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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内蒙古电影集团和上海激情岁月
影业联合投资制作，著名导演康红雷执
导、青年编剧董天翼创作的 30 集电视
连续剧《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日前在
北京举办了剧本研讨会。

上世纪60年代，莫家兄妹4人在不
同的时间点，在命运的安排下，去到了
同一个归宿地——内蒙古大草原，同时
这一家人也踏上了自我寻找和回归的路
途。该剧通过一家人历经坎坷的故事以
及兄妹4人的成长、成熟过程，展现和
讨论了环境对一个人性格成长的包容力
和塑造力，试图在对那个时代生活细节
的捕捉中，展现不同民族的人们不分彼
此，互相善待，互相学习，互相支持的
感人的民族兄弟情谊，表现蒙汉两个民
族人民性格的融合、文化的融合和血浓
于水的深情，反映国家民族经历的巨大
波折和曲折中前进的历史。专家们认
为，该剧体现了历史的真实，挖掘了人
性中丰富复杂的风景和草原文化对人的
滋养。

（文 依）

“妈妈，你看这个小机器人真好
玩！”2017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未来
之家”展厅内，一个小女孩在和一
个专门设计用来陪伴儿童成长的小
型机器人“握手”。

9月 21日至 10月 7日，由文化部
与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北京歌华文
化发展集团、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
承办的 2017 北京国际设计周举行。
设计周上既有各类设计展览、设计论
坛，也有设计贸易交易会等活动，体
现出了创新、绿色的发展理念，同时
也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构建高精
尖产业结构提供了平台。在这里，参
观者们能够欣赏到家居、动漫、智能
设备、影视衍生产品、服饰等多个领
域的设计产品。那么最吸引人的亮
点有哪些？本报记者在现场进行了
采访。

探索无限创意

9 月 21 日晚，华灯初上，乐曲悠
扬。海内外设计领域的学者专家和
设计师代表相继走上蓝毯铺设的“设
计之路”，用热情驱散了微凉秋意。
随后，2016经典设计奖铭牌揭幕仪式
如约而至。上届经典设计奖得主华
为手机的铭牌被永久镶嵌在中华世
纪坛南广场的青铜甬道上。今年的
经典设计奖，通过提名、初评、复评、
终评 4个阶段，最终被誉为中国重大
装备创新设计划时代成果、中国科技
创新与设计集成相结合的蛟龙号载
人潜水器摘得。具有全球领先的控
制系统的大疆创新科技无人飞行器、
实现智能共享的第二代摩拜单车等
获得了提名奖。

除了关注已有的创意设计成果，
设计周同样也致力于展望更加美好
的未来。

在 设 计 周 的 “ 未 来 之 家 ” 展
区，各种智能家电让人们看到了未
来更加方便的家庭生活。而设计周
主论坛之一的“创意 2030 高峰论

坛”，则从更大的方面，就如何用
“创意”探索智慧城市建设、未来城
市治理、什么是新型的城市创意合
作机制等进行了讨论。来自澳大利
亚、以色列、奥地利、美国以及中
国的 13 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
市网络成员城市派代表参加了论
坛。讨论中，观众看到了未来城市
发展的更多可能：你可以入住一个
由救生塔台改装的 360 度海景酒店，
可能在一个由废弃火车站改装的博
物馆里参观。创意在时刻改变着城
市的生活。

“此次论坛从理论探索的角度探
讨城市的发展途径和城市间的创意
合作。国际视野下创意城市发展理
论的探索，有助于推动北京国际一
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建设工作，提
高北京‘设计之都’品牌影响力。”
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主任、北京
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陈冬亮说。

挖掘传统元素

除了与国际接轨，最具中国特
色的设计产品也是每年北京国际设
计周上最吸引眼光的内容，比如在
今年的设计周期间，观众就能欣赏
到以“匠心独照”为题的首届中国
传统家具行业名家邀请展。明清式
的红木座椅，雕刻着传统山水的屏
风摆件，古色古香的室内陈设，让
很多观众流连忘返。北京市民贾先
生与家人在展品前合影拍照，他表
示：“平常家里装修，有的会用一点
中国传统的东西，但是一整套的传
统风格桌椅摆设还是挺少见的。这
里展览布置得很好看，值得欣赏和
学习。”

在设计周上还有更多吸纳了传
统文化的设计产品引人注目。一块
巨大的展板前，很多观众在聆听关
于汉字从甲骨文演化而来的历史的
介绍。这是在设计周上汉仪字库最

新发布的“甲骨文”字体展览。据
其设计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
传达系副主任陈楠介绍，这套字体
提取了传统甲骨文符号，通过独特
的设计方法论，再将其标准化、规
范化，目前已收纳了3500个字。“我
回去要试试，感觉在电脑上能用甲
骨文打字会非常酷。”正在参观的北
京市民刘女士说。

