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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受世界关注

45岁的赵小勇，命运是随着一部纪
录片改变的。

在这部名为 《中国梵高》 的影片火
起来之前，他是在深圳大芬村闯荡20多
年的一名画师。反复临摹梵高多年的
他 ， 可 以 用 28 分 钟 画 出 一 幅 《向 日
葵》，22分钟画好一幅《自画像》。他的
作品甚至出现在荷兰梵高纪念馆旁的纪
念品店里——只不过，在那里可以卖到
上千欧元的画作，普通中国画工，却仅
能拿到200元人民币。

“世界油画看中国，中国油画看大
芬。”2005年，世界 70%的油画来自中国，
中国油画的 80%则来自深圳的大芬村。
以此为素材进行拍摄的《中国梵高》，成
为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精彩注脚。

今年，在这个亚洲第一大纪录片节
上，共有 31个国家和地区的 135家境外
机构参加，参会专业人士3000多人，参
展参评作品从创办初期的 100 多部，发
展到今年的 4239 部/集——这个数量，
已接近2003年创节之初的29倍，刷新了

亚洲纪录片节的征片数量。八大国际知
名纪录片专业节展也首次齐聚广州。

中国、中国题材的纪录片为何受到
国际关注？不同的影人有不同的答案。

“中国实力不断壮大，许多方面取
得了巨大成就，所以我们很好奇中国发
生了什么。有时候西方媒体呈现的中国
形象比较死板单一，但当我们与中国的
电视台和电视人合作时，能发现不同视
角下的中国，所以我们对中国纪录片很
感兴趣。”亚太探索发现电视制作研发
副总裁魏克然·钱纳说。

而在“金红棉”优秀纪录片终评委
之一、央视纪录片频道总监梁红看来，
纪录片是“跨越国界，跨越语言的障
碍”的艺术。“这几天看片，我好几次
哭得眼睛通红。其他评委虽然没哭，但
我相信他们内心也是激情澎湃，随着节
目主人公的命运起伏而跌宕起伏。好的
片子都特别震撼人心，这是个真实的世
界。”梁红说。

创新机制推介中国故事

拍纪录片，经常遇到的窘境就是“找
不到钱”。为解决这个核心难题，广州纪
录片节做了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

“其实国际上非常想找中国题材的
纪录片”，纪录片节组委会副秘书长张

鹂对本报记者说，此次有 8 个国际代表
团来到中国，人数规模都很可观，包括
一些有政府背景的机构、专业基金会、
制片方、发行方等。广州纪录片节跟国
际上通行的“方案预售”模式接轨，成
为国内首创的纪录片交易平台。借助节
展平台，可以将世界各国的纪录片从业
者、投资商、销售商、播放媒体等联结
为一体，近距离地交流、商洽、交易。

《中国梵高》 就受益于这一机制创
新。2014 年，《中国梵高》 在纪录片节
的方案预售环节上拿到了丹麦电视台联
合制作和加拿大广播电视台的预售；成
片后，于2016年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
录片电影节的全景展映单元，并在荷兰
部分院线公映。

“我去过很多别的节展，看过很多
别的提案，但是广州纪录片节的影片
呈现出的视觉效果非同一般。这个论
坛也是一次人才交流会，我们与中国富
有创造力的人才进行交流，特别是就如
何讲故事进行交流。我们想为各国观
众呈现他们所不了解的内容。”魏克然
告诉记者。

12月14日，在广州纪录片节落幕的
当天，数据显示，本届纪录片节促成项
目意向签约额 5.19亿元人民币，创历年
最高纪录。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广
州纪录片节已成功促成 130 多个国内外

纪录片方案获得投融资及播映机会，其
中包括 《归途列车》《千锤百炼》《我的
诗篇》《中国梵高》等知名纪录片。

纪录片的机遇期

美国著名纪录片导演摄影师文森
特·弗兰科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看到
了这里的设备、节展目录，其中一些纪
录影片将进入最终竞赛。我对于这些影
片的质量印象很深刻。”

的确，中国纪录片正处在机遇期
内。继 《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
文物》 等纪录片收获高口碑之后，2017
年，讲述幸存“慰安妇”生存状态的纪录
片《二十二》，成为中国首部票房过亿元
的纪录片。同时，在技术手段发展的支
持下，4K纪录片、航拍、无人机等多种
手段也为纪录片未来提供多种可能。

曾两度拿到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
的周浩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其实
中国不缺乏严肃的观众，观众对优秀的
作品也有相当高的期待。“3年前我就说
过，中国的亿元纪录片一定会出现，但
究竟是哪部，我不知道。票房是市场行
为，只要你的片子有质量，这是早晚的
事。中国社会不缺钱，缺的是好片子、
好故事。当然，一个纪录片导演不该把
目光瞄在票房上，而是更多考虑自己要
表达、要讲述的故事。”周浩说。

