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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塔
吉克自治县和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
克斯坦3个国家交界。以前这里的人和
周边国家的民众交往并不多，但自从

‘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以来，情况有了
很大的变化，不仅国内外有很多人前来
考察，寻求机会，本地人也在憧憬着未
来，有的努力学习周边国家的语言，有的
准备开旅游公司，发展特色旅游，一些在
外地工作的人也回来了。大家都看到了
机遇，整个县城现在充满了活力。甚至还
有外国客商在这里安了家，准备长住。”正
在拍摄纪录片《丝绸之路：沙与海的交响》
的总导演任超告诉记者。

据微信公号“广电独家”报道，目前，我
国共有约20部“一带一路”主题的纪录片正
在拍摄，全国 2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参
与其中。

真实记录 积极推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田进指出，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合作倡议，得到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
际组织的积极呼应、热情参与。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精心谋划了一批“一带一路”题材重
点影视作品，包括多部纪录片。

他认为，纪录片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思想
性，在揭示主题、昭示意义、阐释道理上具有不
可比拟的优势；还具有传播上的“客观性”和文
化上的“共通性”，有利于海内外观众加深对“一
带一路”的认知理解，深切感知丝路精神的丰厚
内涵和恒久魅力。

央视的纪录片《一带一路》是这批纪录片里
最重要的一部，它将全面宏观地解读“一带一路”

这一战略构想，以“一带一路”的内涵“五通”，即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以及“一带一路”的历史背景为内容，各拍一集，共
6集，每集52分钟，于明年5月份播出。

执行总导演王林告诉记者，该片团队去年拍
摄的表现南水北调工程的纪录片《水脉》，曾经受
到中央领导表扬。《一带一路》将延续《水脉》的大
历史观和宏大叙事。王林说，该片开拍前，主创们
到国资委、商务部、外交部调研了五六个月，也和
中央“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多次沟通。虽
然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摄制组边策划、边拍摄，从9
月份起，分为中亚和俄罗斯、南亚进而东南亚、欧
洲和北非等几个拍摄小组，到二三十个国家拍摄。
目前已经拍摄了中阿博览会、夏季达沃斯等大型
国际性活动，采访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
科娃、俄罗斯总统普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
金特等许多国际知名人士。

记者联系任超时，他正在香港拍摄著名导演
王家卫电影里出现过的重庆大厦，因为这里汇聚
着各国各族群的商人们。这部纪录片由广东对口
支援新疆前方指挥部和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联
合策划，中央新影集团、广东广播电视台、新疆电
视台联合制作。

在新疆和广东、香港的拍摄过程中，任超感受
良多。他说，“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无论对
中国还是对世界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而且非常
深远，直到现在，新疆依然随处可见丝路的影子，
广东同样有着非常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遗
迹。“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两条路从来没有中断过，
只是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骆驼运输
和古代商船换成了现在的卡车、火车、飞机和轮
船，原来骆驼驮着的包裹和商船上的货箱换成了
现在标准化的集装箱。”

讲好故事 事半功倍

田进认为，纪录片是一种价值传播，“一带一
路”主题纪录片必须大力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把正确
义利观、荣辱观以及“亲、诚、惠、容”的理念贯穿融
入到作品中去，同时要下功夫讲好丝路故事，创新
话语体系和创作理念，以故事化表达提升作品感
染力。要讲好“一带一路”上的传统友谊故事；要挖
掘“一带一路”沿线正在发生的生动故事；更要讲
好中外各方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故事，塑造好
中国作为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良好形象。还必须充
分考虑跨文化传播的特殊性，主动适应国外主流
观众的收视习惯和文化心理。

我国第一部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创作题材

和阐释对象的纪录片《对望——丝路新旅程》，就
是这样做的。该片由国内的五洲传播中心与国家
地理频道、新加坡 IFA 合拍，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
在京首映，随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五洲传播中
心副主任井水清说，该片紧扣时代主题，讲述了
丝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开拓进取，建设美
好家园的故事，体现了贸易、交通、投资领域的
合作以及给沿线人民带来的生活变迁。

任超表示，《丝绸之路：沙与海的交响》采
取的是夹叙夹议的结构，不是讲政策，而是讲
故事，每集精选6-8个故事。关注的人物不一
定是政界要人或者商业精英，可能只是小企业
主、蓝领工人、小商小贩、农民、学生甚至家庭
主妇，但是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生
活状态都由此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改变。他
说：“当我们把这些改变汇聚到一起，就是一
部关于‘一带一路’的时代交响。”

王林说，《一带一路》的节目呈现，载体
也都是故事，比如中国工人和外企工人一
起攻关，中国施工队的境外故事，希望以
故事为载体，以小见大，摆事实，举例子，
以外国人能够接受的平和方式，向世界
讲述“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景、共建
原则、框架思路，突出互惠互利、共同发
展、共享共荣。

虽然面临着摊子大，选材难，吃透
政策不容易，合作单位众多等问题，但
是参与拍摄的各家单位都意识到媒体
的重要责任，全力以赴地工作着。井
水清介绍，《对望——丝路新旅程》除
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还在香港地区
以及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和非洲的
21家媒体播出，反响较好。

