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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文 纳） 近期，正在热播的电视

剧 《加油，你是最棒的》 通过讲述过气艺人郝泽
宇在逆境中坚守初心，与几位同样在北京打拼的
朋友组成“草台班子”，勇敢追梦的故事，让观众
看到了演艺圈题材创作的烟火气。比如剧中主角
北漂十年，想离开北京之际，引来了网络上关于

“北漂十年该走吗”的热议。这些讨论反映了社会
关切。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近日，由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和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培训交流中心主办的第四届中传花少语言能力展示活动举行。来自全国3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千余名青少年参加活动。他们通过个人展示、名
师讲座、主题晚会等活动了解口语传播技巧，感知传统文化魅力。

活动创始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丁龙江表示：“活动旨在让青少年告别
语言贫乏，在语言能力形成的黄金时期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增强词汇储
备，告别‘演讲焦虑症’。”

开学季来临，大学迎来新生。2019级大学
新生的主体力量来自一个崭新的群体：零零
后。恰好，一部跟踪拍摄 12年、记录一代人成
长历程的纪录电影《零零后》日前在京试映，并
将于9月3日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公映。

该片导演张同道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从 2006 年开始，他带领团队拍摄一所幼儿园
里的儿童，他们上小学之后，摄制组继续跟踪，
相继制作了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小人国》

《成长的秘密》《成长的秘密之小学时代》等。
这些作品在央视播出后曾引发广泛的讨论。
2019年完成的纪录电影《零零后》，以12年的跟
踪拍摄，塑造了两位个性鲜明的“00 后”形象。
池亦洋 5岁在幼儿园唱《国歌》，歌词没记住，
直接从“筑起新的长城”切到“冒着敌人的炮
火前进”。15岁的他代表中国橄榄球青年队出
现在国际赛场上，庄严地唱起《国歌》。他曾经
从幼儿园“孩子王”滑入小学差等生行列，直到
中学偶遇橄榄球，仿佛一道光照亮了前方。现
在他 18 岁了，意识到正确的路总是布满荆棘
的。柔柔总是被妈妈打扮得像一位小公主。
不过，电影里小公主常常跌入世俗生活：同伴
的孤立，数学的磨难，舞蹈逼出来的眼泪，还有
14岁孤身求学异国，承受与年龄不相称的心理
磨难。今年秋天，柔柔已经开启大学生活模
式，她选择的是教育学，她想用教育帮助更多

的孩子成长。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科技进

步，北京奥运会，杭州 G20，“00后”就生长
于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时代。电影里的人
物是个体的，但电影里所讲述的教育问题却是
普遍的。从这一意义上说，《零零后》是用电
影写给中国父母的一封家书。

本报电 （毛艳琴） 8月21日，2019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在京举行。来
自中、英、法、美、德、日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出版高层人士，围
绕“共享与共赢：新时代中外出版合作创新”的论坛主题，共同探讨用高质
量的国际出版合作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雨果·塞泽在致辞时指出，国际出版商协会希望全球
不同读者在不同国家能阅读到越来越多的图书。中国图书、报纸和期刊的年
进口额已达到30亿元，190余个国家的图书版权已输出到中国市场。中国出
版业在国际出版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必将与全球出版业一道，通过
开展更多的合作来为未来出版业的发展繁荣保驾护航。

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由新华书店总店《国际出版周报》于2016年8月创办，
已在北京和伦敦连续举办5届。本次论坛还发布了亚洲文明合作出版倡议。

本报电 （文 一）《中国当代作家论》 新书分享会日前在北京举办。作
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商震、青年批评家李壮、《于坚论》作者霍俊明与
会。于坚是“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人物。这本关于于坚的专论，作者用诗
人批评家的方式细读和还原于坚，在随意、散漫的氛围中寻找于坚诗歌、散
文内部的秘密和多样性。

《中国当代作家论》 丛书采用专著的形式，一位研究者专注于一位作家，
以一对一方式全面梳理作家的生平、作品，此次一同推出的还有 《苏童论》

《刘恒论》《张炜论》等共6部作品。

本报电 （文 依）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编写的《2018中国艺术
发展报告》近日出版发行。

