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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曲艺家
协会、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全国
少儿曲艺大赛将于8月11日至14日在四川成都彭州举办。

中国曲协共收到来自全国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推荐选送的节目共 150个，涵盖 48个曲种，最终 52个
节目入围彭州的现场比赛。小演员年龄从10岁至16岁的
少年组节目有42个，年龄在10岁以下的儿童组节目有10
个。这些节目，曲种众多，形式各异，除了有相声、快
板、评书、故事、小品等大家比较熟悉、学习人数较
多、表演水平较高的曲种外，还有四川清音、鄱阳大
鼓、闽南讲古、粤曲、苏北渔鼓、好来宝、上海锣鼓
书、花灯说唱、河南坠子、陕北说书等各具特色的地方
曲种；题材丰富，内容广泛，参赛节目既有反映学生校
园生活题材的节目，也有反映孩子和家长之间情感生活
的作品，更有根据童话故事改编的作品。此外，参赛节
目超过 75%都是原创新作，这些曲艺节目以儿童的视角
观察世界，用曲艺形式反映孩子的真情实感，紧扣时代
主题，贴近少年儿童学习和生活实际，构思新颖独特，
充满童心童趣，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儿童对未来的美好憧
憬和希望。据介绍，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首次各派一
对相声小演员参加交流展示。

2006年暑期，中国曲艺家协会携手全国少工委办公
室和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创办了全国少儿曲艺大赛，当
时不仅在曲艺界获得强烈反响，更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和高度评价。这项活动的连续举办，让更多的曲艺家和
曲艺工作者投入到曲艺“传、帮、带”的工作当中，促
进了曲艺艺术的传承发展，让许多地方曲种通过大赛得
以宣传和普及，甚至改善了地方曲种的生存环境，也培
养了一批少儿曲艺节目的创作者和辅导员，提升了曲艺
艺术在少儿成长过程中的智育和美育作用。中国曲艺家
协会主席姜昆说：“我是全国少儿曲艺大赛的策划者和组
织者，更是大赛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看到一批曲艺新
星正在脱颖而出。全国少儿曲艺大赛像个‘小火车头’，
有力地牵引着少儿曲艺事业繁荣和发展。”

随意摆放的长毛绒玩具、自制的笔记本、手绘的 T
恤、颇具设计感的高脚酒杯、镶嵌青花瓷片的银项链、
千姿百态的泥塑小人……在北京南锣鼓巷，在世贸天
阶，在 798 艺术区，在五道口，在中关村的繁华购物中
心，人们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创意市集吸引着中外顾
客的眼光，甚至有的顾客为抢购唯一一件手绘手机套而
彼此怒目相对，还有的顾客会满手水粉，尽兴地 DIY 帆
布背袋。

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龚小凡在她的新著 《创意市集：
民间创意力量的集合地——北京创意市集考察》 中认
为，自 2006 年至今，北京创意市集经历了初期发展阶
段，已经成为凝聚固定参与群体、具有越来越广泛社会
文化影响力的民间创意产品销售推广平台。“北京创意市
集以创意设计大联欢的形式，融合生活与艺术，产品与
美学，正在成为北京创意文化产业中展示传播创意的动
感空间与鲜活载体。”龚小凡从2008年开始对创意市集进
行专门研究，《创意市集：民间创意力量的集合地——北
京创意市集考察》 是第一部有关北京创意市集的研究专
著。

龚小凡说，自2006年10月，《城市画报》在中关村·
第三极举办了北京地区首场创意市集后，一些具有自己
特色与风格的创意市集就陆续走进北京的时尚氛围之
中。如今，经过8年的沉淀与发展，北京不仅有了一月几
次或一年几次的小型连续市集，还形成了南锣鼓巷胡同
节、草莓音乐节、迷笛音乐节等大型活动中的市集。这
些创意地标，除了室内外地摊的模式外，在一些商厦、
购物中心也出现了疯果盒子店、CHIN▁亲店等天天“开
集”的实体店，还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催生了疯果网、
哇噻网等网络店铺。它们以较低的门槛和开放的姿态面
向大众，让有个性、爱创意的草根青年融生活、工作、
娱乐和艺术于一体，也满足了普罗大众的猎奇、休闲体
验。“市集创意人富于激情和创造性，通过自己的产品，
把他们对生活的爱和对美的理解与更多的人分享，给我
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新意与惊喜。创意市集的吸引力在
于，无论是谁，只要他热爱生活，有对美的追求，就可
以尝试和参与。”

