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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的传说》是一部儿童剧。对于排儿童剧，我是
心向往之的，因为儿童剧创作需要很多想象力、创意性
的舞台表达、趣味性的舞台形象，跟我长期追求的以
假定性舞台导演语言烘托戏剧的诗意效果、抒情效果
有一致性。从小孩的角度去看长城，剧本给创作者和
观众提供了非常多的想象空间。

《长城的传说》也是一部民间故事剧，故事从孟姜
女哭倒长城开始，她的孩子黑小子因为父母的离去而
怨恨修长城，后来慢慢知道修长城与百姓的平安相关
联，他和老石匠、大将军以及众兵民一起用血肉筑起
了这万里雄关高墙。

这个戏里，长城不是一个布景，而是通过演员的
表演来表现，这是以前舞台上从未尝试过的。怎么表
现长城？民工、石匠付出了汗水甚至生命修建长
城，他们也是长城的一部分，借助长城抵御外侮的
时候，士兵、百姓和长城重叠为一体。我们从这些角
度去挖掘长城和百姓的关系，把长城抽象为元宵节舞
龙灯那样一个舞台语汇。“长城”和“龙”都是中华民族
的图腾，为了让二者“重叠”，我们在舞美设计、人物
造型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很多突破。

这故事里有很多童话的、魔幻的元素，比如里
面有一只老虎，和黑小子戏耍，还给黑小子奶喝，
黑小子叫他老虎娘；有一个山神，经常保护黑小
子，山神有时候很巨大，有时候是个小老头儿；坏人
身边的帮凶有一只鸡和一只狗，有拟人化的表演。我
们通过一些民间民俗的方式来表现，比如山神、老虎
的造型是从年画中寻找灵感，虎头、虎尾、虎爪由几个

演员分开来演，可以组合也可以各行其是。
我创作每一个新戏都力求做出新的探索，“中国意

象、现代表达”一直是我多年来遵循的导演理念。《长
城的传说》可以定位为“民间民俗，现代讲述”。面对
少年儿童观众，我们不会刻意表达得很低龄化，而是
以活跃的不拘一格的想象力，带有趣味性地表现我们
人民创造出的文化和历史。《战马》演出后，很多人迷
上了里面的马，甚至国内很多剧都在模仿，其实，那
个马的形象是西方审美的意象。我一直在想怎么做出
中国自己的风格，不是惟妙惟肖，而是用中国的美学
理念去模仿一个动物，这次在 《长城的传说》 中有很
多突破。

（作者为中国剧协副主席、国家一级导演）

学生创意大赛助力人才培养
本报电 （关 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

大型原创季播节目《创意无极限——第二届全国中小
学生创意大赛》日前启动。节目聚焦8至14岁少年儿
童，依托少儿频道常规创意类栏目《看我72变》，用全
媒体手段，通过“发现、展示、激发、成就创意少年”四
个阶段，聚焦少年儿童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
提升，打造“行走的创造力课堂”。

大赛评委组从全国范围甄选近万名创意少年，
并从中产生电视阶段的 24支选手团队。六强队伍奔
赴沈阳、襄阳和湖州三个外景城市，展开“户外创造力
挑战赛”，晋级后的全国三强队伍又奔赴青岛，发现
与海洋有关的实际问题。最终，大赛冠军究竟花落
谁家？近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播出的节
目将带领观众揭晓答案。

巨大的 LED屏幕分为两半，播放着同样的视频，但两边
屏幕下方配的字幕不同：左边是中文和韩文，右边是中文和
日文。在场的数百名同学、老师以及中外嘉宾边观赏边随着
情节给予热烈的回应：时而大笑、鼓掌，时而屏息安静，仿
佛听得到泪水划过面颊的声音。观赏结束后大家踊跃提问，
和创作者探讨关于艺术创作、演员表演以及新媒体时代中日
韩三国青年人现状的话题。

日前，由中国文联、中国视协、中国传媒大学主办，成
都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八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在成都举办。
这是活动期间在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举办的中日韩大学
生电视创作赏析会现场的情景。会上，播放了由中国传媒大
学、日本上智大学、韩国艺术大学等大学生代表带来的6部作
品。正像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教师刘俊总结的，三国大学
生通过这6部作品达到了共通、共情、共识。