“与我 2001 年开始做纪录片那时相
比，现在拍片的年轻人多了，纪录片的
人口基数增加了。随着经济发展，年轻
人对未来的追求、职业规划也会朝着个
性化方向走。纪录片是个考验导演个性
和独立观察力的行业，想法和观察是最
重要的。”周浩表示。

用加拿大国家电影局英语制片部执
行总监米歇尔·范·柏申科的话说，“我
可以感觉到一个真正的产业空间正在形
成。中国观众也变得更加乐于接受纪录
片电影，他们可以在电视或者网络上直
接观看纪录片，这非常令人振奋。观众
会被好的故事吸引，所以当他们遇到好
的故事，自然会被吸引过来。”

冯小刚作为第五代导演
群体中的丰产者、活跃者，
之所以先声夺人并被观众长
时间津津乐道的，就因为他
是一位善于讲述幽默故事的
导演。当我们一味沉浸在他
给我们设计的谐趣逸兴之中
并充满新的期待之时，他却
常常“画风突变”，转场悲情
构造。你不得不说他是一位
聪 明 识 趣 而 果 敢 善 断 的 导
演。一方面，他的幽默在被
长久消费之后，创作的源泉
虽不会枯竭，但题材来源的

“进口不畅”和竭泽而渔的
“拼大盘”，势必导致“江郎
才尽”的境况。另一方面，
当一个人登上了高峰，只能
面 临 走 下 坡 路 或 者 高 位 徘
徊，艺术创作也是如此。在
超越自己远比超越别人困难
的艺术创作困顿期，冯小刚
的一再转型就显得非常必要。

纵 观 其 幽 默 类 型 的 影
片，冯小刚从不甘心停留在
幽默表层，他老想在幽默之余夹带一些“韵
味”，于活泼诙谐之中触及社会现实，让人忍俊
不禁的同时悲从中来。艺术创作有责任把想要
表达的“责任”先勇敢扛起来，然后带着观众
一道分担，而不是欲说还休，或让观众一笑了
之。近年的 《老炮儿》《我不是潘金莲》，其主
人公事实上都是时代群像的缩影，附着了时代
特征的点点滴滴，他们已非确指的具体的个
体，而是一群人的形象凝合成了具有符号作用
和指代意义的“六爷”和“李雪莲”，也便因

“小”得“大”换来了较为丰满的人物形象和日
渐丰赡的思想内涵。更值得称道的是，这两部
作品通篇都带上了幽默味道，回归了冯氏幽默
应有的冷峻元素，让人想笑却又笑不出来。

说到冯小刚的果决，不得不说新作 《芳
华》。严歌苓小说的“高度”自然引人期待电影
尽快上映。对于同一题材，审美感官不同导致
鉴赏角度有别，小说的阅读接受和电影的视觉
接受必然造成审美上的错位。电影的想象空间
相形见绌，而且要在有限的“篇幅”里有所取
舍，这对拿“镜头”示人、凭“画面”博眼球
的电影创作来说，无疑是不太公允的比较。就

《芳华》来说，冯小刚是给严歌苓添了彩的。他
让“芳华”有了生命体征和灵动意蕴，空灵的
现场感氤氲着无法在小说中品尝到的味道，当
然还有弥散不去的压抑，较之开放畅达的小说
阅读空间，有一种强烈的“聚拢”和“合围”
感。

这个题材本身是沉重的，时代背景和特征
是局限的，容不得太多发挥和想象，即便有，
也只能是在人物形象方面“选主定角”“对号入
座”。千呼万唤始出来之后的“芳华”，确实触
动人们对一个时代的追忆，不只是青春。你能
看到冯小刚在悲悯情怀之下的收放自如，也可
以体会到他在面对时代主题时的重重忧思。时
代给人以昭示的同时，也会留下别样的印记。

《芳华》中的一众人物，便是这个烙印的一个个
载体，是理想和激情的呼号，是“痛并快乐
着”的怒放的生命，也是“何为美”“何为时代
之美”的现实版答案。

《芳华》实现了对时代的呼应和关切，负责
任地兑现了对观众的“交代”，让不同的观众从
中找寻不一样的时代印记，追忆不一样的时代
芳华。这是冯小刚创作历程中难得一见的一次
内敛的作品，他似乎从来都没有如此富有耐心
地节制过情感表达。从影片使用的拍摄和剪辑
技术就看得出来，少了激情但富含温度，少了
急促却不失节奏，舒缓平稳得如潺潺溪流，蜿
蜒流淌在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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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告诉你，你
大概会以为这个电影节是
在欧洲办的。”

