？一方面是在网上临摹，
另一方面则是自己想办法编排。此外，由
于资金所限，这些团队基本不会请专业老
师授课。因此，当演出者的文化水平不足
以支撑丰富内涵的文化节目时，为了满足
人们的猎奇心理，节目走向低俗、庸俗和媚
俗便不可避免，比如穿得少一点，或者言语
上“出格”一点。

6年来，陈桂珍的演艺团主力从中年妇
女逐渐换成了20多岁的农村姑娘，这让演
艺团更加吸引眼球。

在奉节，这样的现象还不少，其生存的
土壤，主要是部分农村地区变了味的丧葬
文化。

重拳出击整顿“三俗”

“丧葬文化在人们生活中既忌讳着，又
重视着，尤其在农村地区，丧事尤其重要。”
奉节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梁金成说，过去，家
里有人去世了，亲属就会在村里管事人的
主持下，请来鼓手吹吹打打，或者请来戏班
子唱大戏。后来，葬礼上的演出愈加丰富，
有的放电影，有的请来歌舞团。

“其实，在整场的表演中，办丧事的主
家，根本没心情去欣赏。除了伤心外，就是
不停地往外拿钱，招待亲朋好友喝酒、抽
烟、吃饭，还要给演出钱。”梁金成说，在持
续数天的葬礼中，一是铺张浪费，二是程序
多、环节繁、花样杂，三是攀比风兴起，传统
丧葬文化变了味。“比如，一位老人去世了，
几个后人都要请演艺团队，谁不请谁就是
不孝，以后你家要是有个什么事，村里人就
会在背后戳你‘脊梁骨’，看你们家的笑
话。这样一搞，谁还敢不请呢？”

种种原因，让奉节的农村演艺市场“很
热闹”，却也纷杂无序。资料显示，奉节的
农村演艺团队从几年前的二三十个陡增到
100余个，每年的演出有上万场，营收2000
万元以上，养活了上千名从业人员。庞大
的市场，甚至让一些外地团队也嗅到了商
机，湖北、河南等地团队也加入到这一掘金
潮。

这些演出虽然鲜有淫秽露骨的不健康
内容，但是俗气的节目可谓五花八门，宣
传、传递和谐乡风和正能量的节目偏少。

“生前未尽孝道，死后大操大办花钱挣
面子，这不是传统美德，而是积在民间的社
会毒瘤。”梁金成坦言，奉节是全市乡村文
化振兴试验示范县，如果这种风气继续盛
行下去，如何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但如果
能够用好用活这支队伍，也能让他们在填
补农村文化市场空白、丰富农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作用。

去年上半年，奉节县针对农村演艺市
场的整顿正式开始，共有几种方式。

一是劝。通过标语、传单、现场讲解等
方式，在演出现场进行广泛宣传，把法律法
规说清楚，宣传办理证照的流程。

二是查。接到举报线索后，县文化市
场行政执法大队就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通过照相、摄像等调查取证，并重点对外来
流动演出、开业庆典演出、农村红白喜事演
出等进行巡访、巡查。

三是罚。通过罚款、没收器材等方式，
杜绝无证经营和内容低俗、有悖公序良俗
的演出现象发生，促进农村演出市场健康
持续发展。

最后，疏堵结合。在对市场进行规范
后，奉节县文化馆针对所有农村演艺团队
实施了免费技能提升行动，手把手培训演
员们的音乐、舞蹈、表演和主持能力。培训
内容不但包含具有奉节本土特色的花鼓
子、竹枝舞，还有专业老师授课的声台形表
等培训，参培的人可以获得资格证书。去
年9月，县里还成立了农村演艺协会，全面
加强演出市场管理。

让农村演艺团队成为乡村文
化振兴的有生力量

短短几个月，奉节的农村演艺市场就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总体而言，“三
俗”的节目不见了，弘扬悠久本土文化和历
史文化的节目多了，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节目多了。

陈桂珍和向军原本对整顿有误解，后
来渐渐意识到整顿的必要性，“说实话，以

前我们的一些演出也是违心的，你认为我
们不想好好演吗？”

不是不想，是为不能。说到底，陈桂
珍、向军们既非专业出身，又无理论功底，
要自己编排出好的节目，很难。

经过县文化馆的培训后，技能虽说不
会立即有质的飞跃，但艺术是触类旁通的，
边学边悟，总好过盲人摸象。记者在陈桂
珍最新的节目单里，看到了舞蹈《报答》《天
堂上的妈妈》、小品《家和万事兴》、传统文
化表演《连响》《彩龙船》等过去难以见到的
节目，均是满满的正能量。

