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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建立了多层面的友好关系。随着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不断深
化，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的演进，中非媒体合
作目前面临许多新的空间和机遇。

新闻报道合作：
提升国际传播力

探索建立稳定合作机制，携手提升国际传播力。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旗下的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制作的新闻栏目《非
洲直播室》在肯尼亚、纳米比亚等国家主流电视频道固定播
出。2018 年，就法语新闻栏目 《中国与非洲》，与刚果

（布）、贝宁、摩洛哥等5国媒体达成栏目植入播出意向。举
办了尼日尔、塞内加尔、苏丹及阿尔及利亚电视周，双方电
视台集中一周互播对方节目。2016年，与非洲国家电视台共
同成立了视频媒体联盟，打造中非媒体全方位、开放式新闻
共享和交流平台。目前，联盟已有 21个非洲国家的 22家媒
体成员。截至2018年6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累计向非洲成
员媒体推送新闻视频素材近3万条次，非洲成员媒体上传的
新闻视频素材达到2000多条。

影视交流合作：
助交流沟通民心

影视节目交流合作是中非媒体合作的重要内容，是助力
中非民心相通的坚固桥梁。一些中国优秀电视剧在非洲国家
热播，掀起“中国剧风”，形成“华流”，成为中非人民互相
认识、互相了解的重要窗口。目前，中国分别与埃及、布隆
迪、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广电媒体开展“电视中国剧场”合
作，实现中国影视节目在非洲常态化播出。为更好满足非洲
民众观看中国影视节目的需求，中非媒体联合开展优秀中国
影视剧本土化译制，“中国剧热”持久不息。据坦桑尼亚国
家台统计，70%的坦桑观众看过斯瓦希里语版配音的《媳妇
的美好时代》。豪萨语配音版 《北京爱情故事》 深受尼日利
亚民众喜爱，近八成尼北部用户关注过此剧，100%用户都对
该节目内容表示满意。《媳妇的美好时代》《金太狼的幸福生
活》等电视剧在非洲多国多轮重播。2017年5月，蒙内铁路
正式通车之际，《我的铁路我的梦》 在非洲各大知名电视平
台播出，其中，肯尼亚国家电视台重播7轮。此外，中非媒
体探索共同策划选题、联采联播合作模式打造的《魅力肯尼
亚》《魅力津巴布韦》 等纪录片、《走近尼罗河》 等特别报

道，向全球传播了非洲绚丽的自然风光和充满魅力的文化。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助力非洲文化教育

一是加强广播电视台数字化建设合作，助推非洲媒体提
高数字化节目制作能力。莱索托通信及科技大臣泰塞莱·马
塞里巴内在第四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上表示，中国援建的广
播综合大楼，可满足本国数字化节目录制的需求，当地艺术
家可在国内完成音乐和纪录片制作，而不必去国外录制。二

是合作建设覆盖全非洲的数字电视网络，夯实非洲数字化
发展基础。四达时代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
干达、莫桑比克等 20 个国家开展数字电视运营，已建成覆
盖泛非地区的节目中继、直播卫星和地面电视三大基础网
络平台，成为非洲本地媒体基础网络传输平台。直播卫星
信号可覆盖撒哈拉以南非洲 45 个国家、约 9.7 亿人口，地
面数字电视平台建有大功率数字电视发射台 188 座，覆盖
城市人口近 3.5 亿；互联网电视业务系统对接非洲 4.5 亿手
机用户。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对推进非洲数字化进程、缩
小数字鸿沟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提供低廉的数字电视服
务，促进非洲数字电视快速普及。四达时代提供价格亲民
的数字电视服务，用户每月仅需 3-5 美元即可收看 30 多套
数字电视节目。乌干达通讯部长弗兰克表示，同四达时代
的合作打破了本国付费电视市场的垄断局面，大幅降低了
付费电视付费标准，促进了本国数字电视的普及。目前，
四达时代数字电视用户接近 2000万户，遍及非洲 30多个国
家。四是实施“万村通”项目，助力解决非洲农村看电视
难的问题。莫桑比克议长马卡莫说：“万村通”项目使莫
桑比克 500 个村庄收看到卫星电视节目，尤其能让学校的
孩子们收看到电视，使得电视教学成为可能，这对非洲具
有巨大的社会意义。