第八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以“青春榜样，凝聚力量”为主
题，以“大学生看、大学生评、大学生创作、大学生参与”为特色，
除中日韩大学生电视创作赏析会外，还有开幕式、青春题材
电视精品创作论坛、高等院校影视教育发展趋势论坛、艺术
家高校面对面、大学生原创优秀作品展映暨主创交流会和闭
幕式暨颁奖盛典等活动。自2019年起，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将
连续 3 年落户成都。这座跨越了 4500 多年文明史、经历了
2300余载风雨的天府文化名城，因此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青春题材电视精品创作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
作中心副主任、著名编剧梁振华分析了中国影视作品 《将爱
情进行到底》《最好的我们》《致青春》《中国合伙人》 和韩
剧 《请回答 1988》、日剧 《追忆潸然》 等具有代表性的青春
题材影视作品后说，“很多人问我们创作者：‘你用什么样的
方式去书写青春？’我的回答是：真切地剖析和认识你自
己，深耕你的青春，我们每个人的青春中，一定有全人类的
青春纪念。”

大学生电视节期间，一批电视艺术家、青年演员分别走进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西华大学、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成都工业学
院，从自己的创作经历出发，畅谈从事影视工作的体会，与大学
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青年群体中播下了文艺的种子。

“热烈，火辣，青春，激情……”闭幕式暨颁奖盛典红
毯上，老中青三代电视人纷纷用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感
受。最受大学生瞩目的男女演员、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
目、动画片、网络电视剧、网络综艺节目、电视剧音乐作
品、大学生原创作品等奖项在盛典上一一颁发，这些奖项是
由全国近 200 所高校推荐的上千名大学生投票推选出来的。
大学生也是整场盛典的主角。诗歌朗诵、歌曲演唱、街舞等
形式，使盛典洋溢着阳光向上、积极励志的气氛，舞台上下
汇聚成欢乐的海洋……

“中国大学生电视节是为大学生朋友放飞艺术梦想搭建的
一方舞台。”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廖恳
表示，“我们希望通过中国大学生电视节的举办，吸引更多的
目光聚焦电视艺术，聚焦青年学生，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新的贡献。”

快手成春晚独家互动合作伙伴
本报电 （尹 露）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

快手在京举办联合发布会，正式宣布快手成为 2020
年春节联欢晚会独家互动合作伙伴。国人通过央视
大屏和快手小屏抢红包、看春晚、参与互动，将成
为迎接鼠年的重要组成部分。

快手宣布，将在除夕当晚发放 10亿元现金红包，
金额创历史新高。鼠年春晚快手红包互动主题为“点
赞中国年”，将采用全新的视频互动玩法，力求为大众
带来独特的交互体验和情感连接。

2020 年春晚总导演杨东升表示，快手有一个很
大的优点就是非常接地气，今年春晚的特点也是非
常接地气。春晚现在有两个宗旨，一是提高艺术
性，二是提高老百姓的满意度。春晚要提升知名
度，不仅要从大屏幕电视上呈现，快手在小屏幕上
也将作出很大的贡献。

“这份真与暖是当下大银幕的稀缺资源。”由冯小刚执
导，张翎编剧，演员黄轩、杨采钰、徐帆、Lydia Peckham主
演的贺岁电影《只有芸知道》上映后引发关注。

20多年来，“冯小刚”这个名字和“贺岁档”一直

密不可分。拍尽人间百态和市井烟火后，62岁的冯小
刚返璞归真，拍摄了这部纯爱电影。影片根据冯小刚
挚友的真实爱情故事改编。在异国他乡新西兰，隋东
风和罗芸因为同租一幢房子里而结缘，两人相识、相知、
相爱，共同度过了15年婚姻生活。然而罗芸中年猝然离
世，隋东风踏上了为妻圆梦的旅程。

