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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的三年级小女孩宋儒妍，不但将黄蓓佳的少儿文学名
著 《我要做好孩子》 看得滚瓜烂熟，能够自如应对山东大学
中文系教授马瑞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全民阅读形象
大使李潘 3 位评委关于书中一些细节的追问，而且对作者借
成绩中等的女主人公金铃传达的什么才是真正的“好孩子”，

如何保留心中那份天真、纯洁，有着自己的理解。
日前，全国第一档也是唯一一档青少年电视

阅读真人秀节目 《我的一本课外书》 第三季总决
赛在京录制完毕，将于暑期播出。大赛评委之
一、全民阅读形象大使李潘说：“从第一季到第三
季，感觉节目越来越难做，选手们的水平越来越
高，孩子们的阅读能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超出他们年龄的水平，不论阅读能力还是表达能

力都很强。像今年深圳的一个小选手吴明
昱，他阅读的深度，从某种意识上已经超
越了成年人。”

2012-2013年暑假，中央电视台科教频
道播出 《我的一本课外书》 第一季、第二
季，引起热烈反响。今年该系列节目的第
三季面向全国征集8-15岁热爱阅读、勤于
思考、乐于分享的少年，经过初选、复

选，最终选出35名“读书少年”来京参加三轮晋级比赛，形
成12期电视节目，每期节目时长70分钟，遴选出“中国读书
少年”一二三等奖。

在比赛中，选手们先做 1 分钟讲演，概述书的内容和动人
之处，再展示其文字之美或设计之妙以及精彩章节背诵，最后
评委与选手共同提炼出书的核心价值，讲述书背后的故事。节
目通过多种方式向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推荐了大量经典的阅读
书目。评委与小选手们在亲切交流中分享阅读快乐，并在选手
展示阅读才华的同时，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小选手思考，多方位
探测小选手的真实阅读体验。李潘说：“从阅读到电视节目是一
个分享的过程，选手们的比赛并不是表现和表演，而是先读书
才会有感受，再和大家分享。要在这个平台上有出色表现，分
享力和表达能力是很重要的。”

中国国民阅读率偏低一直令人担忧。作为全
民阅读大使的李潘认为，提高全民阅读率有很大难
度，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和有力的促进方法。她说：

“《我的一本课外书》这个节目不只是做给孩子看
的，最大的受众群体是家长和老师，节目的目的是
让家长和老师受到启发，去引导孩子阅读，激发他
们的阅读兴趣。我也希望能通过推动青少年的阅
读，来提高对整个国民阅读率。”

正在公映的影片 《死亡邮件》，由李保田之子李彧
执导，取材自民间一段神秘的“灵异家书”传说，讲述
了任泉饰演的司徒明浩和乔任梁饰演的同事兼好友赵
勇，在调查一宗人体器官盗摘案时发生意外以及由此引
发的一系列故事。赵勇在逃亡中失踪，并在数月后从警
方处传来死讯。但从此开始，同公司的职员们接二连三
地收到来自死者赵勇信箱发来的古怪邮件，并一个接一
个地不知所踪或惨死。

任泉曾成功塑造 《少年包青天》 中的智囊“公孙
策”，也多次出演惊悚悬疑电影，这次能饰演拥有“最
强大脑”的司徒明浩，他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出演这样
思维缜密、类似侦探的角色。他说：“我本来就是柯南
的忠实粉丝，而且喜欢故事冲突比较强烈的剧本，所以
觉得角色和我本人感觉很像。”片中，司徒明浩不仅要
面对好友离世的悲痛现实，还要通过调查推理，与神秘

发件人“赵勇”进行生死较量。任泉表示，自己和乔任
梁“演得都还挺得心应手的”，“但好景不长，两个人很
快就成了站在生死 PK 台上的敌人。心理状态的转变是
演好这部戏的关键。”

晚清时期，入侵的
列强们疯狂争夺中国铁路的修筑
权。位于华北和西北连接点的北京至张家口路
段，由于具有重要军事战略地位，更是沙俄和英国激烈
争夺的目标。层层压力之下，詹天佑于1905年承担了修
筑京张铁路的任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自己的钱和工
程师修筑的艰苦的铁路工程。从南口往北过居庸关到八
达岭，一路都是高山深涧、悬崖峭壁。这样艰巨的工
程，外国著名的工程师也不敢轻易尝试，但是詹天佑接
受任务后却排除万难、颇多建树，因地制宜运用“人”
字形线路，减少工程数量，并利用“竖井施工法”打通
了长达 1091米的闻名世界的八达岭隧道。直到其晚年，
詹天佑仍“魂梦所系，始终不忘京张”。1909 年 9 月 24
日，京张铁路比原定计划提前 2年建成，工程用费只及
外国人估计的1/5。

作为中国铁路史上一个无法忽略的关键词，詹天佑
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奋发向上的事迹，至今传扬，鼓舞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近日，詹天佑的故事被编
排成地方戏——大型口梆子新编近代剧 《魂系京张》，
目前已完成剧本创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中。

