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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出现为文化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包括文
学、影视、音乐、文化遗产、游戏等
在内的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
越来越深入，数字文化产业在数字经
济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牵引作用。

近日，国内第一份权威数字文化
产业报告 《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
趋势研究报告》 正式发布。该报告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与
城市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腾讯社会研究
中心组建专项课题组，历时一年对
数字文化龙头企业进行调研，对行业
概况进行系统梳理，对国际趋势进行
比较观察后最终形成，发布后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

报告初步估算出中国数字文化产
业的规模：2017年，数字文化产业增
加值约为 1.03—1.19 万亿元，总产值
约为 2.85—3.26 万亿元。2020 年数字
创意产业规模预计将达到 8 万亿元。
报告显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总量

已趋高位，即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产业。

这些判断无疑是令人兴奋的。它
让我们看到了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相
互融合迸发出来的巨大潜力，也看到
了数字技术在丰富文化内涵的同时，
为文化消费创造出的新机遇。

中国高度重视数字文化产业发
展。“十三五”期间，数字创意产业
首次被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作为数字创意产业中最为
核心的部分，数字文化产业是以文
化创意内容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
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已
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数字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可持续
发展不仅涉及到现代经济体系，也关
乎文化自信。

今天，全球都进入了一个数字化
颠覆的时代。世界范围内，数字技术
与网络技术正在融合形成以网络为依
托、以数据为关键资产、以高度智能
化为发展方向、带动经济社会文化整

体发展的新兴数字创意产业。各国政
府纷纷出台战略，开启文化产业的数
字化转型之路。中国的数字文化产业
在全球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在不少领
域实现了“并跑”，甚至“领跑”，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歇一歇”

“停一停”。
在数字文化产业处于新一轮爆发

性增长的前夜，在对数字文化产业的
规模、增速和发展形成科学判断与预
测之后，如何抓住产业发展优势，利
用 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一步抢
占发展先机，是政府和企业下一步要
面对的首要任务。相信只要应对得
当，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将会进入到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不仅会对国家整体
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重要的影
响，也将显著提升中国文化的竞争力
和影响力。

开播即获得豆瓣9.3分好评的文化交流
类节目 《非正式会谈》 日前收官。该节目
借由外交场合的惯用语“非正式”，组织全
球 11个国家不同行业的青年代表，围绕世
界各国文化的异同和当下社会热点问题展
开讨论，睿智幽默的国际范儿受到许多观
众的喜爱。

《非正式会谈》 设有“提案”“全球文
化相对论”两个环节，前者抛出的是最近
国内文化的争议观点，让 11位各国代表就
此辩论；后者主要从某个热点切入，谈论
11 位代表所在国家的一些文化特点。从衣
食住行到时下流行元素，从朋友间如何相
处、宿舍文化到催婚、偶像价值等，当代
年轻人在现实中会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在节
目的交流范围内。

“求同存异”和“兼容并包”是贯穿
《非正式会谈》的基调，呈现“他者眼中的
当下中国”和消解“对各国文化的刻板印
象”则是节目的目标。在“提案”环节，
不同国家的青年代表会对中国文化现象做
全球性分析。如中国的红包文化，为何在
中国人看来结婚包红包稀松平常，但在老
外眼中却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情？类似这样
的问题，通过辩论会被重新思考，传统思
维的枷锁就此打破，受众对文化的认知变
得更加辩证和包容。

在“全球文化相对论”环节中，外国
青年以有血有肉的形象现身说法，弥合了
受众因时间空间的羁绊产生的对某些国家
的认知鸿沟。在各国青年代表的故事讲述
和情感表达中，人们得以看到跳出书本、
更加接近真实的当代国际文化。

《非正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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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文贝

《《非正非正式式会谈会谈》》

促中外文促中外文化化交交流流
□□ 胡文胡文贝贝

“领跑”数字文化时代机不可失
□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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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中的外国青年代表节目中的外国青年代表

画中的英雄值得敬仰

“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
展”是国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特别举办的展览。“这次展览从国家
博物馆馆藏中精心挑选了部分优秀油画、
国画和雕塑作品，力图全景式地向观众展
示中国革命从星火燎原到开国大典的艰难
曲折和苦难辉煌，引导观众缅怀革命先烈
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国家博物馆馆长
王春法说。

在国博中央一号大厅两侧墙上，按照
时间顺序悬挂着13幅绘画作品，从《井冈
山会师》 到 《转战陕北》，从 《北平解
放》 到 《百万雄师下江南》 ……反映了革
命史上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

叶浅予创作的 《北平解放》 是为数不
多的国画作品之一。画面中洋溢着鲜艳的
红色，漫天祥云飞舞，城楼和街道上满是
欢乐的人群，传神地表现出喜庆热烈的气
氛和人们发自内心的喜悦。

