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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锦湘

邓碧泉先生用六个月时间，一气
呵成，创作出了雷州歌本《雷震六合》，
可以说是一个推陈出新的精品力作，
实在是鼓舞人心的大喜事。《雷震六
合》对于今后雷州歌词和雷剧唱词的
创作都有着重要的学习、启迪、借鉴和
运用的作用。

《雷震六合》横空出世，树立了雷
歌和雷剧唱词创新的样板。正如曾成
同志所言，当前，雷歌、雷剧的唱词用
字不准、俚语较多，押韵不当、平仄错
乱等现象时有发现，雷歌和雷剧的唱
词水平，要往歌与剧的艺术高层次发
展必然受阻。如果没有艺术的创新，
缺乏时代感和新鲜感，对年轻一代人
的观赏审美和娱乐情趣也是不适应
的，不容易产生艺术的共鸣，对戏剧的
兴趣也大打折扣。雷剧发展到今天，
实属不易。在表演程式、唱功做功方
面，甚至是舞台上的一招一式，经过几
代艺术家的努力，表演艺术已逐步走
上规范化。甚至在灯光、服装、音响、
化妆、道具等方面，发展也很快。而唱
词创作是落后于戏剧的表演手段的。
常有一些演员抱怨，唱着拗口的唱词，
念着粗俗的道白，对剧情的背景一知
半解，甚至是一无所知，表演情绪很难
发挥出来。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要
创新唱词创作水平，使作者、读者和表
演者达到融合统一艺术互通的目的。
推出规范样本来引导正确的写作方向，
是新时代戏剧创作的呼唤。《雷震六合》
系列雷州歌本就是在这个时候及时出
现的，它是一套创新雷州歌词的样式，
集雷州歌的艺术大成，用词规范，平仄
精准，一本唱本一个韵，体现了作者在
艺术创新上的匠心独运和技高一筹之
处，创新了雷州歌艺术，必定推动雷歌
和雷剧唱词创作的新发展。

谋篇布局，立意创新。《雷震六合》，
取材于经典之作，当中的故事情节也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讲古仔”。作者在这
些经典中选出最精辟、最精采的情节进
行精雕细琢，进行艺术创新。用雷州文
化特色的唱词，进行充分表达，推动剧
情的发展，拓展艺术的张力。如《王佐
断臂》，过去这类题材大多是描写文龙
归宋，“王佐断臂”只是其中一场。歌本

《王佐断臂》就选取最震撼人心的这一
场，直接从激战朱仙镇开始，更突出表
现王佐这个典型人物，更震撼感人。在
处理故事背景的安排上，作者也是周密
考虑的。有些唱本，发生事件已年代久
远，读者未必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作
者在戏文前写上故事背景，对观看全剧
理解剧情起到提纲挈领作用。如《凤仪
亭》，对发生在东汉时期的凤仪亭的一
场风波的演变过程以及歌本《卧薪尝
胆》发生在春秋末年，吴越两国争霸中
原，延续二十余年之吴越战争。对勾践

“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对“十年生聚，十
年教训”之复国之计的历史背景，作了详
尽介绍，脉络线索一清二楚。这样就能
增加表演者和读者的历史厚重感。从
而看出作者的精心设计，用心良苦。为
便于观众的理解，有的场次在场前来一

段“引子”，当时的故事情景就交代得清
楚明了，同时又能渲染剧情气氛。如

《王佐断臂》第一场开场：（四军士押粮
车、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同上。
严正芳：车夫们，加快速啊！）严正芳唱：
严岳狄雷何元庆，四人八锤扶旗旌。听
命元帅保社稷，忠心时时护朝廷。四句
唱词，加上前面的道白，紧急军情朱仙
激战就可想而知了。

推动对雷剧的发展，需要创新更多
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塑造更多的艺术形
象。歌本《沙家浜》，作者别出心裁，运
用了人们生活中的茶道，写进唱词，来
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阿庆嫂唱的是：

“一年喝茶分四季，春吃花茶阴阳规。
秋月品青夏饮绿，冬喝红茶暖气回。”

“红茶养心又润肺，多喝黑茶防肾亏。
光明磊落春来馆，身正无忧鬼敲门。”这
段唱词不仅表现阿庆嫂精通茶道、熟知
茶性作用，而且也塑造了一个精明机智
的党的地下交通员形象。善用雷州歌
去演绎京剧戏，塑造革命英雄人物，是
作者的一大创新，对雷剧唱词创作也是
一大启示。歌本《智取威虎山》唱词，也
是成功塑造了一个侦察英雄形象。第
四场，杨子荣唱：寿命难延情难了，理想
事业价值高。为国为民何所惜，生死昆
仑两逍遥。豪情壮志冲九霄，立马阵前
横执刀。腹有良谋胸有策，架起一条雪
里桥。这段唱词里，字里行间，处处彰
显了英雄杨子荣的革命英雄气概，唱起
来真是回肠荡气，对杨子荣的崇敬油然
而生。这段唱词，有 10 组连起来成为
长句，是杨子荣的核心唱段，能充分展
示他的革命情怀，塑造出鲜活可敬的英
雄形象。

