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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造型艺术新人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

作家的力量来自何处
姜伯静

W 文化漫笔W 文化漫笔

12月 12日，来自全国 100多家纪录片制作机
构的代表齐聚一堂，由央视纪录频道牵头，计划成
立“中国纪录片制作联盟”，搭建全国纪录片资源共
享平台。

好选题 好故事 好品质

央视纪录频道，这个被业界称为中国纪录
片产业旗舰的年轻频道，开播近两年来已经成
为国际纪录片行业的重要一极。在这个全国最
大的纪录片播出平台，汇聚了中国最顶尖的纪
录片精品，其中不乏由社会制作机构制作的原
创作品。

从 2011 年开始，纪录频道举行“活力中国”纪
录片招标活动，投入资金 1 亿元，拿出 9 大类社会
现实类选题，面向社会制作机构招标。今年 3 月，
首批招标产生的纪录片在纪录频道播出，受到专
家和观众的高度评价。这些作品将目光投向中国
当下最具梦想与活力的人群，散发出生活的本真
质感。《我是老李》、《关山飞渡》、《早安，小丑鱼》、

《“独狼”的新生》⋯⋯色彩斑斓的“活力中国”系
列，体现着时代的脉动，成为纪录频道“接地气、聚
人气”宗旨的最佳诠释。除了“活力中国”招标活
动之外，纪录频道还推出了“传奇中国”文化篇和
历史篇的招标，同样面向社会制作机构，也都得到
了积极响应。

据纪录频道总监刘文介绍，纪录频道已与全
国32个省区市的300余家社会制作机构建立了合
作关系，这些机构在纪录频道累计播出成品节目
215部 1500多集，共计 5万分钟，占纪录频道开播
以来节目首播总量的三分之一。

这个数字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刘文同时也
强调，纪录频道对委托制作的节目正逐步形成标
准和要求，简而言之，就是“好选题、好故事、好
品质”。

“纪录频道确立节目标准，实际上也是希望推
动社会制作机构制作的纪录片，能够实现市场传
播和国际传播的双赢。”刘文这样说。

类型化 专业化 多元化

业内人士指出，在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中国
纪录片市场的发展开始提速，但在发展初期，各种
不利因素也是明显的。一哄而起、无序竞争、经营
同质化严重，低投入低品质低回报恶性循环、价格
标准不统一等诸多问题，都严重阻碍着中国纪录
片市场的发展和制作机构的壮大。

受邀出席此次年会的社会制作机构，有制片
公司、特效公司、动画公司、营销公司、后期制作公
司，甚至还有纪录片资料公司。这些公司分布于纪
录片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规模大小不一，但都各有
各的绝技和生存之道。

著名配音员李易曾为纪录频道多部原创作品
和海外引进大片配音，他执掌的九方名座影视投
资公司也是纪录频道重要的合作伙伴。“纪录频道
对声音效果的重视非同一般。”李易说，“可以说是
高标准、专业化的。”他曾经仔细研究过国际顶尖水
准纪录片的声效，并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中努力
呈现最佳效果。

“社会制作机构，不论大小，重要的是要形成
自己的特色，要专业。”纪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陈
晓卿说。

为了将众多纪录片社会机构集聚在纪录频道
旗下，优化资源整合、互通有无，纪录频道在年会中
发起成立“中国纪录片制作联盟”。刘文表示，纪录
频道会不断加大投资力度，优先扶持联盟内的制
作机构实现快速发展。

对于成立“中国纪录片制作联盟”的倡议，社
会制作机构纷纷表示赞同和支持。一位参会的公
司代表说，“在联盟内实现资源共享，这对纪录片产
业发展将是极大的推动”。

“小市场”“大市场”

央视纪录频道于 2011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播，
在纪录频道节目收视份额排名前50名的制作单位
里，社会制作机构就占到了 66%。“央视纪录频道
是一个产业引擎，一年 2000多小时的纪录片首播
量，释放了空前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央电视台总编
辑罗明如是说

在纪录频道的愿景里，未来的 3 到 5 年，将实
现以“中国纪录片制作联盟”的“小市场”繁荣推动
全国的“大市场”繁荣；2013年，纪录频道将与全国
各省区市电视台联合组建“中国纪录片联合播出
网”，该网络将在全国100个地面频道开播每天30
分钟的纪录片栏目，纪录片节目的市场需求量又
会迎来一次大规模的增长；此外，纪录频道将利用
自身品牌搭建一个国际合作平台，带动更多制作
机构与国际市场对接，参与国际纪录片合作，组建

“中国军团”参与国际市场营销。
对全国众多纪录片制作机构来说，这无疑是

个重大利好消息。北京能量影视公司副总经理樊
庆元说，“我相信，未来要成立的联盟将会促成纪录
片的市场化，会使中国纪录片行业有特别大的发
展，能够缩小我们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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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姿 多 彩 的 海 关 文 化
陶 永 陈银健

