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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8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
晚会在山东曲阜的孔子诞生地尼山上演。
作为央视一档有着20多年历史的大型文艺
晚会，今年的秋晚亮点多、跨度大、内涵
丰富、惊喜不断，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突
破。

首先是主会场山东曲阜和两个海外分
会场悉尼、吉隆坡的确立。这样的格局通
过南北半球、三地共襄明月的场景切换与
互动，将古人描绘的“天涯共此时”这样
美好的意境立体地呈现出来。在主会场中

华传统文化的引领下，来自中国、马来西
亚、澳大利亚的顶尖级艺术家联袂出演，
展现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文化自信。

从晚会一开始，就被浓浓的中华文化
和中秋的亲情氛围所紧紧地包围。晚会用
千人诵读 《论语》 的形式贯穿 3 个篇章，

《不舍昼夜》《悠悠我心》《大道之行》语出
典籍，由青年学生志愿者组成的诵读方阵
气势恢宏、场面震撼，为晚会增添传统文
化的底蕴。

在表现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宏大

题材时，晚会通过《在希望的田野上》《我
不想说》《东方之珠》《我和你》 4 首歌曲
来浓缩 40 年的闪光记忆。歌声中有期待、
有追忆、有留恋、有感动，特别是香港歌
手张卫健与黄绮珊唱起《东方之珠》，迪玛
希与王莉唱起 《我和你》 时，现场的热度
再一次被美好的回忆点燃。

月的温馨、家的温暖，这种对于大主
题的小角度解读方式，与中秋佳节的温馨
浪漫氛围相辅相成，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
美好境界。

“月亮月光光，照入房间门。新被席新帐，要困新门
床。月亮月光光，照到大厅门。糖仔饼摆桌上，爱吃三
色糖……啊！啊！唔！”月色笼罩下的厦门大学建南大礼
堂，稚嫩的童声响起，在“A萌闽南语合唱团”和厦门9
名小学生同声演绎下，一曲闽南童谣 《月亮月光光》 拉
开了演出的大幕。时值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歌曲为现场
带来浓浓的节日气息。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中国文联广泛开展“送欢乐 下
基层”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文学艺术家们到各地表演节
目、展示书法绘画艺术，与民众联欢，做培训教育工
作，共度佳节，共享欢乐。

两岸同叙中华情

作为由中国文联、厦门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8年“中
华情·中国梦”中秋展演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中国文联组织
众多文艺名家第一次走进高校校园进行文艺惠民慰问演
出。当天的晚会用艺术的形式讴歌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
成就，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来自海峡两岸的艺术家以饱
满的热情为青年学生、台商台胞、社区居民送上了中秋团
圆的美好祝福。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演出让青年学子走
近、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深化两岸青年的文化交流。

当天举行的还有“中华情·中国梦”美术书法作品展
和大型书画笔会等。美术书法作品展共展出当代优秀书
画作品674幅。下午的书画笔会，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
区的书画家创作了多幅书法作品，相互切磋，增进友
谊，笔会上洋溢着“两岸一家亲”的浓浓情意。“中华
情·中国梦”中秋展演活动自2003年开始，相继举办了中
华情歌曲征集演唱会、海峡两岸青年歌手大赛、中华情
书画精品展等活动，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把文艺大餐送到各地

中国地名灯谜赏月晚会、中秋焰火晚会、湘西钢火
浇龙表演、大瑶强盛狮舞表演……日前，中国民协在湖
南浏阳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系列活动，来
自全国各地百位民俗专家与浏阳民众一起兴致勃勃地猜
谜赏月，欣赏浏阳本土的民间文艺表演，品尝土月饼。
民俗专家还系统考察了浏阳的烟花爆竹文化，举办烟花
爆竹与节日民俗全国学术研讨会，共同研讨了中国烟花
爆竹的民俗价值。