西大厅展出 15 幅画作和 41 件雕塑作
品。王朝闻的“刘胡兰”、司徒杰的“白

求恩全身像”、许章衡的“红军和彝族兄
弟”、潘鹤的“翻身农民”……“这些都
是美术史上经典的作品。”中国艺术研究院
美术研究所所长牛克诚说，“老一辈艺术家
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这些雕塑，对人物
的刻画生动真实、富有感情。今天我们看
这些作品，依然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

来自深圳的中学生小张在中央大厅仔
细欣赏一幅幅画作。“ 《狼牙山五壮士》
等作品之前在课本上看过，今天能近距离
欣赏原作，非常难得。这些作品让我们看
到早期革命的艰苦，画中的英雄人物值得
我们崇拜敬仰。今天我们能过上衣食无忧
的生活，离不开他们的奋斗和付出。”

第一面国旗凝聚着感情

中央大厅正面的巨幅屏幕上，播放着
1949年开国大典的视频，屏幕两旁挂着当
时天安门城楼上的红灯笼，展厅里陈列着
开国大典上使用的礼炮、毛泽东主席使用
的话筒、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首版国
歌唱片等，仿佛再现了当时的盛景。

长 4.6 米、高 3.38 米的五星红旗，平

铺在大厅中央的展柜里，吸引了许多观众
拍照。“这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主席亲
自按下电动按钮升起的五星红旗。它是当
年由工艺精湛的技术人员精心缝制出来
的，一针一线饱含着制作者的感情。”国
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鸣说。

策展人员向记者讲述了这面五星红旗
的故事：1949年9月29日上午，国营永茂
实业公司接到指示，要为开国典礼赶制一
面五星红旗。由于当时的印染技术达不到
印制大幅面国旗的要求，只能采用手工缝
制。制作五星红旗的红绸、黄缎来自前门
大栅栏的瑞蚨祥，再交由西单“新华缝纫
社”缝制，于10月1日凌晨完工。1951年
7 月，这面国旗由北京市政府拨交给中国
革命博物馆 （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陈列和
保存。

开国大典红灯笼首次公开展出

国家博物馆英模陈列馆丛诗音介绍，
展览中的天安门城楼红灯笼、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各部门印章 （除教育部印章以
外） 和一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馆印

章，均为首次展出。“从 1949 年开国大典
起，每逢节日和大型庆典，天安门上就会
悬挂 4 对巨型灯笼。1994 年国庆前，这种
木骨架灯笼才光荣退役，取而代之的是一
种钢结构折叠式新型灯笼。”

丛诗音说，开国大典所用的 108 门礼
炮 （使用 54门，备用 54门），如今保存下
来的只有 2 门，均藏于国博，也在此次展
览上呈现。

展品中还有最早的中央人民政府木
牌，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
议通过并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签名册》以及1949年10月1日前后的报刊
等。这些文物、文献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
历史进程。

展览开幕当天就吸引了大量观众参
观，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父母带着
孩子，还有外国观众。一名戴着红领巾的
小女孩站在国徽旁庄严敬礼、拍照留念。

刘万鸣说，此次展览为期 3 个月，将
持续到国庆之后，相信将引领广大观众重
温新中国成立的伟大征程，感受作为中国
人的光荣与自豪。

在国博“亲历”开国大典
□ 本报记者 邹雅婷

《开国大典》《北
平解放》《狼牙山五壮
士》等经典画作，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
星红旗，天安门城楼
上悬挂的红灯笼……
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

“屹立东方——馆藏
经典美术作品展”现
场，一系列经典作品
和珍贵文物，生动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艰苦奋战的革命
历程，带你重温70年
前新中国诞生的伟大
时刻。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后，根据各方
面意见，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确定了对被关押
的国民党战犯的总体政策：不审不判不杀，给
予人道主义待遇，组织政治学习和参加劳动改
造，待时机成熟后，再酌情提出处理办法。

正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 《特赦 1959》，
就讲述了华北功德林管理所改造战犯以及 195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特赦战犯若干的重大历
史事件。这是这段历史首次在电视荧屏上体
现。主创们以这部剧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着力打造

该剧制片人之一单骁男说，这段历史鲜为
人知，改编电视剧的难度很大。在公安部的支
持下，在很多专家的帮助下，主创们慢慢找到
了自信。“应该感谢编剧赵琪丰富的生活经验和
能力、知识储备，打造了一个好剧本；董亚春
导演深厚的艺术功力、严谨的创作态度以及他
带领的服化道美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各个细
节上力求还原历史；最后当然还有演员们的精
彩演绎，这段历史才能展现在荧屏上。”他说。

