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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最后
的一句道别“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
们”感动无数人。1949 年 4 月 22 日，电
影主演原型、革命先烈李白在狱中留下
了此生绝笔。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因为严格的
保密制度，在接收电波的另一端，他素
未谋面的战友苏采青却用了半个多世
纪的时间去追问一个答案：这个发信号
的人是谁？他还在么？

前不久，在江西卫视人文类节目
《跨越时空的回信》中，87岁的苏采青
来到节目现场，为这位找寻了半个多
世纪的战友，发出了一封跨越时空的
回信：“今年 5月 7日是您牺牲 70周年
的纪念日，今年也是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两个 70周年都与血有关。因为新
中国的基因里，融注了数千万烈士们
的鲜红血液，其中就有您洒在上海滩
的一腔热血”。

节目播出后，无数人被这样的历
史追寻所打动，被家书中的感人细节
所震撼。这也成为江西卫视创新表达
方式，发挥红色资源优势的一个缩影。

暖心，创新

记 者：与全国其他卫视相比，
江西卫视自身的鲜明特色是什么？

万沪金：江西卫视把“情暖中
国”作为频道特色定位，就像 《跨越
时空的回信》 节目一样。这个节目是
江西卫视为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以“对话先烈，传承信仰”为主题，从红
色家书切入，原创的一档季播人文类节
目。节目共 12 期，每期介绍 2 位烈士
的家书，并由烈士后人或有故事的亲
历者来到节目现场，讲述家书背后的
传奇故事，并写一封跨越时空的回信。

江西卫视一直发掘本土资源，推
出了一系列暖心暖情，饱含正能量的
特色节目。比如经久不衰、广受好评
的《金牌调解》，一直坚持真人真事真
调解，不搞噱头，更不搞“表演”，为
化解社会矛盾，营造家庭正能量提供
了一个有全国影响力的平台。中国首
档亲情孝道真人秀节目 《带着爸妈去
旅行》，也带着浓浓的家庭暖意，第一
二季都获得广电总局的通报表扬。《非
遗美食》 真实记录传承人制作非遗美
食的过程，讲述有关历史、文化知识和
典故，让非遗美食从“纸上名录”中活起
来。《家庭幽默录像》用轻松诙谐的“短
视频”，给无数家庭带去了欢声笑语。
这些广受欢迎的节目，形式各有不同，
但最终都离不开“情暖中国”4个字。

近期，江西卫视将把国庆 70周年
宣传作为频道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工作
主线，着力打造 《跨越时空的回信》
项目，加快 《瞰美丽江西》 第二季、

《另一半的声音》《我和我的祖国》《跨
越时空的旋律》 等节目的推进速度，
打造热点和亮点。

融合快车

记 者：在电视媒介受到各类新
媒介挑战的当下，江西卫视是如何探
索媒体融合的？

万沪金：在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层
面，“赣云”融媒体平台已经上线一年
多，并且在各级融媒体平台成功落地。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江西广播电视
台记者通过赣云平台搜索当天的两会
热 词 ， 并 通 过 大 数 据 技 术 从 国 家 、
省、市、县 4 个维度对热词内容进行
深度分析，还与宜春市与赣云联合建设
的赣西媒体云融媒体进行了现场连
线。赣云平台还推出了《首席约访》《赣
云热搜》《两会问民生》等多档品牌节
目，充分利用移动直播、网络连线、互
动访谈等多种节目形式，让重大主题
宣传搭上了媒体融合的“快车”。

江西卫视频道的多档非新闻类节
目，也已经在融媒体发展及线下扩展中
作出了很多尝试。比如“金牌调解”微
信公众号已经成长为一个粉丝 20 万+
的大号。3月底，《金牌调解》金牌好物
购物商城开始上线。5 月 19 日，《金牌
调解》幸福课堂免费网络公开课正式上
线，老师们将制作课程视频进行市场化
运作，努力抢占“情感经济”这块蛋糕。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微信公众号
截至目前粉丝数超过 19 万人，阅读量
每月达“40万+”，帖子最高阅读数达到