人才交流培养：
夯实合作基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每年都开设大量的培训班，为非洲国
家培训新闻记者、主持人、媒体管理人员等专门人才。2017
年开办的国际研修班达29期，学员来自75个国家，共766人
次，培训名额重点向非洲国家倾斜。刚果 （布） 通讯和议会
关系部部长比安弗尼·奥基米表示：“我国许多广播电视从业
人员、新闻部工作人员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培训班，满载而
归，业务能力大有长进。”在非洲开展的媒体合作项目以使
用非洲本土人才为主，促进非洲广电人才成长。中央电视台
非洲分台肯尼亚本部外籍员工比例约占 80%，共有 100多名
外籍员工，涉及 30 多个工种，遍布节目采集、生产和播出
各个环节。四达时代在非员工总数 4200 人，其中本地员工
占比高达95%，大量高管人员都是非洲本地人才。这些人才
已成为非洲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主力军，也是中非媒体合作
的宝贵财富。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杨明品、朱
新梅、陈秀敏、贺涛、沈雅婷）

近年来，到小剧场听相声已经
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文化娱乐时尚。

其实早从唐代起，曲艺就成为
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但并没有固
定演出场所，艺人一般在庙会、集
市等露天场所表演，“撂地”“画锅”

“大棚”等都是划出相对固定的场
地，招揽观众卖艺赚钱的方式。宋
代时，说唱表演有了专门的场所，职
业艺人在瓦舍、勾栏表演；明清两代
及至民国初年，新的曲艺品种、曲目
不断涌现，到了近代，曲艺大多在北
京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徐
家汇、天津的“三不管”、开封的相国
寺等民间娱乐场地进行表演。有资
料记载，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北京
的“书茶馆”多达 70 余家。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已经发展成熟的
众多说唱艺术有了统一而稳定的名
称“曲艺”，并进入剧场表演。20世
纪50年代，北京还建立了主要用于
曲艺演出的剧场。

很多演出团体埋头搞艺术创
作，在上游拥有极其丰富的节目资
源，但是却找不到地方演出，到处

“打零工”，连基本的制作成本都无
法收回。如果通过建立曲艺剧场品
牌安排演出输出，国内各个演出团
体与演出场地、剧场院线之间可以
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在节目创排
期间便开始沟通并开展协作，提前
在全国进行票务推广，通过建立曲
艺剧场品牌产业平台，就可以将产
业的上游、中游以及下游进行完美
融合，对中国曲艺演出产业进行整
体化的梳理。

优质的内容供应，科学的演出
管理运营团队以及平台与市场运
营，是未来中国曲艺剧场品牌演出
运营的三大挑战。目前，国家曲艺
演出产业平台正在建设过程中，成
熟演出剧场院线以及各地区演出团
体联动结盟，共同打造曲艺剧场品
牌，与票务公司合作共建中国曲艺
剧场品牌的演出营销管理系统，大
家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

随着中国曲艺演出市场的发
展，演出开始由一线城市向二三线
城市延展。基于市场基础的薄弱，
当下可以从众多题材中选择其一，
明确这一品牌的主体观众是哪些
人，明确目前最成熟最具竞争力的
曲艺演出种类，通过统一的节目制
作与品牌曲艺演出的创排，与国内
各级城市建立紧密合作，逐步建立
其他曲艺剧场品牌。同时，对曲艺
演出市场的细分，也会让曲艺剧场
更容易定位观众群，做出相对应的
市场营销方案，也非常适合现在的
互联网生活方式。

近日，电视连续剧 《凉生，我们可不
可以不忧伤》正在湖南卫视热播。

该剧以程天佑、凉生、姜生三人的情
感脉络为主线，爱情、亲情、友情多线并
进，通过散文化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一个
贴近现实的爱的故事，向观众传递出生生
不息的爱的力量，带来温暖的治愈感。