该剧以弘扬詹天佑爱国情怀为主题，通过口梆子剧

种特有的
表现手法，讲述了詹
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艰辛故
事。剧本浓墨重彩地塑造了詹天佑在中国饱
受列强欺压下不畏权势，排除万难修建京张铁路的光辉
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高风亮节和爱国主义情怀。

编剧郑怀兴为国家一级编剧，被称为“戏曲界的三
驾马车”之一。“我十分佩服詹天佑先生在危难之中挺
身而出的精神。” 郑怀兴说，看了历史资料，他被詹天
佑的故事深深感动，所以创作了这部剧本，“我把自己
克服困难完成该剧的过程当作自己向詹天佑学习的过
程。”

作为中国戏曲百花园中一束独特的艺术之花，口梆
子是我国梆子声腔体系的张家口地方戏曲剧种。京张铁
路的开通也令口梆子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06
年 6 月，口梆子被批准为河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

中国美术家协会动漫艺
术委员会换届大会日前在京
召开，第二届动漫艺术委员
会共聘任委员 23 人，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被
聘为动漫艺委会名誉主任，
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孙立军
任美协动漫艺委会主任。

会上同时成立了第四届
油画艺委会暨第一届美术教
育委员会。中国艺术研究院
油画院院长杨飞云被聘任为
油画艺委会主任，中央美术
学院党委书记高洪任美术教
育委员会主任。 （单 鑫）

中央歌剧院每年举
办的歌剧公共免费开放
日活动，都会邀请观众
免费看歌剧。今年 6月
19 日、20 日，在天桥
剧场，2000 名观众通
过大麦网免费领票入
场，观看了歌剧《红帮
裁缝》。

该剧是中央歌剧院
2012 年创排的原创歌
剧，已在全国各地演出
数十场。该剧由剧作家
胡绍祥和中央歌剧院艺
术总监俞峰共同编剧，
作曲家金湘谱曲，曹其
敬、王湖泉共同执导。
该剧依据红帮裁缝制作
出第一件中山装的史
实，表现了普通百姓为
辛亥革命所作的贡献，
同时穿插了男女主人公
的生死恋情。

观众们表示，非常
感谢剧院每年举办这类
活动，希望能一直举办
下去。 （费 斌）

《死亡邮件》 导演李彧 （中） 与演员任泉 （左）、
乔任梁合影

《死亡邮件》 导演李彧 （中） 与演员任泉 （左）、
乔任梁合影

在山西省霍州市白龙镇白龙村村口，竖立着一栋特
殊的四层楼，楼的一层房屋被打通成了车辆通行的通
道。原来，2004 年，村民柏俊喜在村口的空地上动工盖
楼，却正好堵在村民下地的必经之路上，148户村民派出
代表上访。2009 年，法院的一纸判决让柏俊喜在盖好的
楼下拆了一间屋，打通了一条路。但柏俊喜家从此日夜
不得安宁，他的一家也走上了上访路。得知这一情况，
霍州市委书记陈纲带领国土、城建部门相关负责人化解
了这一信访难题，小村庄归于往日的平静和谐。

2013 年 5 月 17 日，山西电视台公共频道播出的 《民
生大接访》第一期《楼与路的对峙》，全程记录了这起信
访案件的化解过程。

《民生大接访》是山西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联合陕西
省信访局共同开办的全国第一档电视信访新闻栏目，栏
目立足民生问题，直面信访矛盾，搭建调解平台，开辟
了中国“电视信访”新渠道。国家信访局研究室副主
任、综合指导司副司长金艳丽说，这档节目无论是初
衷，还是做法，都蕴含着改革的元素，推进了开门办信
访和“阳光信访”。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
龚维斌说，改革开放 36年，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但是也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可能就是
民生问题。这个栏目架起了党和政府与民众的连心桥，
也架起了政府和媒体之间的桥。

信访与电视对接

信访是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是社会转型期
公认的“一号难题”。

山西电视台公共频道总
监许凌云说，12 年

前，她拍

摄过一部新闻专题片《“百姓书记”梁雨润》，当时她深
入到10多个上访户家中进行过采访，该片获得2003年度
的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此后 10多年间，她一直持续关注
信访，跟踪记录了很多典型的信访案，深切感受到信访
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稳定十分重要，但也存在“三
难”，即：上访人难、信访干部难、媒体介入难。许凌云
他们迎难而上，希望基于经验，创办一个新栏目，达到
为群众排忧、为干部助力、为媒体立命的“三赢”效果。

《民生大接访》在2013年5月17日正式开播，每周三
期，每期时长 20 分钟，目前已播出 120 余期。节目开播
以来，不仅收视率成为山西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自办节
目第一名，而且接到群众反映反馈的热线电话 2000 多
个，收到 300 多封群众来信、十多面锦旗，解决问题 50
余件，在推动信访工作创新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山
西省委副秘书长、山西省信访局局长李体柱说，2013
年，山西省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1.6%。