“27万+”。《今日头条》上的《经典传奇》
直播间，粉丝数已超过 300万。《经典传
奇》头条号，目前用户达30万。

小而美

记 者：江西卫视是如何长期保
持节目的丰富度和新颖性的？都做了
哪些创新？

万沪金：和一线卫视相比，江西
卫视等二三线卫视的节目竞争力偏
弱，创新仍然存在视野不宽，节目创
意同质化的现象，缺少具有竞争力的
爆款和个性化节目，电视的创新创优
工作重要性凸显。多年来，江西卫视
走“小而美”的创新之路，坚持小成
本、大情怀、正能量的自主创新方

向，以周播节目为横轴，以季播节目
为纵轴，形成了较为丰富的节目布局。

首先是实施微创新，激活老品牌的
活力。《金牌调解》《传奇故事》等品牌栏
目已开播多年，在观众中仍有不小的
影响力。江西卫视基于老品牌节目的
核心竞争力，进行样式、风格以及延
伸产品的拓展，实施微创新，激活老品
牌的活力。例如，2018 年，对《传奇故
事》进行改版提升，推出全新节目《新传
奇》，选择更能代表“时代传奇”的题材，
聚焦当代中国人的风采，展现时代变
革，传递社会正能量。今年，还将围绕

“时代传奇”，推出《值得说》等原创节
目。《金牌调解》拓展新题材，突破单纯
的家事矛盾调解，拓展到涉及民生领
域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大调解。

其次，坚守内容为王的理念不变，
寻求“小而美”的创新之路。在整体市
场比较艰难的情况下，2017 年开始，江
西卫视陆续推出了《玫瑰之旅》《我是联
想王》《超人访问团》《创客英雄会》第
一、二季等一系列原创季播节目；2018
年，原创推出《新传奇》《非遗美食》《真
是想不到》《瞰美丽江西》《潮涌赣鄱》

《出发吧，老爸》等节目，节目内容倡导
时代新风，展现改革开放 40 周年取得
的巨大成就，题材也较为丰富。在这些
原创类的节目创新和研发上，江西卫视
始终注重节目内容，追求性价比，精准
抓住观众的需求，潜心提高节目制作水

平。今年年初研发的季播人文类节目
《跨越时空的回信》，从全国 120个节目
创意中脱颖而出，已被广电总局列为

“2019重点广播电视节目创意选题”。
下一步，江西卫视将创新的着力

点深入到更为精准的垂直领域，从文
化、生活服务、教育等题材入手，力
求把握更为细分的受众市场。

第三，江西卫视密切关注新媒体的
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2019年开年，推
出江西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取得了较好
的收视表现和社会反响，提升了平台的
影响力和传播力。晚会采用5G技术和
VR 全景视频，新技术的创新运用为晚
会带来更加震撼的视听效果，这也是全
国首个基于 5G 网络的超清全景 VR 春
晚。江西卫视始终把最新的技术广泛
运用在节目的研发和生产中，在新媒体
的发展上，借鉴新媒体的呈现方式和互
动方式，加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
合，多渠道、多端口、多形式主动出击，
打造媒体传播矩阵。

第四，建立多维度评估体系，鼓
励创新。总台成立了节目生产管理中
心，为频道的节目创新提供最前沿的
资讯，对节目研发提前研判，并设立
了 6000 万元的基金，扶持节目创新。
此外，江西卫视创新机制体制，把过
去偏重收视的奖励办法，变成宣传、
创新、收视等多维度的评估体系，让
创新成为非常重要的业绩考核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
历经 40 年戏剧化成长，浓妆
淡抹，姿态万千。纪录片 《城
市 24 小时》 将镜头对准当下
中国，集群式描绘城市的多彩
容颜，为中国城市谱写了一首
交响曲。