在什刹海分会场举办的“遇见
什刹海”主题活动，带参观者了解
什刹海历史街区的院落功能提升和
旧城的创意式开发。门头沟举办的
以“设计+古村落”为主题的文化交
流活动，让观众走进具有门头沟特
色文化、古村落资源、被喻为“活
的博物馆”的碣石村，了解创新、
大胆的创意设计如何与门头沟古香
古色的古村落相结合……这些活动
都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元素的交织。

体现国际融合

远看是几节枯树干，走近看到里

面透出的亮光，原来这是用树干造型
的落地灯。展柜里，晶莹剔透的宝蓝
色玻璃花瓶，在灯光照耀下熠熠闪
光。还有工艺精湛、艺术摆件一般的
气压仪，一整套活灵活现的儿童造型
树脂玩偶，每个细节都精益求精的木
制工艺品……这些做工精致的产品，
都是设计周主宾城市柏林展厅的展
品，吸引了不少观众。

北京国际设计周每年都会有一
个主宾城市展览，这是设计周建立
全球设计城市合作网络、吸引国际
设计资源、搭建跨国设计贸易服务
平台的重要手段。今年的主宾展览
则是“德国手工制造展”。近年来，
中德双边关系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作为两国的首都，北京与柏林之间
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柏林也是德国
创意产业最为活跃的地方。这次在
中国的展览，并不强调“效益”“工业
思维”，而是聚焦物品的造形、灵感、
诗意及其非同寻常的独创性上，同
时也是在关注对传统工艺的保存，
对高品质、环保理念的坚持。

一部向中国电影拓荒者致敬，
向世界展现中国影视梦想的电视剧

《传奇大亨》应运而生。作为承载一
代影视人开创精神和爱国情怀的力
作、致敬中国早期电影拓荒者的

《传奇大亨》，不仅传奇再现了一个
影视传媒大亨的奋斗成长史，更透
视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历史与荣光。

该剧由华策影视、张翰工作室
出品，张翰、贾青领衔主演，陈乔
恩特别出演。该剧以顾延枚对电影
艺术最初的探索开篇，用“戏中
戏”的形式，串联起中国多部具有
跨时代意义的经典电影，带领观众
重温了中国电影百年间的变化发
展，讲述了中国电影从传统到现代
的技术变革进程，体现了一代电影
先驱对华语电影的探索。

剧 中 ， 名 不 见 经 传 的 顾 延 枚
（张翰饰） 凭借敢想敢拼的奋斗精

神，与时代潮流接轨，历经诸多磨
难，创下一个娱乐帝国，成就了一

段传奇。在顾延枚的这段传奇故事
中，整部剧鲜明体现了一个爱国精
英“实业报国”“关心民祉”“奋斗
荣耀国家”的意识和对中国文化的
认同感、自豪感。剧中还有顾延枚
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一段“倾城
之恋”向观众展现出了他心底最柔
软的地方，深刻弘扬了人性中的真
善美。

《传奇大亨》 呈现了以顾延枚
为代表的中国人的影视梦想，也深
刻传递了该剧背后出品方华策影视
的影视中国梦。“打造华人文化传
媒旗舰，传播优秀中华文化”一直
是华策影视的宗旨。《传奇大亨》
入 选 了 2016 年 戛 纳 电 视 节 （秋
季），同时该剧还成为首部获得戛
纳电视节官方展映资格的华语电视
剧。

由广东南方领航影视传播有限
公 司 和 中 影 股 份 等 出 品 的 《南
哥》，取材于广东扶贫使者郭建南
的真实事迹。郭建南为了当地的扶
贫事业呕心沥血，在帮助整个荔谭
村脱贫后，自己却由于过度劳累牺
牲在工作岗位上，影片感人至深。

如何讲好这样一个“新时期的
焦裕禄”的故事，是该片创作者的

首要难题。导演郑华，编剧徐宝
琦、杜劲松，制片人兼主演孙洪
涛，主演茹萍、艾丽娅等电影人为
影片拍摄付出了极大心血。影片以
南派电影美学风格，塑造了一个时
代楷模的形象，体现了广东人和广
东电影人特有的个性。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张小光
认为，《南哥》 的题材非常有价
值，扶贫在我国是很重要也很普遍
的工作，涌现了很多英模人物，但
一直没有一个有力度的电影作品反
映扶贫干部这个群体。这种电影既
要拍得让观众能够欣赏，又有市场
传播价值，很不容易。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副会长明
振江认为，这部电影紧扣“中国

梦”的时代主题，是一部唱响生活
强音的现实主义题材力作。影片通
过南哥这个朴实、平实、真实的扶
贫干部典型，树立了新时期共产党
员的楷模。能够反映时代的本质，
反映时代之声、人民之声，是这部
影片最大的特色和亮点。这个亮点
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标语口号，
而是通过活生生的生活细节和生活
气息展现出来，很生动。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
许柏林认为，该片演员表演很成功，
影片没有尖锐矛盾冲突，也没有奇
观展示，是由演员把整部影片的戏
托起来了。导演的深厚功力也是这
部影片成功的重要原因。

