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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水墨、漆画、蜡染、装置、摄影、影像
……塞尔维亚时间 9 月 16 日晚，涵盖多种艺术形式的
30 余件中国当代艺术优秀作品，亮相“多瑙河对话”
当代艺术节主宾国项目“无声处——丝路上的中国当
代艺术”展。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
局，塞尔维亚共和国文化与信息部，塞尔维亚伏伊伏
丁那省文化、新闻和政府关系局等单位指导，中国文
化传媒集团、塞尔维亚贝尔美术馆主办。

“多瑙河对话”当代艺术节始创于2012年，是多瑙
河地区最富盛名的视觉艺术节，在塞尔维亚及中东欧

地区的当代艺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力。本届艺术节吸引
了来自 14 个国家的数万名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
艺术爱好者参加。此次“无声处——丝路上的中国当
代艺术”展是艺术节首次向中国机构和艺术家发出邀
请，也是中国首次受邀作为主宾国设立国家馆。

“无声处——丝路上的中国当代艺术”展从不同侧
面展示出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生态，成为本届“多瑙
河对话”当代艺术节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策展人萧
煌介绍，本次展览的主题“无声处”来源于 《道德
经》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展览从中国传统审美

理念出发，进行当代艺术语言转化，希望从多元的文
化角度，呈现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内在秩序建构与走
向深处的文化价值力量。

伏伊伏丁那省文化、新闻和政府关系局局长德拉
加娜·米洛塞维奇对本次艺术展给予高度评价：“这个
展览的作品令人惊艳，中国艺术家在作品中将古典
的、传统的艺术元素，通过当代的创新语言加以表
达，是值得塞尔维亚艺术家借鉴的。”

塞尔维亚地处欧洲东南部，是中东欧地区第一个
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也是参与“一带
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最积极的国家之
一。随着中塞两国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入，两国人
民也加深了友谊和相互了解。“多瑙河对话”当代艺术节
创始人、艺术总监维斯娜·拉提诺维奇表示，中国代表
团的加入为艺术节带来了崭新的视角，非常有助于塞
尔维亚观众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活跃生态和多元面貌。

展览将持续至当地时间10月10日。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度假成为备
受追捧的休闲方式，旅游相关的衍生行业也纷纷兴
起。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以“旅游业”为创作题材
的影视作品大量出现。目前，聚焦国内旅游行业的电
视剧 《十年三月三十日》 正在各大平台播出。该剧讲
述了六位性格迥异、拥有不同梦想的年轻人在一线城
市奋力打拼，追寻爱情和理想，共同成长的故事。

《十年三月三十日》将视角对准旅游行业内部。剧
中，男女主角的设定都是旅游业工作者，两人因“旅

行”重逢，彼此的爱情与梦想都围绕着“旅游”这一
核心议题铺陈展开。现代旅游行业的典型情境，如旅
游安全、旅游公益以及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建设等，
在剧中都得到真实还原。为了真正熟悉旅游行业，打
破专业知识壁垒，主创团队不仅对国内某知名在线旅

游平台进行多次调研，还邀请国外专业机构作为旅游
顾问，协助规划旅游路线，以专业视角解读旅游行业
发展态势。

在制作上，《十年三月三十日》对细节制作进行了
高标准的要求，包括人工搭建 1800 平方米的超大空间
摄影棚，采用电影级设备进行拍摄等。制作团队还赴
上海、苏州、深圳、日本等多地实地取景，对时尚的
都市气息、秀丽的岛屿山水、梦幻的雪景风光一一进
行呈现。富有美感的视觉画面、具有青春感召力的表
达，使电视剧具有观赏性和时尚感。随着电视剧的热
播，剧中同款旅游路线受到年轻观众的追捧，在一定
程度上助推了旅游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剧中人物在
职场上拼尽全力的状态，真实表现了当代年轻人力争
向上的生活风貌，传递出青年一代为梦想、为生活，
不惧挫折、砥砺前行的青春能量。

（图为电视剧剧照）

近日，周杰伦的新歌 《说好不哭》 在网络
上线，引起“夕阳红粉丝团”疯狂转发。从付
费听歌到转发截图，朋友圈“遍地都是眼泪”。
距离上回的粉丝打榜大战不过数月，周董又实
力火了一把。

这首新歌延续了周氏情歌的一贯风格，或许
并未给歌迷带来太多惊喜，但这并不影响歌曲的
火爆。可见，这次新歌触发的效应不在歌曲本
身，而在于听周杰伦歌曲长大的这代人，如何自
觉热烈地追忆青春——家门口那早已倒闭的音
像店、放学路上兜里的随身听、唱片机里十几块
钱买来的盗版光碟……那些关于周杰伦的集体
记忆与情绪，在这场线上狂欢中得到了呼应。

每代人都有专属的精神符号，它可以唤起
记忆、建立联系、塑造群体认同。同时，这样
的符号又是时代潮流的体现，是浓缩的时代标
本。虽然岁月流转，将“偶像”更名为“爱
豆”，用“饭圈”指代“粉丝”，但内核没有改
变，都寄托了一代人的情感，是时代生动的文
化标记。因此，人们追捧新歌更多是缅怀一代