把每个事件都当成故事来讲

《民生大接访》在节目类型创新、采访方式创新和资
源整合创新方面做出了努力。

信访是转型期社会矛盾的集中地，对信访事项中民
生问题的深度关注成为《民生大接访》的特有题材。

《断臂惊魂》讲述岢岚县的一名四川籍民工工作时被
电击致残，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雇主拒不担责，当
地相关部门不予理睬，受害人流离失所。他的遭遇在节
目中播出后，岢岚县政府第二天就给受害人捐助，雇主
随后也垫付了 10万医药费。当地法院最终判决雇主赔偿
受害人 170万。《抬不走的棺材》 讲述因电机漏电痛失儿
子的续庆才老人维权未果，在记者出面主动联系有关方
面后，洪洞县明姜镇政府介入协调，终于让老人打开心
结，搬走了搁置在电机修理店门口两年的棺材。在 《被

套13年的赔偿款》中，因车祸截肢的黎城司机申耀
刚在县信访局和法院的共同帮助下追回了

拖欠 13 年的赔偿金……《民生
大接访》 让上访人第

一次成为新

闻叙事的主角，他们的命运、情感、矛盾冲突牵动人
心，随着事件演进和调查的步步深入，当事各方以不同
角色进入语境，掌握公共权利的职能部门与上访户、被
上访人第一次在同一个平台上公开地、平等地当面沟通
交流、对质对话、释疑解惑，直至化解矛盾，打造了一
个政府、民众、社会等几方“声气相通”的新舆论场。

许凌云说，故事化表述是栏目的基本手法，对每一
件信访事项都用讲故事的方式来结构，注重展现各方的
情感和人性。节目组会选取观众感兴趣、愿看、爱看的
题材，把每一件信访事件都当成一个故事来讲，既追求
故事性，也讲究导向性；既突出正面报道，也体现新闻
监督。

《民生大接访》还以纪实手法真实纪录各级领导干部
亲自解决信访难题的过程，不摆拍、不彩排、不补拍，
不说官话套话，实实在在办事，观众看到了他们为解决
信访难题千方百计、协调处理的过程。节目同时也对部
分干部推诿扯皮、仗势欺人、非法侵害民众权益的真实
面貌予以曝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说，
这个栏目不同于以往某些“洒狗血”、为了收视率不惜造
假或者表演的调解节目，“《民生大接防》触动我的，第
一是真诚，第二是真实。过去的民生新闻采取的态度是冷
眼旁观，后来是热心帮助，《民生大接访》把帮助进行进一
步升级，解惑、解事、解闷、解气、解决，而且最后可以看到
结局，不仅有料，而且有种、有用，特别难得。”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认为，这个栏目
在山西电视台能够推出，特别值得高兴，因为“山西是
一个新闻比较多的地区，社会也比较关注”，“而信访工
作本身就很难做，要做一个信访电视节目就更难，更需
要勇气和智慧，需要非常高的政策水平和责任心。”他
说，“电视有强大的示范作用和引导性作用，这个栏目传
达给观众‘党和政府愿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信息，
这其实是社会变化的一个趋势。”此外，他认为，

“电视问政节目很多，这个电视信访民生
栏目提高了电视地面频道的节
目竞争力和在本地的
亲和度。电

视业需要加强和老百姓之间的血肉联系，不能把百姓的
关切全交给新媒体。”

电视台不是“第二信访局”

目前信访工作主要有来信、来电、来访和网上来访
四种渠道，都有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单向度、隐秘性、真伪
难辨、接访与处访分离等局限。《民生大接访》从传统信访
渠道的短板出发，通过电视这个公开的大众传播平台，打
开信访工作的“门”，把各方利益及不同诉求直观地“晒”在
一个平台上，让信访工作亮起来、快起来、硬起来。

但是，栏目组清醒地意识到，《民生大接访》 不是
“第二信访局”，它既是一档信访节目，也是一档电视节
目，必须严格把好导向、选题、审核这“三关”，在位不
缺位，帮忙不添乱。

许凌云表示，栏目组也存在着一些困惑：《民生大接
访》 既不能成为“第二信访局”，又要承担“信访新渠
道”的功能，如何在电视新闻节目与信访职责之间找到
最佳结合点？栏目的工作难度很大，难点很多：“监督的
目的是为了推动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使问题扩大化；监
督的手段是让利益相关各方同等发声，客观展现，不做
媒体审判；监督的效果要达到示范性和合法性，为纾解
基层矛盾提供可资借鉴的范本。”她说。

专家们也给出了深层建议。尹鸿说，“希望在表达内
容的时候，一定不是‘清官治国’，核心应该是传达法制
意识，依法治国。信访工作的最终目的不是让老百姓相
信信访，而是要相信我们是法治国家，靠法治解
决问题。永远靠信访，永远靠清官，中
国不可能有真正的明天。”

民生大接访走上电视屏

民生大接访走上电视屏

本报记者 苗 春

《民生大接访》栏目的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