“3 号队目前得分最高，225 分！”主持人的话
音刚落，观众们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台上，选
手激情四溢抢答，台下，观众兴趣盎然互动。这
是广东湛江海关驻霞海办事处配合海关文化建
设，利用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开展“业务技能大
练兵知识竞赛”活动的一幕⋯⋯

类似的情景在全国各海关都不难见到。为
把文化建设的“根”扎向基层，把文化建设的“触
角”延伸到群众之中，多年来，海关系统加强群众
性文体组织建设，设立了文艺、文学、体育、摄影、
书法美术等单项分会。以这些分会为依托，海关
推动全员健身，率先在国家机关中普及推广第九
套广播体操，举办了全国海关第九套广播体操培
训班。海关系统代表队参加了全国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评审，荣获全国一等

奖、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他们面向基层关员，
开展“送文化、送欢乐、送温暖”进边关活动和“边
关文化行”巡展巡演活动。

2012 年是海关文化建设年。全国海关组织
了以“开展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唱响一首海关
歌曲、树立一批先进典型、创作一批优秀文化作
品、推出一部有影响力的海关题材影视剧”为主
要内容的文化建设“五个一”活动；编发中国海关
纪实系列丛书第一分册《海关记忆》，全书 17 万
字、40 个鲜活的故事，挖掘、整理了海关发展不
同阶段重要事件背后的真实故事；开展海关歌曲
征集评选活动，推动基层单位组织好歌鉴赏和作
词作曲知识讲座等群众性创作活动，全国海关共
上报原创歌曲 147 首、歌词 113 首。海关题材电
视连续剧《国门英雄》，作为中央电视台跨年大戏

在 2012 年央视黄金时间播出，获得了中宣部“五
个一”工程奖。

全国海关还把弘扬“爱国、厚德、增信、创新、
奉献”海关核心价值观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重要举措，开展“身边学雷锋先进典型”
征集活动，组织“雷锋精神海关行”巡回宣讲团到
10 个直属海关进行“学雷锋”事迹宣讲。在中央
文明办召开的“三关爱”志愿服务活动座谈会上
介绍经验，北京海关张哲、黄埔海关康洁和南京
海关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被团中央评为中国青年
志愿者优秀个人奖和组织奖。

当前，海关系统正在积极创新形式、丰富载
体，广泛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活
动，使十八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更加贴近
基层、贴近群众。

W 文化长廊

三字箴言颂人生朗诵音乐会举行

文 化 速 递

今年的诺
贝尔奖颁奖礼
举行后，获得文
学奖的中国作
家莫言与曾经
多次翻译莫言

作品的瑞典翻译家陈安娜进行了交
流。据报道，曾经造访山东高密的现
场主持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高密
的父老乡亲担不担心你将他们写到
作品里去？”莫言说，“任何作家都会
大量使用故乡和青少年时期的素材，
我的小说里也有许多生活中的原型，
但我没问过他们同不同意将自己写
进去⋯⋯我感到作家有种力量，坏人
担心会被写进去，而好人不怕”。

读莫言的作品，读很多优秀作家
的作品，我总会有一种感受：“这是在
写社会，这是在写生活，这是在写人
生，这是在写真理。”无论这作品是现
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无论这作
品是嬉笑怒骂的还是阴暗沉重的，只
要作者没有昧着良心，他都会对真实
的生活有所反映。真正有良心的作
家，他不会歪曲生活，不会歪曲历史，
不会歪曲人性。所以，莫言才会说那
番话。在我看来，作家的力量源于对
生活的细微体会，对生活的认真思
考，对自己能够分清生活中真假美丑
的自信。否则，再美妙的笔法也会感
到心虚、力不从心！

鲁迅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
自序》中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
里，从小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
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
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

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家
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
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
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我
想，鲁迅之所以能够写出《故乡》等不
朽的农村题材作品，与他对农村生活
的“亲密接触”不无关系。而沈从文的
《边城》，那不是一个没有湘西生活的
人能够写出的，正是他独特的生活经
历，才有了他那些味道与一般人迥异的
作品。沈从文在自传中曾这样说起自己
少年、青年的生活体验：“这一份经验在
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
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
我看了些平常人没看过的蠢事，听了些
平常人没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
没嗅过的气味，使我对城市中人在狭窄
庸懦生活里产生的做人善恶观念，不能
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
得犹豫孤僻不像一个正常‘人’的感情
了。”我想，没有这种生活体验，是很难
有后来的沈从文的。