与兴起初期远离社会聚光灯所不同的是，眼下汇集
时尚、年轻群体的创意市集渐渐形成多元化产业，媒
体、商业公司、政府、学校、社会公益组织等主办者分
别为它注入了不同的风格和精神内涵。“陈幸福”“胖兔
子粥粥”“禅猫”等原创品牌在满足众多时尚青年设计喜
好的同时，也让北京的创意市场“万紫千红”。“创意市
集作为创意经济土壤中萌生发芽的好种子，怎样才能继
续生长，开花结果，在凝聚城市创意人才、发展民间创
意设计、建设当代创意城市方面释放更大能量，发挥更
大作用，是北京创意市集在未来发展中需要面对的问
题。”龚小凡说。

“2014中国文化财富榜
暨高峰论坛”在京启动

日前，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与深圳市委宣传
部联合主办的“2014 中国文化财富榜暨首届中国
文化财富高峰论坛”在北京启动。论坛将邀请
2013年至 2014年度文化行业内具有突出贡献的企
业和勇于创新的人物，对其进行中国文化财富榜
的权威评选、表彰，以展示文化领袖人物风采，
树立行业榜样，带动、引领文化产业“跨越式”
发展。活动组委会专家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文化
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魏鹏举说：“文化创造财富，
文化就是财富，这是论坛的核心理念。”据悉，论
坛将通过整合国内主流文化媒体，与相关产业协
会、学会合作，搭建一个权威、客观、公正、透
明的专业交流平台，并于今年 12月底在深圳市发
布中国文化财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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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迫切需要大量新鲜血液，未来就在
年轻人身上。现在新导演拍一两部电影卖得很
好，就给很高待遇，媒体也很关注。在这个好的
时代，你要是干不起来，就怪你自己。电影是要
讲故事的，我们需要会讲故事的年轻人。中国电
影将来好不好，导演——那个讲故事的人，最重
要，你们代表中国电影的未来。”8月7日，“中国
影响力”青年导演剧情短片创作季在京启动，百
名青年导演进入创作季选拔倒计时，张艺谋作为
艺术总指导，这样寄语年轻导演们。除张艺谋
外，总导演成龙、剧情短片总导演唐季礼、文学
总顾问王蒙、节目总导演甲丁、音乐总监金培达
将为青年导演保驾护航。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截至8月6日晚，今年我国内地电影票房已
达179亿元人民币，国产电影票房占52.5%，有20
部国产电影票房过亿，其中 8 部由“80 后”导
演。这几年，一批青年导演脱颖而出，在电影艺
术和商业上，为中国电影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贡
献。演员导演、作家导演作品创下了不菲的票
房，但他们的作品以品质论，上不足以与前辈导
演的经典作品相提并论，下不能成为后辈导演的
教科书代代流传。与世界电影强国相比，中国电
影人才还很缺乏，尤其是优秀导演。

张艺谋说：“这个机会多好啊！每个导演都从
第一部开始，我的第一部是从 30 多年前开始的。
现在年轻人的机会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这也是
中国电影发展到现在的新格局造成的。”

总导演成龙通过 VCR给青年导演打气：“青
年导演是中国电影的未来，我非常高兴能跟张艺
谋搭档，为培育青年导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青年导演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加油！”王
蒙向创作季组委会赠送了“后生可畏，青出于
蓝”的字墨。王蒙在 VCR 中说：“我们看电影会
感动，也会有不满足。我们期待更感人、吸引
人，让人心情激动、感到提气的电影出现。我们
寄希望于未来！”