（本文图片为《丝绸之路：沙与
海的交响》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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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主题纪录片

感国运变化 发时代先声
本报记者 苗 春

这里记录了黔东南台江县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情人节”的
姊妹节的场景，最盛大的原生态苗族节日依然具有无限的魅
力；这里表现了“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岜沙，每个男
人头上都挽个鬏鬏，父母要带着刚诞生的孩子去山上种一棵他
的生命树；在小黄侗寨，已经有1200多人走进侗族大歌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潘萨银花家里学唱侗歌；在安顺天龙
镇，农民们带上各式各样的面具，跳起古朴的地戏，地戏是
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瑰宝……

《聆听中国》由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创意策划，全程采用国
内最高端的 4K超高清摄影及 5.1混合立体声，从“声音”的角
度切入，力求真正成为一部独具艺术品质的“中国故事，声音
表达”的文化纪录片。

摄制组辗转于贵州黔东南偏远地区，收集记录了侗族大歌、
牛腿琴、反排木鼓舞、苗族古歌、屯堡地戏等多种珍贵的声乐、器
乐、舞乐和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结合天地间各种各样的自
然声响、生产场景之中最具有识别度的劳作声音烹制出一席音响
盛宴，全方位、多角度地记录了众多稀有宝贵的民族民间传统文
化，也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状态。

“在浮躁的电视行业中，我们需要这种沉静下来的、细腻安
静的纪录片，将我们宝贵的民俗文化通过电视表达出来。”北京
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说。中国纪录片学会副秘
书长周明夫认为，这部纪录片用电影的技术标准拍摄，是一种
创新，希望这种创新能够引领电视行业，带给观众更好的视听
享受。

昆曲是我国被联合国列入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剧种；俄罗斯的欧隆克－
雅库特英雄叙事诗也被联合国列入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当这两个伟大民族最
古老的艺术瑰宝碰撞时，会产生怎样璀
璨的火花呢？日前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
堂上演的昆剧 《图雅雷玛》 为人们揭晓
了答案。

该剧是 2015 年中俄文化交流年的合
作项目之一，即用中国的昆曲演绎俄罗
斯萨哈共和国的民间故事，由北方昆曲
剧院制作。

该剧的编剧由王焱担纲，根据俄罗斯的欧隆克－雅库特英雄叙事
诗 《美丽的图雅雷玛》 改编而来，讲述的是草原上美丽善良的姑娘图
雅雷玛被地狱魔王看上，欲强行霸占，如不能得逞，魔王便要将人间
化为火海。图雅雷玛为了让人间免于苦难，欲应允魔王。此时偶遇天
界勇士尤龙乌兰，两人一见钟情。尤龙乌兰下凡相助，俩人施展智
慧，利用魔王的贪婪和魔王妹妹的好色，最终战胜了恶魔，赢得了上
中下三界平安。全剧通过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以及光明正
义最终艰难取胜的过程，歌颂了人类真善美的情感，说明正义是不可
战胜的。

该剧女主角图雅雷玛由青年演员张媛媛饰演，她扮相俊美，嗓音
甜润，身段流畅优美，将主人公图雅雷玛的善良、机智和勇敢淋漓尽
致地表现出来。青年演员杨帆饰演的天界勇士尤龙乌兰，扮相英武，
洒脱干练。全剧角色行当齐全，文武兼备，唱念做打全方位展现了昆
剧的艺术魅力，是演员利用昆曲程式化的表演诠释异国故事和人物的
一次有益探索，也为观众全面了解认识昆曲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昆剧 《图雅雷玛》 属于中国，也属于俄罗
斯，更属于世界。它为世界艺术长廊增添了中俄两国艺术家共同打造
的新的艺术形象，这是中俄文化艺术碰撞的结晶。

近日，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的尚华美术馆一时成为山城的热点，毛
泽东当年为柳亚子先生书写的《沁园春·雪》及柳亚子和词在此首次展
出，观者云集。

这是为纪念一代伟人毛泽东《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70周年，由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南社书画院、重庆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
办的一次文化艺术活动。活动现场还展出了当年由毛泽东代请在延安
的党政军民文各界领导为柳亚子先生题词的册页，其中包括朱德、刘
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徐特立、陆定一等70余位名人的墨
迹。这些展品均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制作的唯一一件一比一原大复制
品。 （李树森）

将于2016年1月29日全球同步上映的中美合拍动画电影 《功夫熊
猫3》日前在京曝光全明星配音阵容，继黄磊、周杰伦、杨幂、肖央、
朱珠、王太利、姜武和成龙等明星之后，白百何、王志文、张国立、
张纪中也将加盟。

该片针对中国观众专门打造中文定制版，由中方导演滕华涛把
控，设计了更接地气的中文台词，添加了更多中国元素。

该片由中影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梦工厂与美国梦工场动画合作拍
摄，讲述熊猫阿宝与父亲重逢并回到故乡，在与拥有神秘力量的大反
派天煞的斗争中成长为功夫导师的故事。 （张希晓）