说话的是刘雪莹，一
名长居广州的年轻女性。
12月14日刚落幕的2017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
节，她参与了整个组织过
程。如她所言，这场在广
州举办的活动，有着浓厚
的国际气氛。穿梭于各个
会场的各国影人、纪录片
从业者，来到广州只有一
个目的——在这里，发现
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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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两岸青年戏剧人才培训扶
持计划，日前在北京举行结业仪式
暨汇报演出。该扶持计划由中华文
化联谊会、北京市文化局主办，旨
在深化两岸青年文化艺术交流，发
掘青年戏剧编导人才，全面提升其
对戏剧创作的理解，搭建两岸戏剧
交流的平台。

来自大陆和台湾地区的12位学
员，于11月19日至12月1日在北京
进行了集中学习和参访交流。18位
戏剧、戏曲、影视领域的一线专
家、学者通过授课和工作坊训练的
形式，与学员们一起分享了他们对
当代戏剧创作的经验和思考。

结业仪式上，台湾本事剧团创
办人、编剧、制作人邢本宁表示，
非常幸运能够参与如此高质量的培
训扶持计划，在与大陆学员的共同
学习和交流中提升了自己，对大陆戏
剧也有了新的认知，这将会对自己今
后的创作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北
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编剧丁嘉鹏表
示，参与培训扶持计划使自己对两
岸戏剧文化有了新的了解，对戏剧
创作也有了新认识，对于未来的创

作方向有了新的想法，期待着能与
台湾学员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

据介绍，培训扶持计划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北京完成，通
过集中上课培训和创作工作坊相结
合的方式，帮助学员完善剧本内容
与结构，完成剧本的创作，最终学
员将以“剧本朗读”演出汇报的方
式呈现教学成果；第二阶段在台北
完成，将通过专家讲座和参访交流
等方式进一步深化学习，完成剧本
的最后修改工作。授课之外，该项
目还安排戏剧研讨和参访活动，通
过参观京台两地的代表性剧场及观
摩重要演出等多种形式，使学员对
两岸戏剧创作有更直观的认识和了
解，深入探究和思考戏剧创作的现
状及发展方向，孵化优秀戏剧新
作，进一步深化两岸青年艺术家交
流合作。

作为本次培训的教师代表，中
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系主任曲
士飞表示，创作之路并不容易，希
望学员们能够坚持下去，共同打造
出中国戏剧海峡两岸携手发展的新
景观。

即将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综艺馆唱
响的四川卫视“花开天下”跨年演唱
会，正努力打造成一台有姿态、有文
化、有品位的音乐盛宴。无论从节目安
排还是舞美设计看，都蕴含十足的川蜀
文化韵味。

在节目内容上，四川非遗艺术团体
是今年晚会的一大亮点。四川木偶艺术
团将嘻哈和流行音乐融入木偶表演，并
进行全新的舞台视觉包装，而皮影艺术
团则打算用交响乐团来为传统皮影戏伴
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流行音乐的跨界
融合，探索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四川路径”，也体现出了四川卫视作为
主流媒体的姿态和社会责任担当。

在舞台设计上，熊猫“胖达”依旧是
今年跨年演唱会舞台的主打元素。但相

比去年来说，在两方面做出了显著升级。
第一，今年设置了“川”字形的延伸舞台，
同时整个舞台框架将形成一个恢宏的川
剧人物脸谱形象。不论是国宝还是脸谱，
又或是干脆利落的一个“川”字，都在面向
世界彰显川蜀文化的魅力。第二，在澳门
主场地之外，还搭配成都都江堰作为分会
场，作为四川代表性水利工程，都江堰的
水元素将会成为舞台的一大主角。演出
当晚，分会场还将上演山水实景火花情景
秀，与澳门主会场遥相呼应，齐放光彩。

打造有态度、有文化内涵的节目，
是四川卫视一直秉持的初心与情怀。节
目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音乐结合在
一起，将蕴含人文底蕴的川蜀符号与澳
门金光综艺馆最现代的科技设备融合在
一起，值得期待。（图片：郭红松画）

12月 13日，由新鼎明主办，香港
沙龙电影作为支持方的“亚洲影视合
作新机遇”推介会在亚洲协会香港中心
隆重举办。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
北美地区的200多名影视界、金融界人
士参加了此次推介会。与会者就亚洲
影视行业发展现状、发展前景及香港
影视行业问题应对等话题进行交流。