小戏小品历来深受大家喜爱。中国剧协日前组织了
第五届全国小戏小品创作基地交流演出研讨会暨戏剧志
愿者西部行活动，来自张家港、上海、深圳、东莞小戏小品
创作基地的戏剧志愿者走进甘肃兰州，在西北师范大学举
行了两场演出，为当地师生和市民观众带来了8个精心创
作的小品，兰州市儿童艺术剧团、兰州市榆中县文化馆等
本地艺术团体也表演了4个体现当地特色的小戏小品。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中秋传统佳节来临之际，中国
舞协组织文艺志愿服务团到安徽凤阳小岗村干部学院礼
堂演出，格外有意义。舞蹈家带来深情款款的独舞，歌
唱家带来激扬高亢的歌曲，青年曲艺演员带来风趣幽默
的相声，还有颇具当地特色的安徽花鼓灯。现场气氛热
烈，精彩的节目赢得现场观众一次次热烈掌声。

纸上泼洒热情

节日期间，全国各地的文联组织纷纷行动起来，发挥
各自特点和优势，带领文艺工作者到群众身边，开展形式
多样的“文艺惠民”活动。

日前，北京市文联、北京市书协赴北京厂桥派出所开
展“我们的节日——月圆京城 情系中华”慰问活动向一线
民警送上中秋佳节的祝福。书法家被一线民警奋发有为、
不辞辛苦，“保一方平安”的敬业精神所感染，挥毫泼墨，短
短两个小时，创作书法作品百余幅。笔会中，书家与民警
交流心得、畅谈书法，切磋技艺、亲密合影，现场气氛热烈。

福建文艺志愿者艺术团、漳州市文联等也先后在漳
州东山、漳浦旧镇进行了两场惠民演出，吸引现场观众
超过5000人。活动还专门在微信海报中添加新媒体全程
直播的二维码，在微信公众号、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直
播平台进行全媒体同步直播演出实况，两场演出累计观
看人次达到135万。同时，来自福建省书法家协会、福建
省美术家协会、福建省文艺志愿者艺术团的书画家们当
天还为当地基层书画爱好者们进行了辅导，并与基层书
画家开展了书画创作艺术交流活动。

敦煌，从行政区划上说，只是甘肃
省酒泉市的一个县级市，初到这里，会
发现这里确实是一座小小的城，城区方
圆数公里，打出租车一趟五六块钱是常
事。

然而，这又是一座大大的城。敦，大
也；煌，盛也。它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锁
钥”、枢纽重镇，我国最早的国际化大都市
之一，世界四大文明汇流敦煌，多元文化
在此互鉴交融。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服务“一带一
路”倡议的国家级文化战略平台，丝绸
之路 （敦煌） 文化博览会 （以下简称敦
煌文博会） 自 2016 年起每年举办一次。
今年 9 月 27 日至 28 日，敦煌文博会也走
到了第三届，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
组织的代表、1000 多名海内外嘉宾出
席。文博会期间，除开幕式暨高峰会议
外，共有 14 场分会、论坛顺次登场，而
与题旨相关的各式展览展会、特色文艺
演出也接连不断。敦煌文博会让世界的
目光再度聚焦敦煌，焕发出新的光彩，
共识凝聚、民心相亲、文化相交的步履
也更显坚定从容。

数字“供养”，锻造智慧敦煌

“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
敦煌，在科技与文化浪潮的日益交织中

迎来了“数字”新章。
敦煌国际会展中心内，一场名为

“解码敦煌——数字丝路文化展”的展览
引来不少与会者的目光，该展区集中展
示了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合推出的“数
字供养人”计划的落地成果，以游戏、
音乐、地图、智慧导览等新媒介重释

“古道”。
现场最为火热的“博物官”一项，

就以 AI 技术为依托，用户通过小程序拍
照识别后，即可获取对应文化艺术产品
的全方位信息。记者在会场抢先体验了
一把 AI 读解敦煌壁画，手机轻轻一拍，
数字反馈即刻“扫盲”。

与此同时，以“文化+科技”的手段
再现敦煌古乐，将壁画重新绘色、塑形
成王者荣耀游戏皮肤、人物等智能展示
也吸粉无数。千年石窟的内壁，正以趣
味形态不断“年轻化”。

