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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话剧市场爆款频频袁 但 野爆
点冶不一遥 去年叶窝头会馆曳的抢票热潮袁热在
明星大腕齐聚一堂曰叶哈姆雷特曳因文学名著
的号召力而票房飘红曰而不少知名团体保持
较高上座率袁 则归功于积年累月的品牌塑
造遥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 野镇院之宝冶袁
今年叶茶馆曳开票的场景火爆非常院提前 16小
时排队袁数百米购票长龙袁各种露营器材齐
上阵噎噎话剧叶茶馆曳为何常演常火钥 豪华阵
容尧文学经典尧品牌力量袁多重效应共同撩拨
起观众的心弦遥

野排队冶现象是观察公众文化生活的有趣
切面袁而那些被争相抢购的文化产品袁最能
折射时代的需求遥 1956年在南京袁观众为了
一睹梅兰芳的风采袁 带着铺盖卷买票曰1986
年在北京袁歌迷排队花半个月工资只为听一
场摇滚演唱会遥 而今天袁娱乐方式更加多元袁
资源获取更为便利袁但人们对高质量文化产
品的热情始终如一遥从野故宫跑冶到野通宵等冶袁
从野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冶开启夜场到野妇好墓
展冶预约全满袁为文化排队日益成为常态遥
化解一票难求的尴尬袁 一味增加场次并

不现实遥 毕竟袁观看者数不胜数袁而老戏骨精
力有限袁经典数目也有限遥 长远来看袁戏台上
不能只有叶茶馆曳和叶雷雨曳袁音乐会不能只听
莫扎特和贝多芬袁用匠心浇灌更多的重量级
作品袁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遥 与工业品不同袁
文化产品的供给侧改革不能毕其功于一朝
一夕遥 经典化的过程尧演员的成长袁与喝茶一
样得慢慢 野泡冶遥 这就需要观众多一份耐心袁
多一份理解袁不放过佳作的成熟老到袁也不
妨看看新作的崭露头角袁说不定你我当下相
遇的袁就是未来的经典遥
另一方面袁 经典作品已是难得的文化名

片袁也可以进行多侧面的开掘袁既丰富经典
的表达袁也丰富公众的生活遥 一部叶茶馆曳袁焦
菊隐导演版珠玉在前袁曲剧版唱出了抑扬顿
挫的京味儿袁四川话版则别有一番野摆龙门
阵冶的江湖烟火袁虽然都是茶馆掌柜王利发袁不同的演绎调和
出不同的滋味袁也挖掘出作品的深度遥 而与之相关的回忆著
作尧纪念商品层出不穷袁就连剧中一碗烂肉面袁也被商家复原
出来作为招牌遥 它们共同打开了作品的广度遥 而观众爱屋及
乌袁关注剧中演员的其他作品袁不也算是一部戏带动起来的
野周边产品冶吗钥

在过去袁人们休憩消遣的方式比较单一遥 而当下袁野生书
熟戏袁听不腻的曲艺冶袁文艺活动获得了更多样态与空间遥 据
统计袁2017 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有 15752 个袁 全年演出
293.77万场袁是 10年前的 3倍袁看演出不再是一种稀缺品遥
但也要看到袁一些作品因套路化尧娱乐化而缺乏生命力袁一些
表演盲目追求声光电尧大场面而脱离艺术本体袁将艺术野改
革冶搞成野改行冶噎噎在文化供给持续发力而居民文化消费潜
力依然巨大的今天袁文艺作品野保量提质冶同样很重要遥

文化产品也需新陈代谢袁与其坐等市场大浪淘沙袁不如
自觉提高创作品质遥 一位老艺术家在排演话剧叶龙须沟曳时袁
特意在排练厅门口备一堆泥袁表演前在泥上踩踩袁因为袁这样
可以找到人物的感觉遥 其实袁对所有文艺工作者而言袁踩在泥
巴上尧扎进现实中袁野追随人民脚步袁走出方寸天地袁阅尽大千
世界袁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冶袁不正是最大的
创作秘诀吗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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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野上海精神冶
构建命运共同体

（上接 1版）《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
遵循，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
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这是国际关系理论
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
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今天，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幅员最

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
员国的经济和人口总量分别约占全球的
20%和 40%。上海合作组织拥有 4个观察
员国、6个对话伙伴，并同联合国等国际
和地区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国际
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促进世界和平
与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不可忽视的重
要力量。

上海合作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创造性地
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主张互信、
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
共同发展。这超越了文明冲突、冷战思
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掀开了国际关
系史崭新的一页，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
的认同。
各位同事！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

下”。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
势，为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我们必
须登高望远，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
时代潮流。

尽管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

然存在，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方向发展的呼声不容忽视，国际关系民
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尽管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
涌现，但捍卫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破坏和
平的势力，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

尽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
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但“地球村”的世
界决定了各国日益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合
作共赢是大势所趋。

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
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
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
同愿望。

各位同事！
当前，世界发展既充满希望，也面临挑

战，我们的未来无比光明，但前方的道路不
会平坦。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破
解时代难题，化解风险挑战。

———我们要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观，实现各国经济社会协同
进步，解决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缩小发
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

———我们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集团对抗，
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
做法，实现普遍安全。