推介会还宣布启动“NT PLAN”
计划，共同筹备亚洲影视基金。“NT
PLAN”计划将根据剧本内容评估、主
创数据表现、团队专业度、过往作品
数据表现等方面，挑选 15-60 个香港
及亚洲各地区影视作品进行重点支
持。获得香港政府电影基金支持的

《探索功夫之魂》以及全球首部“一带
一路”纪录电影 《共同命运》 成为该
计划的预选项目。 （文 综）

共创两岸戏剧新景观
□ 郑 娜

跨年演唱会要办得有文艺
水准，并不是只有靠请明星来
撑场，更要靠差异化的风格定
位，靠增强文化特色和底蕴。

以“箫笛传天籁”为主题的中国
竹笛乐团建团 5 周年世界巡演活动，
日前在北京中山音乐堂圆满结束。由
著名笛、箫、埙演奏家、素有“圣手
箫王”之称的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维
良领衔主奏的本场音乐会，演奏了

《塞上曲》《竹枝词》《光》 和 《寞》
等9首古今经典曲目。

中国竹笛乐团建团5周年世界巡
演活动，自 10月 18日开始，在北京、
武汉、广州和欧洲等地举行了 8 场音
乐会和近 10 场笛箫文化专题讲座。
中国竹笛乐团建立于 2012 年，隶属
中国音乐学院笛箫艺术研究中心，是
从事竹笛乐器表演、创作和理论研究
的实践基地，曾在英国、韩国、日本
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国家与地区多次
举办专场音乐会。 （焦月樵）

中国竹笛乐团5周年巡演落幕

2017 丝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
体高峰论坛日前在京举行。丝路
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是由中国国
际电视总公司、中国中央电视台
于 2016 年 5 月倡议发起的全球首
个以“丝路”为纽带、面向全媒
体的国际影视媒体联盟。截至目
前，共同体成员及伙伴已达85家。

丝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一
年来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绩，如联
合播出《一带一路》《水脉》《丝路》
等影视节目，共同挖掘了丝路故
事，推出了《孔子》《改变世界的战
争》《地球宝藏》《从丝路到北极光》
等国际合拍节目，实现了多领域合
作。 （张珊珊）

丝路电视国际合作

共同体高峰论坛举行日前，由国土资源部史志领导小
组办公室、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国
土资源报社等共同主办的“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统领，推进新时代国土文
化建设”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北京举
行。国家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
蒙，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夏林，著名作
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北京
大学教授晁华山，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局长、著名作家高洪雷等参加研讨。

研讨会紧紧围绕中共十九大关
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兴盛”的要求，对国土资源文
化的发展历史、主要特点、核心价值，
当前国土资源文化建设存在的难点、
问题及对策，国土资源文化建设如何
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问题
进行深入研讨。 （邹雅婷）

国土资源文化建设研讨会举行 “NT PLAN”计划在港启动

中国故事主题音乐节目 《渴望现场》 近期在中央电
视台音乐频道首播。节目首次引入中科院研创的人工智
能评分系统，对音乐进行客观评判。“科技+文艺”的深
度结合，以及用音乐讲述选手精彩故事的模式，不但探
索了电视音乐节目的创新路径，更丰富了中国故事的讲
述方式。

人工智能评委“小渴”是在中科院的研发成果基础
上，经节目组整合后创造出来的。深度应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评价体系于一档音乐节目，是央视戏曲和音乐频
道在连续推出 《中国戏曲大会》《角来了》《唱戏吧》 等
系列融媒体创新节目后，丰富创新手段的又一新举措。
人工智能能否评判艺术表现力？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
究员王金桥表示，这套系统基于人工智能的运算方法，让
计算机分析海量音乐专家的评分数据，从音准、音域、调
性、节奏、语言、表现力等维度，学习专业评审的评判标准
和音乐中优秀元素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形成较为客观的
评价体系，并且随着样本量的扩大而自主学习、更新和提
升。选手的歌唱只有被“小渴”评委认为整体表现能力超
过80分时，才能从音乐盒子走出来，站到舞台中央。

虽然形式大胆创新，但是《渴望现场》仍坚持将目光聚
焦普通百姓。节目中的选手有云南客栈的经营者、中科院
博士、厨师，还有来自边远乡村的支教教师。他们从全国
各地、各行各业带着不同的人生故事，站上舞台。他们将
展现年轻人追逐和实现梦想的风采。戏曲和音乐频道总
监曹毅称：节目不拼明星、不拼炒作，坚持回归音乐本体，
用有故事的音乐来打动观众。 （文 纳）

《渴望现场》引入人工智能

音乐节目再创新

四川卫视跨年演唱会

一道川蜀文化大餐
□ 杨 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