这部剧还比较成功地把新中国第一个十年
的社会状况和历史大事，跟改造战犯的剧情有
机结合，抗美援朝、西南剿匪、北京旧城改造
等事件逐一表现，还通过战犯参观长春汽车制
造厂、武汉长江大桥、沈阳机床厂等展现了祖
国新貌，使这部剧显得更加厚重、温馨。

真实再现

据介绍，剧中的战犯绝大部分是历史上真
实存在的人物，只有4个虚构的角色，也是糅合
多个战犯的亲身经历和细节组成的，“每个人物
的情感和心路历程都是真实的，甚至可以说是
有证可查的”，观众可以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形象和人性的复杂。

让敌人认同我们，比在战场上打败他们更
难。这些战犯最终改过自新，成为自食其力的
公民，这一艰难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单骁男说，主创和公安部专家认为，最主
要的是感化，还有就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对国
民党战犯内心的巨大影响。当时许多国民党高
级军官身患重病，周恩来总理直接指示给他们
治病，对战犯的关怀无微不至，令他们大为感
动。在剧中饰演华北功德林管理所所长王英光
的张铎则提到信仰的力量，他说：“中国共产党
信仰坚定，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要让所有的老
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才能战胜有美国军事援
助、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

用心演绎

无论战犯还是我军官兵的扮演者，在剧中
都奉献了有特色、有功力的表演。比如张铎饰
演王英光就塑造得有血有肉。张铎表示，他曾
去英国战争博物馆参观，浏览“一战”“二战”
的视频和文字资料，获得了切实的感受。王英
光并非高大上，他也有从不想到功德林工作、
希望投身新中国建设，到抛开杀妻的个人恩
怨，带领大家努力完成战犯改造任务的转变，
他的成长和转变很真实。

《特赦 1959》 片花里有句话：“君子赦过，
强国宥罪。”语出 《易·解》：“君子以赦过宥
罪。”单骁男说，剧中化用这句古老的表达，表
现了执政者的胸怀和大国自信。张铎表示，改
造和特赦战犯的做法当时获得了极大的社会效
应和国际舆论效应，体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瞻
远瞩，值得后人敬佩。

《特赦1959》

展现一段珍贵历史
□ 本报记者 苗 春

《特赦1959》剧照

本报电 （记者张稚丹） 8 月 21 日至
25 日，第二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
会 （简称图博会） 将在中国国际展览
中心新馆 （顺义） 举行，为国际出版
界和广大读者奉献一场全球版权贸易
和全民阅读的盛宴，同时展示中国 70
年出版成果及新闻出版业数字化发展
最新成就。

因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及第
九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同时、同地
举办，集合了三大行业盛会的展览总
面积达 10.68 万平方米，首次实现国际
展览中心 8 展馆全覆盖，达到新国展的

极限。来自 9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0 多
家展商将参加书展，其中海外出版机
构 达 1600 多 家 ， 国 际 展 商 比 例 达
61.5%，世界出版 50 强的日本集英社和
世界三大动漫巨头之一的 DC COM-
ICS 都将首次亮相图博会。现场将展出
30 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的图书，举办
1000 多场丰富的出版文化活动，主宾
国为罗马尼亚，主题为“罗马尼亚——
一书之遥”。

西 2 馆特别设置“5G 新阅读”展
区，重点展示5G时代“万书互联、人书
互动、纸电融合、人人阅读”的未来新

阅读应用场景，读者可在此享受 5G+全
息交互分享、5G+AR 增强现实阅读、
5G+MR混合现实阅读、5G+VR虚拟沉
浸 式 阅 读 、 5G 网 络 高 速 体 验 5 个

“5G+”新阅读体验。时值澳门回归 20
周年，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产业基金支
持、澳门文化公所主办的“澳门馆”将
首次亮相图博会。

本届图博会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科
学技术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出版
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图书节由中
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图书进出
口 （集团） 总公司承办。

第二十六届北京图博会举旗待发

展览现场 李雨青摄

本报电 （记者苗 春） 由爱奇艺主办的
“文艺创作新春天”主题论坛日前在第三届中国
“网络文学+”大会期间举办。嘉宾们就网络文
学与 IP （指知识产权） 衍生形态融合发展等问
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一直以来，爱奇艺文学坚持以“网感订阅
文+品质好故事”为核心，不断挖掘具有用户影
响力和影视改编价值的精品原创内容，全力促
进两类内容融合发展。据悉，云腾计划作为爱
奇艺文学核心的创新版权分成模式，正陆续覆
盖影视、出版、有声、游戏、漫画等形态，不
断实现文学驱动影视，生态赋能文学的 IP联动
价值。据悉，从 2018 年至今年 6 月，通过云腾
计划实现超百万元人民币影视版权收入的作品
已有5部。

爱奇艺“文艺创作新春天”论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