———我们要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
赢的合作观，拒绝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
隘政策，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多边
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
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

文明优越。
———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
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各位同事！“上海精神”是我们共同的

财富，上海合作组织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
们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济，
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
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
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此，我愿提出以下
建议。
第一，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我们

要全面落实青岛宣言、长期睦邻友好合作
条约实施纲要等文件，尊重各自选择的发
展道路，兼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
过换位思考增进相互理解，通过求同存异
促进和睦团结，不断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

第二，筑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础。我们
要积极落实打击“三股势力”2019至 2021
年合作纲要，继续举行“和平使命”等联合
反恐演习，强化防务安全、执法安全、信息
安全合作。要发挥“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
联络组”作用，促进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
未来 3年，中方愿利用中国—上海合作组
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等平台，为
各方培训 2000名执法人员，强化执法能力
建设。

第三，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擎。
我们要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本着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地区
贸易便利化进程，加紧落实国际道路运输
便利化协定等合作文件。中国欢迎各方积

极参与今年 11月将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政府支持在青岛
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
范区，还将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法律
服务委员会”，为经贸合作提供法律支持。
我宣布，中方将在上海合作组织银行

联合体框架内设立 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
项贷款。

第四，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
我们要积极落实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等文
件，继续办好青年交流营等品牌项目，扎实
推进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减灾、媒
体等各领域合作。未来 3年，中方将为各成
员国提供 3000个人力资源开发培训名额，
增强民众对上海合作组织大家庭的了解和
认同。中方愿利用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为各
方提供气象服务。
第五，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络。

我们要强化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等地区
国家交流合作，密切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
区组织的伙伴关系，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对话，
为推动化解热点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作出
贡献。

各位同事！
一年来，在各成员国大力支持和帮助

下，中方完成了主席国工作，并举办了本
次峰会。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诚挚的谢
意。中方愿同各成员国一道，本着积极务
实、友好合作的精神，全面落实本次会议
的共识，支持下一任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
的工作，携手创造本组织更加光明的美好
未来！

谢谢各位。阴新华社青岛 6月 10日电

创新是越新越酷就越好吗钥 到底怎
样才算是有意义的创新呢钥 在近些年让
人眼花缭乱的创新面前袁笔者认为袁最为
重要的评价标尺可能不是野高大上冶的经
济学名词袁而是平常所说的成本和效率袁
即降本增效遥

降本增效是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进

化的磅礴力量袁是商业活动的主脉络遥历
史上袁 正是因为燃油机比蒸汽机的工作
效率高尧运输成本低袁蒸汽机车产业才随
之走进了历史博物馆遥 只要人们看一看
蒸汽机车那一人多高的实心大铁轮袁裸
露在外量能四溢的燃烧室袁 各司其职的
加煤工尧加水工等一众人马袁对这个说法
就更加心领神会遥

评价降本增效重在商业活动的真实
目的遥不服务于真需求的创新袁根本谈不
上成本和效率问题袁 很可能只是一个骗
钱的噱头遥既然只是在墙上钻个孔袁那为
什么非要在电钻上镶黄金呢钥 再以出行
为例袁 人们在方便出行上应该是追求缓
解城市拥堵尧提高交通工具使用率袁若过
分在意汽车面子消费袁 就同给电钻贴金

无异遥
评价降本增效要有适度宏大的产业

视野遥有时候袁小场景内的降本增效如果
放到更大的范围去看袁 结论可能完全相
反遥有人认为袁共享单车占用了宝贵的城
市地表资源袁 畸高的损坏率和闲置率又
浪费了大量原材料袁对其应该限制发展遥
但是袁 如果考虑到共享单车给自行车工
业创新发展提供了一次机遇袁 特别是其
共享理念带动了移动支付技术发展袁其
社会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了方便出行本

身遥所以袁必须在鼓励发展和规范运营之
间袁为共享单车发展找到最大公约数遥

评价降本增效不应忽视细微之处的
贡献遥 近些年袁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袁带
动了一批人发财致富袁 但有多少人会注
意到街市上穿梭如蚁般电动车的贡献钥

在很大程度上讲袁 这个小角色是电商和
O2O 的大功臣袁没有低成本尧高效率的
电动车袁或许就很难成就野双 11冶的巨额
成交量遥 当然袁电动车在速度标准尧遵守
交规尧安全行驶等方面确实需要规范袁但
其强大的生命力决定了对其管理只能用
疏导的办法袁而非野堵冶的思路遥

一般说来袁 睿智的创业者往往会先
行几步袁 不会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之后
再入局遥对于降本增效的商业创新袁只要
其不违法袁 各方面都要对其有宽容的雅
量曰只要创新的态度是真诚的袁即便有些
另类袁也大可不必指手画脚尧戏谑贬斥遥
对于真正着力创新袁坚持诚实劳动尧敢闯
敢试的创业者袁 社会应该给予充分的尊
重和宽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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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应以降本增效为要
对创新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尺

可能不是野高大上冶的经济学名词袁
而是平常所说的成本和效率袁即降
本增效遥 对于降本增效的商业创
新袁只要不违法袁各方面都要对其
有宽容的雅量曰只要创新的态度是
真诚的袁即便有些另类袁也大可不
必指手画脚尧戏谑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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