《一个人的欧洲》（英文名One Flaneur's Europe） 由青年作家周婉
京著写，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作者是一位从事艺术评论的“90后”，
她以美学方式游遍欧洲十二国，探索艺术和旅行之于人生的意义。

作者以私人化的视角，借助旅行这个载体，将生命里的一段真诚
与读者分享，打造了一个她独有的欧罗巴王国，其生活经历、艺术思
维、人文情怀尽在其中。 （潘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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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泽东《沁园春·雪》发表70周年
重庆尚华美术馆举办艺术活动

纪念毛泽东《沁园春·雪》发表70周年
重庆尚华美术馆举办艺术活动

《功夫熊猫3》曝光全明星配音阵容

“90后”著述“一个人的欧洲”

哈哈漫画

很早以前，有一个武状元，自以为功高官大，常常欺侮邻居。
邻居有个白胡子老汉。这天，老汉将三个儿子喊到面前，说：“我当了一辈子

家，常常受人家欺负，害得你们也怄了许多闲气。现在我老了，轮到你们当家了，今
天我给你们每人十两银子，你们出门做一件功德事回来，谁有美德，谁就当家。”

过了几个月，三个儿子都回来了。
大儿子说：“我走到河边，看见一个妇女跳河自杀。我赶紧跳进河里把她救上

岸来。她身怀有孕，我救了两人性命。”老头点点头，没有言语。
二儿子说：“我走过村庄，看见一户人家失火。这天刮大风，全村人都很危

险。我只身跳进火里，将火扑灭，保住了许多人家的生命财产。”老汉笑眯眯
的，没有说话。

三儿子说：“爹，对不起你老人家，我做了一件蠢事，救了一个仇人。那天，我路
过大山，看见邻居武状元出征胜利归来，高兴得喝醉了酒，倒在悬崖边睡着了，一翻
身就可能摔到崖下，粉身碎骨。我本想把他掀下崖去，可又一想，边疆需要他去保
卫，沙场需要他去征战，最后我还是把他喊醒了。他羞愧满面，深深给我作了一个
揖，上马去了。”白胡老汉听罢哈哈大笑，便要小儿子当家。

大儿子和二儿子都不服气。白胡老头说：“救命保住一人，救火保住一家；
只有国家富强，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你弟弟丢弃个人怨恨，先为国后为家，
这是最高的美德。”

第三个儿子当家了。武状元非常感激他，承认了自己以前的过错，从此两
家和睦相处，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点评：
老汉选择了三儿子当家，是因为三儿子不计较自家与武状元的个人恩怨，

考虑到武状元可以为国家征战，而国家安定了，百姓才可以安居乐业。三儿子
这样的人当家，才会顾全大局，分清轻重缓急，也才会最终感化武状元，使之
发生后来的改变。只有这样胸怀宽广、高瞻远瞩的父亲，才能教育出三个品德
好的儿子。

选自《中国传统故事百篇》

日前，由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曲
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第
三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
节目展演活动在北京举
行，荟萃了一年多来在
全国性的曲艺推选展演
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相声小品优秀作品。来自北京、
陕西、山西、浙江、辽宁等10个省、直辖市23个演
出单位的 160 多位曲艺工作者欢聚一堂，为首都观
众奉献了 4 台主题鲜明、题材广泛、风格各异的专
场演出。

前两场演出中，来自北京曲艺团、北京大逗相
声社、北京嘻哈包袱铺、辽宁省铁岭市民间艺术
团、中国铁路文工团、天津西岸相声会馆、广州军

区政治部文工团、山东济南周末相声俱乐部等专业
院团和民营团体的年轻演员们逞才斗艺，表现出良
好的基本功和不凡的创作能力，作品手法新颖，笑
料百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师胜杰、石富宽、李
金斗、李建华，著名幽默小品艺术家刘全和、刘全
利也登台亮相，表现出深厚的功力。第三场是柴京
云、柴京海大同数来宝专场演出，集中展示了大同
数来宝深接地气、反映民生、说唱百姓、雅俗共赏

的鲜明特色。
展演的压轴力作

——《姜昆“说”相
声》 专场演出，表现
了姜昆 40 年相声艺术
生活的发展脉络，展
示了姜昆各个艺术时

期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代表作品，回顾了姜昆与搭
档李文华、唐杰忠、戴志诚温馨感人的画面和场
景，同时融入了与相声新秀碰撞合作的精彩片
段。特别是姜昆与戴志诚表演的新创相声 《新虎
口遐想》，既是对 28 年前春晚经典相声 《虎口遐
想》 的致敬，又有前后内容的有机联系，同时融
合了微信、交通拥堵、食品安全、反腐等热点话
题，演出效果火爆。

老汉智选当家人老汉智选当家人

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在京展演
刘金山

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在京展演
刘金山

《聆听中国》：

中国故事 声音表达
文 依

《聆听中国》：

中国故事 声音表达
文 依

敦煌鸣沙山和月牙泉。这
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广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昆剧《图雅雷玛》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