如诗如画，情境交融。《雷震六合》
1000 多首唱词，无论是描人还是写景，
作者不是用华丽的词藻去堆砌，而是准
确把捏分寸，用真挚的情感、精辟的言
语，把对雷州文化的热爱倾注其中，展
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幅赏心悦目的绚丽
画卷。读起来又是琅琅上口，韵味十
足，给人唯美的享受。试举两例：写景
的，《智取威虎山》第三场“定计”，少剑
波唱：“北风飒飒雪飘飘，山舞银蛇河失
滔。峡谷震荡林凑曲，交响音乐推山
涛。”作者巧妙地用雷州歌描写一幅北
国风光的壮丽美景。《沙家浜》第二场

“转移”的描写也是这样精彩。郭建光
唱：“阳澄湖畔景色美，野菊紫黄艳璀
璀。龙蜒蛇曲杨柳岸，秋风烟岚荡芦
苇。”写人物，更是精雕细刻，不但写出
美貌特征，还注重人物的心理活动、性
格刻划。《卧薪尝胆》里，第二场“范蠡得
美”，西施唱：“溪心水深石濑浅，石滤沙
淘水鲜新。浣纱女郎捋皓腕，笑声玲珑
荡田园。”第三场：纳美纵勾。夫差赞美
西施，唱：“微睇蛾扬眉连娟，若丹朱唇
樱桃悬。绵邈流光神彩焕，体态轻盈步
华莲。”形容西施之美是“扬眉连娟，若
丹朱唇樱桃悬”，这比“沉鱼落雁”形容美
女更显贴切实际。

邓碧泉先生曾任湛江市政协主席，
多年来主管宣传文化战线，一直以来满
腔热忱领导和支持雷剧事业的发展。现
在，又亲力亲为创作出了雷州歌本《雷震
六合》，树立艺术创新的好榜样。

雷震六合开新篇
艺术创新树榜样

“哪吒”火了，因为动画电影
《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
吒》)。被“哪吒”圈粉的张立也火
了，不过是被气得上火的。

上个周末，张立和朋友一起去
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很快就被

“哪吒”“敖丙”等角色“圈粉”。“电
影确实好看，弄得我也想买两个玩
偶玩，可左等右等一个礼拜了还是
啥进展都没有。”张立一边感慨于
想买正版手办还要排队等待，一边
又气愤于网上有许多盗版的“哪
吒”周边产品正在大肆售卖。

在他看来，100 元以内的电影
周边产品都不算太贵，关键是要有
新意、质量可靠，而且随手就能买
到。但当前国内影视 IP 衍生品市
场的情况显然并不支持他的这种
消费欲望。

所谓IP衍生品，是指除了IP内
容收入以外，围绕IP衍生出来的一
系列消费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
影视作品的周边商品，例如服装、玩
具、工艺品、漫画、主题公园等等。
国际经验表明，好的IP衍生品的变
现能力往往胜过内容本身。例如，
美国迪士尼动画出品的“米老鼠”自
1928年诞生至今，相关衍生品授权
收入约为每年25亿美元。

近几年国内影视娱乐行业获
得较快增长，尤其是一些作品叫好
又叫座，但IP衍生品市场仍然还未
崛起。张立在期待着这种局面有
所改善。

“哪吒”带火衍生品消费
过去的半个多月，影视圈的关键词是

“吒儿”。
截至8月11日，动画电影《哪吒》累计

票房达到34.5亿元，排在中国电影票房总
榜第5名。上映以来，这部影片已连续13
天获得单日票房冠军，成为中国影史首部
进入“30亿俱乐部”的动画电影。猫眼票房
专业版预测，《哪吒》的最终票房将达到47
亿元。

从目前的情势来看，《哪吒》有可能成
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国产动画。许
多观众成为“吒儿的自来水”，不少动漫影
迷在讨论“国漫崛起”。票房销售的火爆
带动周边商品热销，淘宝平台上《哪吒》官
方正版授权的一件售价99元的单品T
恤，预售两天就已卖出6000件，成为名副
其实的“爆款”。