影片表达得真诚而克制，至死不渝的爱情催人泪
下，平淡生活中的点滴相处并不输于那些跌宕起伏的
故事，片中细水长流的情感让人难以忘怀。有观众评
价黄轩体现了“人到中年的温柔”和“踏实感、安全感”，
杨采钰饰演的罗芸“沉稳又不失活泼”。

电影对于爱情、婚姻和生命的讨论也在观众中引发
反响。影片令人向往婚姻，也思考生命：明天和意外永
远不知道哪个先来，要珍惜所爱之人。

2020 年春节档日益临近。自 2013 年 《西游·降魔
篇》 引爆春节电影市场后，每一年的春节档都成为电
影人的必争之地，也是观众们的饕餮盛宴。2020 年春
节档会有哪些特点呢？

延续经典IP

IP 概念在影视作品中由来已久，特指具有高关注
度、大影响力并且可以被再生产、再创造的创意性知
识产权。2020 年春节档的几部新片，某种意义上都是
观众的老朋友。

动画电影《熊出没·狂野大陆》是《熊出没》剧场版的
第7部。作为国产动画的经典IP，《熊出没·狂野大陆》将
继续陪伴小朋友们过年。动画电影《姜子牙》是彩条屋
影业“封神宇宙”动画电影系列的第2部，第一部是取得
49.7亿元人民币票房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唐人街探案 3》 继续由王宝强、刘昊然担纲主
演，破案舞台这次变成了东京。导演陈思诚说，他一
直在研究可持续性的IP，“这是我自己执导的最后一部
有关‘唐人街探案’的作品，这个系列还会进行下
去，有新导演加入。”

2010年的《人在囧途》开启了“囧”系列经典喜剧IP，
2013年又有第二部《人再囧途之泰囧》。2020年春节档
的《囧妈》是第3部，讲述小老板伊万与母亲坐火车去莫
斯科途中发生的故事。徐峥透露，本来这部电影要叫

“妈妈坐火车去莫斯科”之类的名称，“但是因为市场已
经成熟，观众已经成熟，对你的电影已经有内在的认知，
希望往‘囧’那个方向去”，所以又叫了现在的片名。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张宗伟认为，IP
的打造和运用，对于做大中国电影市场起了重要作
用。延续 IP 的电影系列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粉丝基
础，观众对于这些电影也会有一种美学上的期待，也
有利于取得更好的票房。

贯通导演个人风格

春节档电影的另一个特点是导演个人风格的贯
通。比如今年林超贤执导的《紧急救援》，沿用他以往
执导《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的同一制作班底，取材于
真实海上救援事件，讲述了中国海上救援人员迎难而
上、不辱使命的故事。同《红海行动》一样，《紧急救援》
也充满了火爆惊险的大场面：海洋石油平台燃起熊熊
大火，满载乘客的客机在海面惊险迫降，救援直升机
在狭窄的山谷中穿行。

《中国女排》导演陈可辛则继续关注现实题材。他

近年来执导的电
影，如《中国合伙
人》《亲爱的》，都
是现实题材。陈
可辛说，他拍了

《亲爱的》之后，
“在现实题材方
面还想继续往前
走，做一些自己
不懂的东西。想
到体育片我还没
有拍过，于是开
始 筹 备 体 育
片”。《中国女排》
以巩俐饰演的中国女排教练郎平为核心人物，剧情跨度
近40年，讲述了几代中国女排队员的热血拼搏故事。

类型多元与融合

春节档并不一定都是喜剧片，2020 年春节档的电
影类型更加多元。目前定档的影片，囊括了动作、喜
剧、悬疑、灾难、体育、动画等多种类型，可以满足
观众差异化的观影需求。

中国电影人对于类型片的探索与中国电影产业的
发展并进。如今，循规蹈矩的传统类型片已经不能满足
中国观众的期待，2020年春节档的影片多是融合多种类
型元素的电影：《唐人街探案3》融合喜剧和推理，《紧
急救援》 融合动作和灾难，《急先锋》 融合动作和冒
险。这些复合类型的出现，表明中国电影人对于类型
片元素的运用越来越纯熟。