人的青春。当年的“随身听一代”“MP3 一代”
已经长大，或是作为职场新人感叹“做个社畜
太难了”，或是人到中年深陷柴米油盐的琐碎生
活。童年的稻香和窗外的麻雀消失不见，各种
烦恼也悄然而至。花3块钱购买一首歌早已不是
问题，但小时候躲在音像店听音乐的简单快
乐，却已变得遥不可及了。

怀旧，或许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种情绪，是
对平淡的一种对抗，也是在重温中寻找心灵慰
藉。不过，往日时光固然能酿成一杯美酒，却也
要相信更好的还在发生，最好的还没到来。自嘲
为“夕阳红粉丝团”的粉丝们，已经在歌声的陪伴
下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这意味着更多
的压力，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舞台。偶尔怀旧
可以，眼睛却要看向前方，为自己、也为他人的梦
加油。毕竟，“成长为更好的大人”别无他法，唯
有更加勤勉地工作、
更加认真地生活，正
如 歌 里 所 唱 ，“ 擦 干
泪，不要问，为什么”。

本报电 （记者郑海鸥） 由江西省抚州市人民政府主
办的首届象山文化旅游节暨陆象山诞辰880周年纪念活动
新闻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

陆象山是南宋金溪县延福乡青田里人，“心学”创始
人，自称“象山翁”，世人尊称其“象山先生”。“象山心
学”上承孔孟，下启王阳明，对中国、日本、韩国以及
东南亚国家的思想和社会变革产生重要影响。

2019年是陆象山诞辰880周年。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打造“象山故里·心学圣地”，抚州市于今
年4月至10月举办首届象山文化旅游节暨陆象山诞辰880
周年纪念活动。10月下旬，瞻仰陆象山故里、特色表演
和快闪活动、“心学”文化论坛及研讨会、象山文化媒体
采风行、“象山故里·心学圣地”文化旅游周等一系列活
动将陆续举办。

本报电（潘启雯） 由北京大阅文化策划、北京联合
出 版 公 司 近 日 出 版 的 《北 京 阅 读 空 间 漫 游 指 南

（2019-2020）》 图文并茂，收录描绘了北京 100 多家实
体书店、阅读空间典型多元化经营的多彩画面。

北京目前约有 1300 家书店，今年上半年新开了 300
多家。《北京阅读空间漫游指南 （2019-2020）》 是北
京首次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编撰的大型实体书店发展图
鉴，它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向导和漫游指南，而且是一
个记录者。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浙江省青田县组织策划
了“侨声赞祖国·我的中国心”全球网络拉歌活动。在70
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拉
歌”的形式展现海外青田人与祖国共奋进，与世界共前
行的赤子情怀。

青田是全国著名侨乡，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
33 万华侨。本次拉歌活动自 6 月启动以来，得到了青田
华侨华人的广泛支持和踊跃参与。参与拍摄的既有教
师、医生、学生、商人、律师等青田华人华侨，也有西
班牙克鲁斯港市长等多个国家的外国政要、国际友人；
既有 82岁的侨一代老人，也有 5岁的侨四代儿童。截至
目前，活动共收到来自海外 52个国家 70个城市的 122个
拉歌视频，受到海内外媒体和网友的关注，在各个网络
平台推送的拉歌视频，累计点播量达到了1300万次。

捷克华人华侨妇女联合会会长陈金妹此次组织了100
多位丽水华侨，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布拉格广场，用歌声
为祖国送上深情祝福。“7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
华侨感到非常振奋！”陈金妹说着说着，不禁热泪盈眶。

西班牙中西交流发展协会会长、青田华侨黄肖中表
示，爱国是一种非常深沉的情怀，表达这种情怀需要仪
式感，当大家同声共唱 《我和我的祖国》 时，前所未有
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祖国的繁荣和富强，给每位华侨带
来的是满满的自信，祖国是我们坚强的靠山和后盾。”

上图为西班牙青田华侨华人在拍摄拉歌视频
（西班牙中西交流发展协会供图）

为5.4万件藏品建文物库房

恭王府目前有5.4万余件藏品。由于缺少符合
标准的文物库房和现代化展厅，在保存和展览上受
到局限。接下来，恭王府将在博物馆硬件系统方面
发力，计划于2020年修建完成一座满足现有藏品保
管需求，并具备一定可发展空间的恒温恒湿文物库
房，为举办更多更好的大型展览提供平台基础。
此外，恭王府将借助互联网优势，通过数字化手
段将5.4万余件藏品进行保存，形成一个可供社会
共享、共同研究、共同开发的藏品数据库。

定位社区博物馆

恭王府地处什刹海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抓住这一区域文化优势，恭王府进一步
明确了自身社区博物馆的定位。今后，恭王府将