在线导购平台返利网日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国产动漫周边商品在平台全部动
漫周边销售中的占比，已经从2017年的
14.02%上涨到今年上半年的 38.45%。
而推高这一数据的主力群体则是95后的
年轻一代。返利网数据显示，在今年前7
个月的国漫周边商品销量中，95后的年
轻人贡献了高达47.34%的销量占比，这

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消费者。
与一片叫好声不同的是，一些抱怨的

声音也在观众和粉丝群体中流传：“跪求吒
儿玩偶”“想要哪吒同款的乾坤圈手镯和敖
丙同款的龙角发卡，官方啥时候能出？”“希
望价格不要定太高，质量也要达标”……

虽然目前“哪吒”电影及周边衍生品
还在销售中，但参考过去国产动画电影的
经验，衍生品收入与电影票房仍然不成比
例。2015年上映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也是叫好又叫座，其衍生品上线首日就达
到了1000万元的营销收入，但最终的正
版衍生品收入不足5000万元，而其电影
票房将近10亿元。

“相对来说，动画、科幻等类型的影片
天然地会比真人影片更容易做衍生品。”
阿里巴巴影业集团旗下衍生品平台阿里
鱼副总经理王国毅告诉记者，与好莱坞相
比，国内影视衍生品市场仍然比较初级。

国泰君安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好莱
坞影片的衍生品开发有鲜明的轮次。以
2013年迪士尼出品的动漫影片《冰雪奇
缘》为例，电影票房是第一轮收入，之后是
DVD发行、视频点播，第三轮是主题公园，
最后又通过消费品、舞台剧、主题游戏开发
等形式“圈钱”。电影中女主角艾莎公主的
玩偶在美国市场就卖出了2600万美元。

阿里鱼曾参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旅行青蛙》等电影衍生品项目，也曾在其
众筹平台上推出由塞凡科幻空间和中影
营销共同打造的《流浪地球》行星发动机
模型、运载车模型等电影衍生品。王国毅
指出，好莱坞电影整体水平较高，而且都
是系列IP，并且在衍生品开发的规划和管
理上更为专业和规范，被授权商有充足的
信心，合作的时候也更有章可循。

正版商品贵又慢，盗版商
品很猖獗，怎么办

在《哪吒》电影火爆上映的同时，一个
奇怪的现象也在同步上演：正版衍生品还
没来得及上市，各种山寨品、盗版“哪吒”
已经在大量销售。T恤衫、手机壳、抱枕、
钥匙扣……在不少电商平台上，各种自称

“哪吒之魔童降世联名短袖”“动画电影周

边”的商品收获不俗销量，售价从几十元
到几百元不等。

但其中的大多数都不是正版衍生
品。7月31日，《哪吒》投资发行方光线影
业发表版权声明函，称未经授权从事《哪
吒》衍生品开发/招商的行为属于侵权，侵
权方应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而光线也将维
护主创团队的合法权益。同时，光线也呼
吁观众抵制盗版、保护原创、尊重创作者
的合法权益。

类似窘境也是困扰许多影视IP衍生
品的共同问题。2015年上映的电影《捉
妖记》收获24亿元票房，但当时影片正版
衍生品的设计、生产等环节都遇到了困
难，造成正版商品未能抢占先机，导致盗
版猖獗。《捉妖记》导演许诚毅表示，当初
因为忙着电影制作和重拍，根本没有太多
精力去照顾到电影衍生品。

但大多数影迷并不关心此类盗版问
题。许多影迷在网上吐槽“哪吒”衍生品
时都提到，想支持正版商品但往往没有现
货，实在想买最好的办法是参加众筹。“买

‘哪吒’这些周边，不就图个新鲜好玩嘛。
再等十天半个月的，可能那股潮流就过去
了。”张立说。

对于盗版衍生品，光线影业近日在回
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已全面落实版权资
产管理工作，将运用法律和技术手段打击
侵权盗版、维护版权资产权益。

对于热门IP盗版猖獗的情况，王国
毅表示阿里非常重视保护权利人的知识
产权。IP权利人和其授权代理人都可以
通过阿里知识保护平台对认为侵犯其知
识产权的产品，以提交删除请求的方式进
行投诉，一旦证实，平台将根据其侵权严
重程度进行相应的处理。

“今天，中国早已不只是一个为他人代
工的世界工厂了。”王国毅认为，一款成功
的衍生品一定是跟文娱内容(IP)巧妙结合
的，“爆款的诞生=适合的IP+用心的品
牌+匠心的设计”。在IP衍生领域，要想把
工业制造、品牌创造、原创设计等能力充分
发挥出来，就需要尽可能降低授权合作的
风险，以调动合作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据中青报

衍生品成为影视IP第二战场

“哪吒”带火衍生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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