与以往相比，2020 年春节档电影更多现实题材，如

《紧急救援》《中国女排》等，古装、玄幻等题材减少。张
宗伟认为，在类型片中关照现实，是文艺创作“脚踩大
地”的体现，“春节档影片能追求中和之美，做到乐而不
淫，哀而不伤，不全是闹剧，这一点难能可贵。”

讲好中国故事

近年春节档常有影片实现票房逆袭。2018 年的
《红海行动》、2019年的 《流浪地球》 都曾在首日排片
不佳的情况下，凭借良好口碑最终取得票房佳绩，而
贴近观众是获得良好口碑的前提。

2020 年春节档电影都在强调自身讲述的是能引起
中国观众共鸣的故事。徐峥说，他在拍摄《囧妈》的时候

“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大家看了电影之后可以回家跟妈
妈有一个拥抱”。他希望电影中的家庭能反映出中国式
的成长、中国式的和谐。陈可辛表示，中国女排的故事
涵盖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为
止的一段历史，许多人都能在电影里找回自己当年看女
排比赛的回忆。陈思诚说，《唐人街探案 3》跟这个系列
的前两部一样，兼具喜剧和推理元素，没有太多凶杀、暴
力场面，有很强的合家欢属性，适合国人观赏。

近年来，看电影已经成为春节期间城乡人民的主
流娱乐活动，被称为“亲情纽带”和“新民俗”。每年春节
档不断创造票房历史新高，也涌现出一批商业和艺术达
到平衡的好电影。2020年春节档能否实现文化、美学层
面的新突破？会不会创造票房新高？让我们拭目以待。

2020年春节档电影展望

系列电影为主系列电影为主 类型多元类型多元
胡 锐

架起青春与艺术的
彩虹桥
本报记者 苗 春

架起青春与艺术的
彩虹桥
本报记者 苗 春

首届音乐产业行业年会召开
本报电 （海 月） 日前，首届中国音乐产业行

业年会在京举办。
此次会议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指导，中

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主
办，业内200余人出席。

会议由“你好，2020”“你好，音乐科技时代”“你好，
权利人的春天”3部分组成。会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
版协会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首次发布《2019中国
音乐产业发展报告音乐表演权收入与音乐播放同步收
入专题报告》以及《2020 年中国音乐产业发展十大趋
势》。多位领军企业负责人和行业专家通过主题发
言、科技演示、产品互动、嘉宾对话等形式表达了对音
乐产业发展的心得和对产业未来发展的期许；讲解了
他们在民族优秀音乐传承发展工作、版权保护等方面
的创新思路与相关举措。

《长城的传说》的中国美学理念
王晓鹰

《只有芸知道》冬日“供暖”
王 贺

《只有芸知道》冬日“供暖”
王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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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你我的忠诚从未改变！
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解
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联合制作的专题
片《支部建在连上》，日前在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播出。

这部专题片分为“伟大创举”
“制胜法宝”“使命召唤”三个部
分，回顾呈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支部建
在连上”这一伟大创举的酝酿发展
和定型历程，揭示“支部建在连
上”这一制胜法宝的内在机理和实
践伟力，突出习近平强军思想对新
时代军队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科学引
领，是一部阐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根本原则和制度的专题辅导片。

看了这部专题片，官兵们热血
沸腾，深有感触。第 83 集团军某合
成 旅 红 一 连 指 导 员 郑 纪 文 说 ：

“1927 年三湾改编后，毛主席在我
们连发展了 6 名党员，建立了全军
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支部建
在连上的先河。”武警福建总队福
州支队警勤中队指导员高居东表
示：“观片后对我党我军能够实现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
胜利这一伟大历史进程，有了更加
直观的理解。”西藏军区某炮兵旅
勤务保障营运输连指导员邓拓说：

“作为一名基层的支部书记，我深
切感受到，支部建在连上是确保党
可以引领每一支基层部队，确保党
指挥枪的重要保证。”

有关专家指出，这部专题片在
古田会议召开 90 周年之际播出，对
于深化认识我党初心和使命，弘扬

“支部建在连上”优良传统、加强
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很强
的启迪教育意义。还有观众表示，
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
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继续前进，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强
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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