该片将于10月17日公映。

近年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
繁，文化交流已成为中国与世界沟
通的重要一环。紧跟时代潮流，作
为主流媒体，各大电视台也在不少
综艺节目和电视剧中或引进外国艺
人的加盟，或走出国门宣传中华文
化。湖南卫视第三季度推出的综艺
节目《中餐厅》，就是促进中泰两国
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

“我们来这里的初衷，是为了向
更多外国人宣扬中华美食文化。”嘉
宾们说。《中餐厅》通过赵薇、黄晓明、
周冬雨、张亮、靳梦佳 5 位青春合伙
人在泰国开办一家中餐厅的形式，将
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文化带出国门，
也将泰国饮食文化引进中国。

目前这一季节目已经收官，有
不少观众表示，记忆最深刻的其实
并不是几位合伙人累到说不出话的
场景，也不是几位合伙人欢欢喜喜
打打闹闹的画面，而是几位合伙人
尤其是黄晓明每次给外国客人点完
单、上完菜后必说的那句话：“事实
上，在中国吃中国的美食才更好
吃。”为了吸引更多外国友人来中餐

厅吃饭，店长赵薇甚至要求大家一
起着盛装揽客。

中华文化向来坚持“和而不
同”理念。在泰国象岛开中餐厅的
同时，节目也积极引进泰国美食，
让中泰两国美食文化产生碰撞，相
互学习，共同进步。张亮根据当地
食材的不同，因地制宜研发了具有
泰国特色的中式餐点。节目还邀请
了泰国当红艺人麦克加盟，让中泰
两国特色美食同桌出镜。闲暇之
余，赵薇一行也经常去当地餐厅

“考察”，从泰国美食、泰国餐厅的
经营中取经。

饮食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
一个重要分支，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长河中，凝结中国人的智慧，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体系，是中华民族最值得
骄傲的特色文化之一。《中餐厅》携手
赵薇、黄晓明、周冬雨、张亮、靳梦佳，
通过身体力行，努力扩大了中国美食
文化的海外影响力，并结合时代发展
主题，给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添加了新
的元素，彰显中国传统美食文化的自
信和兼容并包。

在 2017年的夏秋之交，几
位普通中国人的演讲意外地从
明星娱乐话题杀出重围，连续
登上了微博热搜，并被网友广
泛追捧。这些演讲者，既不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人，也非粉
丝众多的明星，他们所讲述的
更不是什么影响世界的大新
闻。在腾讯视频一个叫做 《演
说家》 的舞台上，演讲者们用
平凡的语言讲述出中国老百姓
自己的故事：

他们中，有年轻的现役军
人，用自己亲身经历抗洪抢险
的过程，发出“解放军在，中
国梦就在”的军人的心声；

他们中，有“网红”考研
老师，为年轻学子们指出考研
才是一条人生的捷径；

他们中，有热爱唱歌的快
递 小 妹 ， 一 天 送 200 多 份 快
递，唯一的爱好就是唱歌。她
说：“我从没想过要靠唱歌吃
饭，我只是喜欢唱歌”；

他们中，有国际关系学院的
老师，讲述“舌头与牙齿的智
慧”，用自己和周围亲友出国感
受到的变化，告诉年轻人：“一个
知道在强大的时候克制的民族，
才是真正值得尊重的民族”；

他们中，有从小遭受家暴
的年轻导演，借助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的实
施，告诫所有人：“家暴不是家
丑，而是一种犯罪”；

他们中，还有利比亚大撤
侨行动的亲历者，他说：“我们
并不是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而是生在一个和平的中国”。

10 期节目，37 位演讲者，8
次登上微博热搜，引发 2000 余
个微博大量传播，话题阅读量达
到2亿次，全网视频点击量达到
11 亿次，相当于几乎每一个中
国人都参与了一次阅读，点开了
一次视频聆听他们的声音。这
30 多名演讲者，是军人、教师、
导演、公务员、普通职工，他们是
你、我、他，他们的名字叫“人
民”。

娱乐江湖沉渣泛起，谁来正
本清源、以正视听？不是娱乐明
星，而是每一个心怀梦想、砥砺
前行的普通人。普通人用自己
的故事传递着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传递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传递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最能打动人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演说
家》的舞台，在全世界将目光对
准中国的今天，也向世界描绘出
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安居乐业
开放自信、善于思考、勇于担当
的中国。

北京国际设计周

感受创意与灵感的魅力
□本报记者 李 贞 柴逸扉

北京国际设计周展览现场北京国际设计周展览现场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歌颂民族团结

◎墙内开花

在这里听懂中国
□张奉琴

《中餐厅》

用美食传递中华文化
□贺 琼

《传奇大亨》诠释影视“中国梦”
□李 军

《南哥》

塑造扶贫英模的感人形象
□李霆钧

《传奇大亨》剧照

孙洪涛饰演郭建南孙洪涛饰演郭建南

著名军事专家张召忠 （右） 在节目中和演讲者互动

从左至右：演员张亮、赵薇、周冬雨和黄晓明在节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