这部剧将人物的情感故事置于复杂的
社会环境中，折射出繁复的社会界面。20
年的时间跨度，几个主角从农村到城市的
地点转移，也让整部剧作具备了历史纵深
感和现实反思性。与描摹“情感”主题并
行的，是在潜移默化中剧中人的理性化的
人格发育，对个人的成长与家庭、社会这
样一个繁复的环境的探讨，让整部剧避免
了恋爱中的乌托邦想象。

近年来，优质国产电视剧远播海外，已经成为一种现
象。日前在东方卫视与优酷热播的《武动乾坤》不仅在韩
国、越南、老挝、柬埔寨、新加坡等12个亚洲国家实现了
同步播出，更远渡重洋，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国的卫视中文台同步上线，覆盖人口逾30亿。

国产电视剧的海外走红，究其根本，是其所展示出的
“中国符号”被世界所接纳和认可。

对“中国符号”的展现，首先要取其神韵。《武动乾
坤》既保留了原著的成长主线，又被赋予了中国独有的侠
义精神与家国为先的人生格局。剧中，主人公林动出生在
偏远小镇，只想为父亲筹钱治病，与家人过其乐融融的田
园生活。然而邪恶势力滋长，生灵涂炭，林动渐渐认识
到，如果没有天下的安稳便不能保全小家的幸福，于是他
毅然献身大义，扛起了拯救苍生的重任。正如该剧导演张
黎所说：“我要的是年轻人遇到事情时的肩膀和责任感。”

一个典型的东方少年英雄的塑造，是“中国符号”的有力
代言。

另一方面，“中国符号”也离不开对历史的探究精
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海外走红的国产电视剧通过服
装、道具、场景等元素较好地还原了中国历史风貌，令海
外观众心向往之。《武动乾坤》 将背景设定在先秦时代，
一些村庄格局与建筑风格参考了半坡遗址，部分面具造型
也不难看出三星堆考古文物的痕迹，新石器时代的陶像、
器皿等元素在剧中也有所呈现。

在影视作品受众更朝年轻一代倾斜的形势下，正能
量的人生观与传统文化的系统展现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少年林动用自己不屈不挠的成长经历向观众展现了
一个少年应有的担当与抱负，用匠心国产电视剧描绘出
的“中国符号”，也因少年主人公富有锐气的鲜活展现，
更加焕发生机。

由浙江卫视、阳光媒体集团出品的 《你好！生活家》
第二季日前开始播出。

节目注重营造和谐温馨氛围，体现嘉宾经过时间沉淀
的生活态度。如在首期节目中，三代著名模特陈娟红、马艳
丽和何穗相聚一堂。她们代表着三个不同的年代，像一面镜
子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之变，也显示出时尚变迁的背
后，人们对美好生活不变的渴望与向往。 （任兮扬）

给曲艺演出

找场地
□李家讴

中非影视合作花开四瓣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灵璧菠林喇叭”的重要传承
方——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周家班”，目前正在美国巡
演。

首场演出从 9月 18日开始，历时一个月，将在美国 7
个州巡演17场，包括在芝加哥世界音乐节、肯尼迪艺术中

心等。
据“周家班”大班主周本明介绍，此次巡演团队由

“周家班”第五代传承人和第六代传承人共 8 人组成，团
队成员平均年龄 50 岁。在美国推出的 《中国元气周家
班》 演出，是以唢呐为主奏，以笙管笛箫、铜锣鼓镲为
伴奏，集中体现吹打乐艺术特色的专场音乐会。音乐会
曲目包括 《凡字调——万年红》《迎生——庆贺令》《咔
戏》《打枣》《大悲调》《雁落沙滩》《百鸟朝凤》《对
棚》 等十余首，气韵生动，技巧灵动。

2014年，“灵璧菠林喇叭”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
录，以家族不间断传承为特点的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周
家班”是其核心传承团队。