《城市 24 小时》 捕捉城市
一天的生活与节奏，把繁复纷
杂的生活空间装入时间容器，
钟表指针旋转着揭开城市的面
纱，展示了城市交响曲电影的
独特魅力。清晨，人们从大街
小巷出场，武汉的热干面、郑
州的胡辣汤、厦门的沙茶面香
味飘飞，成都大熊猫睁开眼
睛，深圳股市准备交易。时针
快速转动，奏鸣曲响起：郑州
工地施工，中欧班列驶出站
台；深圳证券交易所紧张交
易；过早之后，武汉人过江上
班，长江大桥铁路养护班与时
间赛跑，在 70 分钟里调好一
段钢轨轨距；厦门引航员将外
国轮船引入码头；只有成都人
似乎不需要工作，涌进茶馆消
遣闲散的时光。时针转向 12
点，一段轻松的小步舞曲，快
速奔跑的城市突然慢下来，度
过一段慵懒的、轻松的时光，
甚至成都高科技公司的白领也
要午休。下午两点，节奏急
促，城市再次转动起来：郑州
城中村陈砦村即将被爆破，深
圳华强北挤满了发货的商人，
成都软件园里白领紧张编写程
序，郑州武汉湖北博物馆迎来
游客高峰，厦门鼓浪屿雷永平
出门参加下午茶音乐会；晚上
六点，一曲唱给夜晚的情歌
在回荡：郑州国棉四厂老职工
聚在四厂烩面馆一边回忆当年

一边吃面，成都被抛进火锅的
汪洋大海，木偶戏、地方戏、
摇滚乐共同演奏着厦门的文艺
生活，只有深圳写字楼里的人
们还在继续加班。

每个城市都有一份自己的
独特气质，它来自历史、地
理、人群以及气候、物产等众
多元素的神秘组合。以摄影机
勾勒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并非
易事，尤其这些超大城市。总
导演张旭称，他们“认真选择
每座城市里真实存在的场景故
事和熟悉的陌生人，唤起大家
内心的回忆和共鸣”，为“中
国城市的素颜写真”。以郑州
为例，影片从火车站开始，火
车赋予其现代地位，胡辣汤、
豫剧给予其文化性格，商朝亳
都考古现场赋予其历史背景，
中欧班列与富士康科技园描绘
其国际色彩，国棉四厂则留下
了共和国烙印，一座中原城市
形象跃然而出。同样，年轻城
市深圳的科技潮与资本派，海
陆中心码头武汉的江湖气，厦
门的文艺范与海洋风，熊猫、
茶馆与川菜烘托的成都休闲味
儿，准确的电影意象点化出城
市独特的精神气质。

40 年经济高速发展带给中
国人五彩斑斓的梦想，而城市
是许多人梦想的起点和归宿。
期待 《城市 24 小时》 将镜头
对准更多的中国城市，也期待
这样的影片每过 10 年、20 年
能重新拍摄一遍，捕捉同一空
间里时间留下的刻痕，记录城
市容颜的变迁，记录人生命运
的转换，也见证我们这个民族
在现代化道路上踩出的每一行
脚印。

本报电（田 军）5月 28日、29日，
由浙江歌舞剧院有限公司、浙江交响
乐团、中共金华市金东区委宣传部联合
出品的原创歌剧《在希望的田野上》在
上海上演，作为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终
评作品，角逐第十六届“文华大奖”。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
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表彰了 100 名
改革先锋，施光南是其中唯一的音乐
家。他留下了数以千计的音乐作品，
成为经久不衰的时代之歌和几代人刻
骨铭心的记忆。以施光南为原型创作
的这部歌剧，将乐谱上、旋律中的音
乐家，真真切切地呈现在舞台上。全
剧通过“梦想与磨难”、“爱情与执
着”、“激情与希望”和“光荣与别
离”四幕，努力勾勒出施光南传奇的
一生，反映和讲述了他不平凡的经历
以及他对于国家民族深沉的热爱。今
年 5 月初，该剧曾晋京演出，受到首

都观众和业内专家的欢迎和好评。
这部剧由刁玉泉作曲、喻荣军编

剧、李伯男导演，薛雷主演，凝聚了众
多艺术家的心血。自创排以来，主创
团队多次深入生活，赴施光南故地浙
江金华金东区采风，与其生前好友交
流，了解施光南的成长学习环境，用
心感受当地风土人情，体会施光南艺
术人生和爱国情怀的心路历程。为
了演活人物，施光南的饰演者薛雷专
门请教了施光南的生前好友，“施光
南对音乐痴迷，对基层生活用心感
受，对家人时常挂念，但他是那种嘴
上不说、心里全有的人，所以在表演
的过程中，我反复斟酌眼神、动作，力
求用小细节传达先生的大爱深情。”