目前，创作季组委会已经招募到全国各地百
名青年导演，有的曾登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
釜山国际电影节等国际知名奖项的舞台。电影频
道创作部主任董瑞峰、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赵宁宇担任创作季青年导演培训班的“班
主任”。参与导演将经历三场激烈竞争，最终10名
突围成功的导演将开启百日剧情短片创作，10部
入围短片将在明年初面世首映并在电影频道展
播，由观众和专家评审团共同打分。头名将获得
百万奖金，并有机会加入张艺谋新片 《长城》 团
队，还可能参加张艺谋执导的北京冬奥会申办宣
传片的拍摄。张艺谋表示：“我希望我看中的导演
能跟我一起出力，后来我要是有大片也想着你
们。”

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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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市集”吸引着中外顾客的眼光

一手制作，一手经营

是先做好原创动漫产品，还是先争取多卖衍生品？
仅凭动漫产品本身能不能赚钱？现阶段，这是当下困扰
不少动漫企业的问题。

《动漫蓝皮书·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 （2014）》指
出，在内容生产方面，2013年，全国制作完成的国产电
视动画片共358部204732分钟，已经出现国产电视动画
片产能过剩，电视播出空间基本饱和的现象。随着国家
动画精品工程、动漫品牌建设和保护计划的实施，国产
电视动画片正逐步由注重产量、规模向注重质量、效益
方向转变。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卡通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苏峰，将近20年来中国动漫作
品的产业化模式归纳为四种：仅凭动漫电影占领大银幕
的“宝莲灯模式”；既有电视系列片又重点发展衍生品
的“蓝猫模式”；电视系列片加衍生品又以电影为重点
的“喜羊羊模式”；靠玩具起家，再进军大电影和电视
系列片以及动漫游戏的“奥飞模式”。其实这四种模
式，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动漫产业发展，由我国动漫
企业逐渐提升进化出来的。

IP，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简写，意为知识产
权，是当下动漫产业的热词。它通常是指某种有价值的
形象或某个故事，常常在多平台、跨领域开发时被提
及。如果一项动漫IP被认为有价值，通常会被“泛娱乐
化”，就是使其以各种艺术形式呈现，而不仅仅局限于
一个动漫形象、一款好玩的游戏、一首好听的音乐、一
部好看的动画片或者电影。

对于原创动漫影视来说，是作品和形象更重要，还
是平台、衍生品更重要？奥飞动漫有关负责人表示，

“制作和经营，就像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原创动漫
影视作品和形象是我们的核心，其他平台和衍生品是我
们在核心产品的基础上衍生的盈利模式。奥飞将继续布

局移动互联网行业，加快对国内优秀IP业务的整合，全
年龄阶段布局IP。奥飞目前坚持‘以内容为入口，以平
台、产业链为着力点’。”正像奥飞动漫收购喜羊羊和韩
国倒霉熊所显示的，拥有优秀动漫内容和强大创意制作
能力的动漫企业正在成为战略投资者热衷收购的优质标
的。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大量动漫产品登
上大银幕。凭借已经形成品牌效应的动画作品、卡通形
象进一步开发制作动画电影，是国际惯例，因为品牌拥
有者一方面可以获取电影票房收益，另一方面，大电影
仍然是最好的扩大品牌效应的手段。有人甚至认为，系
列片、衍生片已经成为国产动画电影的主流。据统计，
在2013年国产动画电影中，诞生自电视动画系列片的有

《喜羊羊与灰太狼5》《开心超人大电影》《秦时明月之龙
腾万里》；改编自网络游戏的有 《赛尔号 3》《洛克王国
2》《昆塔-盒子总动员》；作为续集拍摄的有《潜艇总动
员3》 和 《魁拔2》。其中的大部分都收获了不错的票房
回报。有人指出，2013年国产动画票房排行榜前5名全
部被品牌动画、系列电影所占据。