截至目前，“周家班”亲系传承乐手100余人，徒系传
承乐手约 1000人，分布于苏、鲁、豫、皖 4省。2017年 7
月，“周家班”曾赴欧洲5国巡演，成功举办了7场音乐会
和1场工作坊，受到许多外国观众和媒体的注目，他们的
表演被称为一种独特的“爵士乐”，既“古老”又“先
锋”。

《你好！生活家》传达正向生活态度《你好！生活家》传达正向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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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肯尼亚蒙内铁路正式
通车之际，新华通讯社出品的纪录片《我的铁路我的梦》在
非洲各大知名电视平台播出，产生了巨大反响

国家级非遗“灵璧菠林喇叭”在美巡演
□马 强

生生不息的爱
□张奉琴

生生不息的爱
□张奉琴

《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剧照：
马天宇 （右）、孙怡分别饰演男女主角

“周家班”赴美巡演前在北京正乙祠演出“周家班”赴美巡演前在北京正乙祠演出

国产电视剧《武动乾坤》远播海外，覆盖人口逾30亿

第三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张鹏禹

10月8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第三届北京
十月文学月”启动仪式在十月文学院本部佑圣寺举行。铁
凝、李敬泽等作协领导，李存葆、舒婷、叶广芩、周大新、孟繁
华等作家、评论家齐聚一堂，以文学的形式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同贺首都大型文学期刊《十月》杂志创刊40年。

“北京十月文学月”是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
广电局、市网信办、市文联共同主办，以文学界、出版界
为主体，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全市性文学主题活动。本届
活动以“文学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充分展现改革开放 40
年来北京文学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共分“主题活动”“国际
交流”“大众活动”“京味文学”“少儿文学”“网络文学”6
大部分。其中包括“改革开放40年——北京文学的变化与
发展”高峰论坛、“文学与远方：第二届十月作家居住地”
论坛、“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 《十月》 与我”
读者故事征集、“小十月”戏剧嘉年华、“献礼十月”少儿
网络诗会以及丰富多彩的名家讲堂、阅读分享会、读者见
面会、作品研讨会、新书首发式等活动。

活动现场，“ 《十月》 40年——文学与改革开放同行”
成果展正式亮相，集中展出了 《十月》杂志创刊40年来的
主要作品、社会荣誉、所刊发作品的获奖情况和影视改编
情况以及各时期重要文学活动、作家题辞等内容。

当日下午，“《十月》创刊4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师范
大学京师大厦第六会议室举行。王蒙、李敬泽、李存葆、谢
冕、舒婷、梁晓声等出席活动。铁凝在贺词中写道：“《十月》
应国运而生，恪守天职，精心办刊，汇聚名家，不薄新人。为
时代和人民立言，无论四季，总有丰美收获。”

40 年前，在北京市崇文区东兴隆街一栋旧式木楼里，
一本名为 《十月》 的大型文学期刊悄然面世。在之后的日
子里，《小镇上的将军》《蝴蝶》《相见时难》《高山下的花
环》《黑骏马》《北方的河》《没有钮扣的红衬衫》《绿化
树》《腊月·正月》《花园街五号》《沉重的翅膀》《天堂蒜薹
之歌》《雪城》等一系列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相继推出，不
断引发读者的阅读热潮。

座谈会上，作家们深情回忆了自己与《十月》杂志千丝万
缕的联系，高度评价《十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推动思想解放
的作用，充分肯定杂志为推动中篇小说创新发展所作的努
力，认为当代文学史如果缺乏《十月》将是不完整的。徐则
臣、张楚、付秀莹、石一枫等则从《十月》培养青年作家的角度
谈了自己的体会，感谢杂志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良好平台。

据悉，“北京十月文学月”创办于 2016 年，每年 10 月
举办。活动以文学为主题，以“十月”为标志，以文学创
作出版交流为中心，以推动北京文学繁荣发展为目标，聚
焦北京文学的发展成果，展现中国文学的魅力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