而“智慧敦煌”也早已在会场外部
率先应用。顺着智能机器人的导览之手
看去，莫高窟的洞窟门前已然离不开

“博物官”的二维码；同时，在游览洞窟
前先行前往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观看球
幕电影，也成了敦煌旅客的游玩首选。

随着数字化的融入，敦煌的文化传
播、城市理念与旅游产业都发生着“革
命性”变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
理总干事埃内斯托·奥托内表示，教科文
组织也创建了在线丝绸之路平台，通过

“拓展数字领域”等方式，“期待助中国
一臂之力”。

精致文博，留下难忘“敦煌印象”

“希望敦煌研究院能把有关敦煌壁
画、雕塑的展览办到乌克兰去，因为敦
煌艺术太让人惊奇了。”青年汉学家、来
自乌克兰的萨沙表示。

第三届敦煌文博会上，7000 余件海
内外文化精品、32 个专题展览项目在敦
煌国际会展中心登场，涵盖文物、艺
术、设计等 17个种类，吸引海内外 58家
单位及企业参展。展览项目艺术价值
高、展品品质好、文化吸引力强，特色
突出，精品多。

乌克兰摄影图片展由本届敦煌文博
会主宾国乌克兰摄影家拍摄，真实再现
了乌克兰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与丝绸之路
沿线各国的交流成果；“演绎敦煌——俄
罗斯画家敦煌系列油画专题展”请俄罗斯
画家来中国，历时3个月，用敦煌壁画元素
进行再创作，敦煌壁画通过俄罗斯画家的
手“活”了过来；敦煌壁画古乐器复原展
上，117 件根据敦煌壁画复原的乐器形制
古雅秀美，通过乐师之手，焕发新声……

文博会期间，以“荟萃文艺经典，
抒发丝路情怀”为主题，13 台剧目和文
艺演出在敦煌大剧院轮番上演：包括舞
剧 《大梦敦煌》《一画开天》，芭蕾舞剧

《追寻香格里拉》《敦煌》，秦腔 《民乐
情》《轩辕大帝》，音乐会 《天籁敦煌·净
土梵音》《金钟之星》 等。尤其是敦煌服
饰盛典 《绝色敦煌之夜》 及中外联袂文

艺晚会 《相约敦煌·2018》，让每一位前来
参加敦煌文博会的嘉宾，尽情享受这场文
化盛宴，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文博会的两大场馆设施也令人刮目相
看。敦煌会展中心作为敦煌文博会主会
场，总建筑面积12.6万平方米，承载人数、建
设规模、设施功能在我国西北地区首屈一
指，建筑风格和色彩与附近的鸣沙山和谐
统一。敦煌大剧院是 2015 年中央城市工
作会议后全国第一个竣工的大型公共建
筑，号称全球最先进的装备式建筑，它为
每一个文博会之夜开启了不夜天。

通而不统，建设世界的敦煌

9月26日晚，本届敦煌文博会《敦煌绝
色之夜》迎宾晚会上，呈现了近百套以敦
煌壁画中典型服饰为特征而创新设计的
现代服饰，出演敦煌服饰艺术再现单元的
古装人物大多由非专业模特担纲，其中有
油田的职工、电视台的编导、敦煌事业单
位的安保人员、艺术家、中学教师等。他
们“盛服鲜丽，红妆金钿”款款走来的时
候，观众们恍如隔世。

敦煌文博会让敦煌人民喜闻乐见，让群
众和海内外宾客积极参与。文博会还在部
分市州设立文博会分会场，在展馆设立市州
文创产品专题馆，甘肃 14 市州的雕漆、砖
雕、洮砚、麻编、剪纸、刺绣等近千种特色文
创旅游产品展现在中外宾客面前。