把王府文化与社区建设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博物
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如打造面向全年龄观众的研
学基地，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全文化教育活动，通
过文化普及，让观众感受到文化魅力。同时，恭
王府也将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到博物馆建设中，通
过共同策划公共教育活动、策划展览等方式，服
务社会，满足社区居民文化生活需求。

提升拓宽文创产业

恭王府目前已拥有福文化文创产品系列，接
下来将进一步拓宽文创产品序列。恭王府文化内
涵丰富，覆盖面很广，除了福文化之外，还有其
他特色鲜明的文化，如建筑水法楼，满族食品、
饮食习俗在内的满族文化等，都可以转化成文化
IP。恭王府将充分利用特色，开发与百姓生活密
切相关、浸润着文化价值的高品质文创产品。

打造有生命力的文化空间

恭王府的文物保护除了建筑体、藏品等实物
外，还包括非实体性文物的保护。百余年来，众
多文人雅士在这里雅集交游，留下许多传统文化
活动的痕迹。今后，恭王府将进一步复活这些文
化活动，如从海棠雅集中衍生出来的“中秋寄
唱”，是由昆曲专家对大量优秀古典诗词作品进行
再创作，交予戏曲名家现场演绎的文化活动。接
下来，恭王府将整理历年文化活动中的词谱曲作
品，并制成影音资料，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和发扬出去。另外，恭王府还将继续围绕传统节
日、二十四节气等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打
造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文化空间。

成立王府文化研究会

经过多年发展，恭王府在王府文化研究领域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接下来，恭王府将依托清宫
史研究会，牵头成立王府文化研究会，集中全国
的“王府文化”研究单位和资源，打造全国性学
术研究机构。此外，恭王府拟联合北京和其他各
地的王府，比如内蒙喀喇沁王府等，共同推广王
府文化。

本报电（记者苗 春） 国产电影 《桂香街》 日前在
京首映。

影片根据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同名原
著小说改编，著名演员吕丽萍、句号主演，青年导演石
磊担纲编剧和导演，讲述了全国劳动模范、常州市钟楼
区原吊桥路社区原党委书记许巧珍，从一名普通纺织女
工成长为全国最美基层干部的成长经历。石磊表示，范
小青的文学作品没有大的跌宕起伏，也没有波澜壮阔的
场面，但有很多让读者珍视和感动的细节。影片主题就
是描写人物的命运和情感，还原许巧珍平凡而伟大的医
生。影片已于9月20日登陆全国院线。

（上图为电影剧照）

本报电 （记者郑 娜） 9 月 19 日至 9 月 22 日，
“碰撞与交汇”——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音乐当代研究
暨第二十二届 CHIME （“磬”）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研讨会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中
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
会及其主办的杂志CHIME（《磬》） 等联合承办。

共有 121 名中外学者参与本届会议。会议探讨的
议题非常多元，除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音乐史学、中国
民族民间音乐、中国音乐传播等问题之外，还涉及大
量中国当代音乐作品的研究论题。会议不仅集中展示
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研究成果，也是中国相关领域学
者的一次集体亮相，让中外学者看到古老的中国音
乐文化在当下焕发出来的蓬勃生机。

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成立于 1990 年，在增
进中外跨文化理解、推动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促进
中国音乐国际传播上作出重要贡献。“磬”国际学术
研讨会于 1991 年首次举办。本届会议是第二次在中
国本土举办，是近年来中国音乐界的一次重要国际
会议。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3场作品音乐会 （民族器乐重
奏音乐会、民族器乐独奏音乐会、室内乐新作品音乐
会）。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主要议程结束后，会议协办
方之一山西吕梁艺校还安排中外学者赴山西吕梁采
风，对山西的民间音乐进行考察。

恭王府要“变身”
□ 本报记者 郑 娜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恭王府两个月内
接待了140万观众，相比往年增加了25%，
日均接待量3万余人次，最高时达到4.5
万人次，一度达到或超过景区最大观众承
载量。为最大限度保证古建安全和观众安
全，改善参观秩序，提升观众参观体验舒
适度，恭王府博物馆在2019年国庆期间
试行全网售票及限流措施，预计2020年
正式实行全网售票及分时售票。

青田华侨
全球拉歌赞祖国
□ 周 洁

青田华侨
全球拉歌赞祖国
□ 周 洁

温馨提示

每年约接待400万海内外游客的恭
王府，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
家5A级景区，同时也是国家一级博物
馆。近年来，文博行业发展迅猛，形
成了一股博物馆热潮，也暴露了博物
馆之间存在的同质化问题。为了进一
步挖掘文化内涵、拓展文化空间、推
广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区居民文化
生活需求，恭王府博物馆日前在京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系列改革举
措——

以东方美学构建国际对话
□ 景晓萌

周杰伦新歌为什么火
□ 周春媚

电视剧《十年三月三十日》

奔赴“远方”的青春之旅
□ 孟 瑶

抚州举办首届象山文化旅游节

22届“磬”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漫游北京的阅读空间

电影《桂香街》

还原最美基层干部事迹

▲2019年，恭王府大戏楼举办非遗演出季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