报告共约 37万字，包括总论和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曲艺、舞蹈、
民间文艺、摄影、书法、杂技、电视、文艺评论共12篇章和年度大事记。报
告认为，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激发了艺术创作演展与研究，文艺政策坚
定引领有效落实，现实主义创作成为主流，影视艺术质量提升，造型艺术创
作展览丰富，舞台艺术凸显民族美学，民间文艺取得保护传承发展研究实
效，文艺评论力量显著增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评论话语体系建设日
趋自觉。

专家们认为，这本报告辨识度高，既是体现年度大事要点的工具书，又
是融汇百家思想观点的参考书，同时也是外界人士了解艺术行业发展的启蒙
书。据介绍，《中国艺术发展报告》由中国文联每年组织业界学界百余位专家
学者编著，自2012年来已连续出版7部。

国际出版高层畅谈高质量出版合作

《2018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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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赖 睿） 由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办的“瓷臻觉福——明清内造藏传佛像德化瓷艺传
承展”日前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开幕。80余件作品呈
现德化瓷佛像的当代风貌。

本次所展佛像以白瓷为主，有建白、象牙白、婴
儿红、帝皇瓷、瓷质贴金彩绘等，釉色丰富多样；所
涉题材均为藏式佛像，其艺术性、文化性以及技艺上
的精湛和法度上的严谨，都令人称赞。

据悉，这批瓷佛像，是由蔡志奇、郑鑫、林建
胜、陈文德、郑金星、丁慧等一批中青年艺术家打
造。他们历经数年，深研明清两朝内造藏式佛像的技
艺和文化，学习并借鉴藏传佛造像的工巧和规矩，依
据 《造像量度经》 手塑成型，经 1380℃高温烧制后不
走形，再现了德化瓷特有的油润通透的象牙黄质地。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邱春林表
示，这次展出的瓷佛不仅在题材、工艺手法上有创
新，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传统的德化瓷佛的样式，呈现
出东方美学的特征，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他认
为，展品 《八大菩萨》 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德化
瓷佛中出现的最好作品。“我越看越激动，那种曼妙的
姿态，身体肌肉的处理，带着东方美感，是中国人理
解的完美的佛和神的样子。”邱春林认为，这批瓷佛不
仅为德化瓷打开了一个新的方向，并且树立了一个技
艺的标杆，审美的标杆。

德化瓷在世界瓷坛独树一帜，有“世界白瓷之
母”之称。德化白瓷素来以温润、明净、典雅、精巧
著称，其白被称为“象牙白”“鹅绒白”，宋元以来，
始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福建
省文联副主席王来文表示，德化陶瓷艺术以佛像造型
为一大特色，500年的历史发展至今，面临着如何在守
正中创新的问题。举办这次展览，期望本土艺术家能
够对传统文脉加以吸收和思考，让创新拥有更丰厚的
基础。

展览将于8月31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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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苗 春） 为隆重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8月 25日晚，“我爱你中国——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优秀电视剧百日展播活动”启动仪
式在青岛举行。

启动仪式由任鲁豫、李杨薇、刘涛、林永健
共同主持，演出阵容涵盖了牛犇、李雪健、斯琴
高娃、唐国强、刘佩琦、于和伟、秦海璐、张
桐、张国强、黄轩、蒋欣、李易峰、佟丽娅等老
艺术家、优秀中青年演员以及其他主创代表。

自 2018 年以来，在中宣部指导下，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即开始提前规划、精心筹备，推动
全国电视剧制作机构紧紧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开展创作。最终 86 部电视剧向全国电视
台推荐播出。这些作品聚焦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奋斗历程，尤其是
着重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
性变革，充分表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追求美好
生活的奋斗实践。

截至目前，全国各级电视台已经相继播出了
《可爱的中国》《共产党人刘少奇》《破冰行动》
《麦香》《共和国血脉》《花开时节》《在桃花盛开
的地方》《特赦1959》《小欢喜》等作品，受到观
众的喜爱。自 8 月下旬开始的百日展播活动期
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省级卫视、主要视频

网站将陆续推出 《伟大的转折》《激情的岁月》
《希望的田野》《奋进的旋律》《外交风云》《陆战
之王》《空降利刃》《在远方》《老酒馆》《遇见幸
福》《奔腾年代》《觉醒年代》《光荣时代》《新世
界》《瞄准》等剧目。