“接受培训后，我们也自觉加强了政策
学习，围绕农村政策编排节目。”向军介绍，
在新近的节目里，讲脱贫攻坚的《缺啥扶
啥》、讲孝道文化的《婆婆也是妈》等，一经
推出就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奉节还对农村演艺市场实行了备案
制，对按程序进行备案的演出团体发放了
每场次50元的补助。“金额看似不多，但是
你要知道，这些团体一年要演上百场，甚至
数百场，所以一个团队一年得到的补贴金
额可以达到几千上万元。”奉节县文化市场
行政执法大队长余刚说。

整顿之后，部分演艺团体还承担起了
送戏下乡的任务。向军舞狮演艺团就是其
中之一，每场送戏下乡的演出费用为2400
元，甚至高于他自身的演出报价。2018年，
奉节共送戏下乡1460场，其中农村演艺协
会内的优秀团体承担了绝大多数。今年，
这项政策将继续实施。

去年底培训完成后，奉节还在全县范
围内举行了农村演艺团体大比武，42个演
艺团体（个人）选送84个节目参赛，一等奖
的队伍甚至参加了今年的奉节春晚演出，
让他们有了从未有过的自豪感。陈桂珍和
向军也同样参加了比赛，但没能脱颖而出，
向军感慨：“学艺不精，看来今后还要继续
学习才行。现在，县文化馆的学习大门随
时向我们敞开，大型设备也是免费出借，所
以我们今后还有的是机会。”

凡此种种，让奉节看到了草根艺术团
队的潜力，也坚定了用好这支队伍的决
心。今年，奉节将加强对原创作品的扶助，
并向这些团队征集扶贫、扫黑除恶、乡村振
兴、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忠孝文化等方面的
原创作品，优秀作品将被选送至全市、全国
参加比赛，并争取文化惠民项目补助——

“陈桂珍”们的好日子，才刚刚起步呢！

对对““ 三 俗三 俗 ””说 不说 不
——奉节县整顿农村演艺市场的调查奉节县整顿农村演艺市场的调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颜安颜安

本报讯 （记者 颜安）对有着大城市大农村特殊
市情的重庆来说，农村人口是演出市场中巨大的消费
群体。6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旅委获悉，我市
农村演艺市场从业者近2万人，每年演出收益接近20
亿元。对这个日趋频繁活跃的庞大群体，我市将建立
完善常态化管理机制，促进农村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农村演艺市场越来越繁荣，除渝中区外，所有
区县均有民间文艺表演团队活跃在农村演艺市场。
截至2018年底，全市相关演出从业人员近2万人，每
年演出收益接近20亿元。

“我们发现，农村演艺市场活跃程度与农村地区
民风民俗关系密切。”市文旅委市场管理处处长方林
江表示，根据调研，渝东南、渝东北地区农村演艺活跃
度比渝西地区略高，八成以上农村地区有在婚丧嫁
娶、开业庆典等活动中安排演出的风俗。

“过去，这些演出普遍形式单一、格调不高、原创
节目少。此外，外来演出团队也来抢占市场，他们流
动性大，难以监管。所以，无证经营、漠视演出安全等
现象时有发生。”方林江说，农村演艺市场关系到我市
上千万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如果用得好，就是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手段，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因此，
培育健康繁荣的演出市场势在必行。

对农村演艺市场，市文旅委通过“七个必须”（必
须严格审批审查、必须确定监督人员、必须建立演出
档案、必须组织执业培训等）进行了规范管理，取得明
显效果。截至2018年底，区县层面已取得证照的演
出团体（机构）达1945家，较之过去有了明显增长。

同时，通过送演出下乡，大量艺术水平较高、语言
通俗易懂、形式活泼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送到了农村，用正能量的演出占领了农村演艺市场，
让低俗、庸俗、媚俗的“三俗”演出失去生存的土壤，大
大净化了农村演艺市场。

一些区县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全面规范和加
强市场管理，例如潼南区就把送演出下乡与村民请演
出团队表演的需求结合起来，由政府与当事村民各出
部分资金，让当事村民从政府采购目录中选择团队和
节目，既满足了村风民俗需要，又有效引领和净化了
农村演艺市场。

种种措施，让全市农村演艺市场得到了规范。下一
步，市文旅委将建立完善常态化管理机制，强化思想引
领，坚持督查督办，加强宣传教育，压实管理主体责任。

另一方面，市文旅委也将督促指导各区县结合自
身实际，借助公共文化服务送演出下乡等活动，遴选
一批优秀文艺节目，设立和发布农村演艺市场节目
库。今后，农村演艺团队可从节目库中挑选、学习相
关节目，将库中节目送到农村中去，用健康规范的演
出引领农村演艺市场新风尚。

全市农村演艺市场
营收近20亿元

将建立完善常态化管理机制

相关新闻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走进南岸区迎龙镇
北斗村。 记者 郑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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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区玉龙新村，民间高手在表演绝活。
记者 郑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