浙江歌舞剧院总经理严圣民表
示，能在中国艺术节上展演浙江原创
作品，展示浙江文化实力，是浙江歌
舞剧院的一次重要机遇。

本报电 （记者苗 春） 日
前，反映新时代大学生敢闯会
创、矢志奋斗的青春励志电影

《当我们海阔天空》 在北京首
映。该片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为背景，以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为载体，
塑造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形
象。据悉，影片将于6月6日全
国上映。

影片讲述了草根学生的一
段逐梦之旅：主人公在学校、
职场、商海历经兄弟反目、不
正当竞争、失恋、前程幻灭等
人生考验，虽遍体鳞伤，却不
断突破自我，最终用心整合大
学、投资人与企业家等资源，
完成了从平凡到传奇的飞跃，
成就了自己的青春梦想，也以
创新模式帮助许多乡村百姓实
现了农产品畅销、财富大增的
愿望。

首映放映过程中，有令全

场大笑的桥段，也有催人泪下
的情节。有的学生代表表示，

“ 这 就 是 我 们 真 实 的 创 业 历
程”，“影片有高度、有深度、
有温度，满满正能量。”

建筑是民众
生活的基础，也
是承载时代精神
的艺术。每一栋
建筑都凝聚着建
筑师的心血。电
视 剧 《筑 梦 情
缘》便讲述了以
沈其南和傅函君
为代表的民国建
筑从业者兢兢业
业、努力追求梦
想的故事。该剧
以小见大，诠释
建筑人的质朴匠
心，他们始终如
一地坚守挚爱的

事业，为城市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为大众带来美的享受。

《筑梦情缘》 中的建筑从业者坚
持“以人为本”理念，在兵荒马乱的
时局下为民众送去温暖。在短暂的大
上海开发时期，于寸土寸金的黄浦江
边，沈其南怀揣以民为先的理念和为
老百姓设计真正实用建筑的朴素初
心，为改造棚户区居住环境而努力。

而傅函君设计的富有中国元素、可以
在轰炸中藏身的市政府大楼也保证了
无数人的安全。此外，沈其南与哥哥
沈其东及时揭发了居心不良者在军事
防御工事中偷工减料的问题，防止了
战争中的更大伤亡。建筑同广大民众
的生活与命运紧密相连，体现了这些
建筑从业者善良正义的本心。

这部剧塑造了一群热血筑梦的
年轻人形象。沈其南虽生于乱世并
经历了艰辛童年，但他想做一个优
秀营造师的初心从未改变。虽没能
进入专业院校学习建筑，但在事业
成功之后，沈其南依旧选择进入夜
校为自己充电。他研究国产红砖，
使民族建筑业迎来了技术革新的曙
光。傅函君则通过创新思维将传统
建筑元素融入到新派建筑设计中，
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中获得延伸
与发展。凭借自身努力，他们一步
步在上海建筑界斩露头角，不管时
代如何变迁，他们都始终如一地热
爱自己的事业，以梦为马、砥砺前
行。这部剧还以剧中主人公波澜起
伏的人生为载体，展现了那个时代
建筑行业的东西方碰撞。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近
日，《相亲者女》《隐君者女》
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90
后”青年作家周婉京与媒体人
胡赳赳围绕女性写作与私人叙
事等相关话题与读者进行了深
入交流。

《相亲者女》 以幽默诙谐
的笔法生动讲述了在北京每天
都会发生的相亲故事，女主人
公在相亲中遇到的妈宝男、海

归男、凤凰男等 11 种不同类
型的男性是相亲队伍中的代
表。周婉京认为，“相亲”是与
世界接触的一种方式，类似于
田野调查，通过短短数小时的
接触，可以快速洞悉相亲男士
营造的真实和谎言。《隐君者
女》通过北京与香港的双城叙
事，讲述了一个年轻女记者寻
找爱情、寻找母亲、寻找自己，
从流浪到归家的心灵之旅。

情暖中国
——访江西卫视频道总监万沪金

□本报记者 孙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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