著名编剧高满堂认为，此次参展剧目不但数
量较多，而且题材丰富，宽泛灵活，比如爱情剧、
行业剧等都有入选，入选的标准可以概括为“正
能量，大格局，可回望历史，可展望未来”。

参与展播的作品不但立足表现真实的历史和
现实，而且题材新颖。《外交风云》 导演宋业明
说，真实的历史是最有魅力的，由于聚焦新中国
外交战线的电视剧此前很少，所以他拍摄了此
剧。《陆战之王》 编剧、导演张寒冰表示，这部
剧第一次表现了我国的科技化坦克部队，首先让
他自己产生强烈的好奇心，然后下部队采访，得到
许多故事。这些剧也塑造了许多立体感人的人物
形象。《太行之脊》中饰演刘伯承的杨均柏做了生
活化的表演，塑造的刘帅既有知识分子的儒雅，又
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质。《绝境铸剑》里的
红军独立团战士身份各异，有乞丐，有旧军队的军
人，有木匠，有长工，有地主家的少爷，革命军队把
他们拧成一股绳，变成能够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
人。《太行之脊》导演张玉中说，描写一二九师在太
行山抗战故事的影视作品曾经有过，他考虑的是
这部剧如何在内容上“不忘初心”，艺术表达上“不
走老路”。为此，该剧努力挖掘主要人物的情怀，
合理地为领袖人物创设细节，比如邓小平给刘伯
承送羊奶，设置4对虚构人物，添加谍战线索等。

更重要的是，所有主创在采访中都表示，在
创作中考虑到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和观剧习惯，
在创作手法上更加接地气，更通俗易懂。张寒冰
说，这部剧实际上就是“95 后”新兵一个个地

“打怪”升级的过程，就是一个年轻人的奋斗
史，和许三多相比，这一代士兵更善于思考，但
忠诚爱国的本质是不变的。

自 8月 9日上映后，电影 《上海堡垒》 因
为在网络上引起一波又一波的批评声浪，几
度登上微博热搜，成为舆论焦点。

许多批评者指出了这部电影存在的不足
与问题，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一针见血，
为电影主创和演职人员提出了值得反思与总
结的教训。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批评者根
本没看过电影，就抱着先入为主的心态与墙
倒众人推的心理“盲目黑”“跟风黑”，肆意
宣泄情绪，恶意刷低分。

近几年，网络上“盲目黑”与“跟风
黑”的风气渐盛。有些电影还没公映，评论

里就有人说“看这个明星演就觉得这部戏很
烂”“从造型就能看出来是个烂片”，电影没
去看就说“看都不用看也知道很差”“这么多
人差评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之类的话。更有
甚者，用谩骂代替批评，对主创团队和演职
人员进行道德批判和人身攻击，戾气之重令
人触目胆寒。这样的风气如果持续蔓延，对
电影和其他艺术创作来说，都将是一种伤害。

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发表观点
从技术层面上变得轻而易举了，更多考验的
是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如何避免人云亦
云、盲目跟风，用理智克制的态度去观察分

析，需要智慧，更需要一份冷静和善意。
电影商业化的进程中，各种因素纵横交

织、错综复杂。在泥沙俱下的信息里，如果
不经分辨、挑选、思考，很容易被所谓的“一面
倒”或者“一面捧”所裹挟，陷入“跟风黑”或者

“跟风吹”的状态里。这些凌驾于理性之上
的贬损以及吹捧，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就
会形成巨大的负能量旋涡，像飓风一样席卷
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影工业以及投身其中的电
影工作者，产生难以估量的破坏力。

艺术创作没有完美。无论电影、电视
剧、文学还是其它艺术门类，无一例外都要
接受受众的审视与批评。有人说好，有人说
不好，都不足为奇，更应该提倡，前提是这
些评价是在尊重、真诚、友善、客观的基础
上给予的。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目的是为
我们的社会提供正能量。只有在这样的舆论
环境中，我们的艺术创作才会被真正地激发
和促进。

“盲目黑”“跟风黑”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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