今天，我们的一些作家似乎缺少
了对生活的自信，因为他们缺少体
验。莫言说，“《天堂》里被撞死的农民
是有人物原型的，是我的一个叔叔，
当时撞死他的是个没有驾照、替我一
个当干部的远方亲戚开车的司机。我
知道这事时，非常生气，想要替我叔
叔讨个公道⋯⋯”现在开车撞人的报
道不少，也往往会引发网络的口水
战，但有几个人会深入思考，写出超
越生活的文学作品呢？我们的作家很
少能像莫言那样细致地深入体验生
活，从生活中获取作品的情感，因此
就很难抓住社会万象的焦点。

本报讯 记者李丹报道：由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主办，中华教师
网、北京朗诵艺术团协办的“三字箴言颂人生朗诵音乐会”，日前在北京大学
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留学生与北京朗诵艺术
团的艺术家、北京市的小学生联袂演出，音乐会异彩纷呈，弘扬了中华语言
文化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学术顾问、北车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国炳先生将自己的新作《炳悟人生》赠送给了北大汉院的中外学生。

本报讯 作为第七届北京文博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
司主办的项目签约暨项目合作推介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动漫集团是2009
年组建的国有独资文化集团，2011年开始了“国家动漫创意研发中心”、“动漫
游戏无线整合运营平台”、“动漫内容集成分发平台”3个国有资本金建设项目。
本次活动着重对明年的上海国际授权品牌及衍生消费品交易博览会，以及中韩
联合制作的动漫电影《波噜噜之风雪大冒险》等进行了推介。 （崔 文）

本报讯 12月16日,由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造型艺
术新人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展出的 173 件作品都是从全国
5000多件投稿作品中精心遴选出来的。参展作品不仅题材丰富，且涵盖国画、
油画、版画、雕塑、水彩、漆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是当代中国青年美术发展图景的
精彩缩影。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表示，青年艺术家们在继承传统精华的文化自
觉中创作的具有时代性与艺术性、地域性与民族化特色的艺术作品，这正是文
化艺术繁荣发展的希望所在。 （孟祥宁）

中国动漫集团项目签约暨项目合作推介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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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

《野生动物摄影师

》通过对野生动物摄

影师们工作足迹的追踪

，表达了保护野生动物

、保

护环境的迫切诉求

。

2013 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国的舞
台和荧屏正迎来一轮新的收获。作为
央视跨年大戏，33 集电视连续剧《刘伯
承元帅》12 月 19 日在央视一套晚间黄
金时段与观众见面了。该剧将刘伯承
元帅的一生第一次完整呈现于荧屏，
生动展现了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
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历程。

东方、江苏、深圳卫视的开年大戏
则选择了反映当代普通百姓生活的电
视剧《天真遇到现实》。该剧通过“郑
现实”与“杨天真”这对“半路夫妻”家
长里短的生活展示，聚焦社会公德、婆
媳关系等现实话题，在轻松明快的节
奏中传递出一种健康向上的正能量。

电影市场的主旋律影片引人注目。
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拍摄的《越来越
好·村晚》即将在全国公映。影片以春节
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为落脚点，生动反
映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面貌。

另一部由共青团中央影视中心等
单位联合出品的青年励志影片《再爱一
次好不好》，日前也在山东烟台杀青。
影片以当代青年爱情故事为主线，通过
讲述主人公追寻爱情、友情、亲情的心
路历程，反映了当代青年积极向上的精
神面貌。该剧总编剧、著名作家孙夜晓
说，“为了让影片更加关注当下的社会
现实和青年人的所思所想，团中央影视

中心看中这个剧本后，专门安排了两个
编剧跟我一起修改，先后用了 10 个多
月，一改就是七八稿，力求精益求精”。

演出市场同样是百花争艳。国家大剧
院推出了5周年院庆大戏——话剧《风月
夜归人》。中文版音乐剧《猫》也拉开了在北
京连演52场的序幕。而此后的首届中国海
洋音乐会、《水墨中华》大型歌舞晚会，也将
陆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观众见面。

最近，一幅幅全国海关关员创作

的硬笔书法作品汇聚南京展出。作

品除书录前人名作外，还有海关关员

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的心得体会，展

现出全国海关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八大精神带来的崭新风貌。图为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海关书画协

会会长李多宽的书法作品。

正能量 新收获
张 丽

12 月 22 日，国家大剧院迎来了正式

运营 5 周年的纪念日。今年的纪念日由

往年的“公众开放日”变成了“公众开放

日艺术节”。大剧院副院长邓一江介绍

说，这不只是名字的变化，而是整体活动

的升级，“这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求的具体体现”。从上午 9 点到下午 5

点，39场演出、20项艺术活动在这一天集

中展示，来自中央和北京超过 15 家艺术

院团的 500 多位艺术家在剧院各处与观

众近距离接触，“公众开放日艺术节”真

正变成了人民的艺术节。图为各方宾朋

在为大剧院的5周年纪念日庆生。

肖 一摄影报道

青年励志片《再爱一次好不好》

常石磊实验演唱会精彩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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