敦煌文博会是敦煌市民的文博会，
是甘肃全省的文博会，也是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的文博会，“一带一路”有关国家
的文博会。敦煌文博会创办以来，吸引
了 10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会，签署
发布了 《敦煌宣言》，在文明对话，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文化、贸易、旅游合作
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
员会主任范鹏说，敦煌文化以传统文化为
根脉，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创新融合而
成。他认为，应该用敦煌文化中的“通而
不统”精神来建设“一带一路”有关国家的
文化根基。

主宾国代表乌克兰议会文化与精神事
务委员会副主席、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分委会主席叶连斯基·维克多说，丝绸之路
是联结人民心灵和命运之路，“我们要依
托文博会这个平台，密切合作，弘扬丝路
文化，重振丝路雄风，造福丝路人民。”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进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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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买好晚上的电影票，临下
班却需要加班；和朋友约好一起看
电影，对方突然有事来不了……这
样的情况在生活中经常出现。然
而，消费者想退掉手里的一张小小
电影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电
影票“不退不改”“只改不退”等现
象广泛存在，饱受消费者诟病。日
前，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发布

《关于电影票“退改签”规定的通
知》，要求电影票“退改签”优化流
程、简化手续，受到了广泛关注。

购买电影票，意味着观众和影院
达成了观影消费的合同关系。在未
享受观影服务，且不影响影院二次销
售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要求影院退
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
明确的相关条文。影院和购票平台
单方面规定“电影票售出概不退换”，
或者加上苛刻的限制条件，侵害了消
费者的权利。

对于电影票“退改签”难题，影院
和购票平台大都拿“防止恶意刷票”
说事，指出如果放开电影票“退改
签”，可能导致影片在预售阶段虚假
购票，粉饰预售数据，制造票房大卖

的假象，影响影院排片，等到排片占
比冲高之后再大量退票，使别的电影
失去排片机会，也直接影响影院收
入。今年“五一”期间，有电影被疑在
某平台恶意刷票，导致平台一度关闭
退票功能，就是一个例证。

其实，恶意刷票风险不能成为电
影票拒绝“退改签”的理由。对于影
院来说，影院不能把应该承当的市场
风险通过电影票不退不换的强制规
定转嫁给消费者。

在期待电影票“退改签”尽快落
地的同时，为了防范恶意刷票的风
险，有消费者建议参照火车票的“退
改签”规定，电影票依据退票时间收
取比例不等的退费手续费。也有人
建议不妨引入实名制，电影票购买时
不需要实名制，但在办理“退改签”
时，则要求实名登记。这样一来，势
必大大提高别有用心者刷票退票的
操作成本，一旦出现疑似恶意刷票现
象，有关部门调查起来也可以顺藤摸
瓜。只有有效遏制电影票“退改签”
的风险漏洞，才能提高影院和购票平
台推动落实的积极性，更好地保障观
众权益。

电影票退改签试试实名制？
□张淳艺

首届南丁文学奖日前在河南省文学
院揭晓，周大新以其长篇新作 《天黑得
很慢》 荣获 10 万元大奖。图为周大新

（中） 在颁奖现场。
南丁文学奖是为纪念南丁在中原作

家群建设和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推动
新时代中原作家群创作繁荣，由瓦库文
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评奖
秘书处设在河南省文学院。

南丁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由王守国、
刘震云、李佩甫、李敬泽、何弘、何向
阳、张宇、邵丽、周大新组成。

评奖委员会认为，周大新秉承中原
作家群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致力于对

社会、人性、生命的种种问题进行深入
探索和文学表达，在乡土、历史、都
市、生命等题材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
就，成为中原作家群的重要代表性作
家。《天黑得很慢》以直击现实的勇气和
切身的独特体验，逼近生命本质；以

“拟纪实”的晓畅文学表达，反映老龄
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及由此带来的老
年人精神上的刻骨之痛，对生命的思考
臻于哲学高度，体现了周大新敏锐的问
题意识、自觉的社会责任和温暖的文学
情怀。

著名雕塑家王刚专门为南丁文学奖
设计了奖牌，并创作了南丁头像圆雕。

首届南丁文学奖在豫揭晓

敦 煌 印 象
□宋 爽 苗 春□宋 爽 苗 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