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中国美协动漫艺术委员会主
任孙立军已经执导了6部动漫电影。他认为，即使单凭
一部动漫作品，也是可以赚钱的，“比如《狮子王》，关
键是提高动漫产品的原创性、艺术性”。他指出，电影
成为游戏的衍生品，“其实是把影视和游戏的关系搞颠
倒了，这不利于中国原创动漫的发展”。

走向“大动漫”的新时代

近日，国产动漫电影《龙之谷：破晓奇兵》的美国
制片人比尔·伯顿炮轰中国电影市场对动漫电影的轻视
和排片不公，引发业界极大关注。他说，根据他对中国
电影市场的考察，在中国人的普遍认识中，动漫电影还
等同于低幼的儿童特供片，排片只在白天，晚上几乎没
有。“这种情况在北美是闻所未闻的。”他认为，“中国
自己的动画电影只是电视卡通片的一种延伸，大家并没
有真正严肃地去把中国动画电影当做一部真正的电影去
对待。”事实上，动漫电影在好莱坞早已等同于视效大
片。《变形金刚》、《钢铁侠》 之类的超级大片，本质上
都是动画电影，只是在动画中加入了真人而已。即使去
年备受好评的 《地心引力》，除了演员的脸，所有的一
切也都是动画与特效，严格说来，整部电影都可以被划
归动画片的行列。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李晓珊指出，在
北美票房排行榜上，动画电影荣登榜首已成为常态，动
画电影天生具备的“合家欢”式属性，很容易成为假日
档、暑期档的热门。排名前十位的电影作品中，至少有
3至4部是动画作品。

近年来，中国动漫人也一直在强烈呼吁并且持续进
行“全龄化动漫”尝试，打造“合家欢”动漫，使国产
动漫不仅是低龄儿童的娱乐消费品，同时也成为年轻一
代国产动画支持者的娱乐消费品。孙立军说：“‘全龄
化’并不是意味着放弃孩子，而是强调在孩子基础之上
的全龄化，让三代人共同走进电影院享受动漫电影的乐
趣。”去年6月，《喜羊羊与灰太狼》剧集总导演与 《开
心超人》导演黄伟明、《魁拔》导演王川、《神秘世界历
险记》导演王云飞、动画短剧《阿狸》出品公司负责人
于仁国和《洛克王国》导演于胜军成立了“中国动画导
演俱乐部”，喊出了“做中国的商业动画电影，吸引更
高年龄层的观众”的口号，显示了这些在动漫领域“摸
爬滚打”多年的导演的强烈意愿和鲜明追求。马年春节

档获得约 2.5亿元人民币这一国产动漫电影史上最高票
房的 《熊出没之夺宝熊兵》，就是一部老幼咸宜的典型
的“合家欢”电影。

“动漫已经不是‘哄孩子’用的小玩意儿了，而是
一个‘全龄化’的大动漫概念。”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
业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曾经指出。

业内人士认为，“大动漫”意味着动漫不再仅仅是
孩子的专利，凡是喜欢幽默、搞笑、夸张等卡通手法创
作的动漫产品的人均是受众；意味着动漫不再仅仅是艺
术，还是产业——横跨出版、影视、演出、新媒体、玩
具、服装、游戏、主题公园等衍生产品，而且以动漫形
象和品牌串联成一个整体产业链；意味着以手机等移动
终端的动漫为代表的新媒体动漫，成为带领越来越多成
人进入动漫世界的工具；意味着动漫的创意和思维、内
容和技术在现代社会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从建筑设计
到展览展示，从医药卫生、国防航天到教育科普、广告
营销等多行业多领域。今天，动漫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动
漫形象也在不断出炉。

奥飞动漫有关负责人说，这是一个大变革、大发展
的年代，动漫行业正面临着“文化产业化”和“移动互
联网浪潮”的挑战和机遇。目前，行业洗牌正在加剧，跨
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进行产业整合。“我们坚信经过
这段时间的并购整合后，行业一定分化，一些企业可能面
临边缘化的风险，但优质企业会迎来增长爆发期。”

《兔侠传奇》《摩尔庄园之海妖宝藏》

《Q版后宫甄嬛传》

《武林外传》

《魁拔》《魁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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