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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2月 8日讯 （记者卫
小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
电影征集展示评选活动日前在北京
揭晓，由海南省影视艺术家协会选
送的参赛短片《房东》和《执灯人》，
分别斩获30分钟类二等奖和5分钟
类三等奖，这是记者今天从省影视
协获悉的。

据介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题微电影征集展示活动，由中宣部宣

教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
团）共同主办，2016年4月在北京正
式启动，同年8月31日截稿，随后进
入评选过程。参加此次征集展示评
选活动的所有参赛作品，都按时长分
为5分钟、15分钟、30分钟三个类别，
主办方想通过此次征集展示主题微
电影活动，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记者了解到，本次征集展示评

选活动共收到全国各地报送的参赛
作品 2163 部，经初评审看组评审，
从1830部合格作品中精选出700部
入围作品，再经中宣部宣教局和中
央新影集团组织专家学者、导演、演
员、编剧、影评人、影视投资人等各
界人士对 700 部参评作品集中审
看，截至2017年1月中旬，全部参评
作品审看完毕。最终，评委会从中
评选出了 135 部优秀作品，按照三

个类别分别授予一、二、三等奖。其
中，海南参赛短片《房东》斩获了30
分钟类二等奖，《执灯人》斩获了 5
分钟类三等奖。

省影视协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房东》一片由省影视协青年导
演工作委员会成员、青年导演许凯
创作；《执灯人》是省影视协举办的

“DV看海南”系列民间影像大赛活
动第三站——“DV看临高”的参赛

作品，也是省影视协青年导演工作
委员会旗下的海南途远影视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青年导演王威创作的短
片。省影视协青年导演工作委员会
自2016年初成立以来，聚集了一批
海南本土青年导演，他们坚守本土
题材，弘扬本土文化，已经在一些国
家级和省级影视大赛中崭露头角，
为繁荣和发展海南影视艺术打下了
一定基础。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记者
白瀛 史竞男）《中国诗词大会》第二
季总决赛7日晚在央视播出，来自复
旦附中的16岁选手武亦姝击败四期
擂主、《诗刊》编辑彭敏，获得冠军。
央视数据显示，该节目全部10期累

计收看观众达到11.63亿人次。
总决赛中，武亦姝经过个人追逐

赛、飞花令攻擂资格争夺及攻擂战三
轮比拼，最终取胜。在飞花令环节，
她与大学老师王子龙以“酒”为关键
词进行了七八轮交锋，一口气说出

《水调歌头》《短歌行》《蝶恋花·伫倚
危楼风细细》《苏幕遮·怀旧》等多首
带“酒”字的诗词，令评委赞不绝口。

节目总导演颜芳介绍，参加《中
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的百余位选手来
自全国各地、各个民族、各个行业，上

至七旬老人，下至七岁儿童，既有大
学教师，也有普通农民，还有在中国
学习工作的外国留学生。

92岁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叶嘉莹说，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身
世经历、生活体验并融入理想志趣

的，因此纵使千百年后再读，依然能
够体会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古
典诗词的生命。“《中国诗词大会》第
二季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如此热烈的
反响，使我更加坚信：中国的古典诗
词绝对不会消亡。”叶嘉莹说。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节
目的播出，引发了各种讨论：千百年
前的诗词何以引起当今民众的浓厚
兴趣？我们应以何种姿态面对祖先
留下的文化遗产？优秀传统文化如
何才能真正走上复兴之路？

一颗颗火热的“诗心”
成就节目“火爆”

“这个节目火最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中国人仍有不死的‘诗心’。”节
目嘉宾、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
说，诗歌是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最古老
的方式，一部中国诗歌史既是中华文
明在语言文字上的浓缩精华，更是几
千年来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展示。

传媒研究者靳智伟表示，中华民
族是诗的民族，中国人对诗词有着独
特的文化情结，这构成《中国诗词大
会》热播的社会基础。“当中国人遇到
天大的困难或灾难时，甚至当我们一
无所有时，我们还有诗。中华民族创
作了世界级的华彩诗章，而这些诗章
又锻造着我们的民族性格。”

2月1日播出节目中，选手武亦姝
在飞花令环节以“月”字吟诗，被提醒
所说诗句重复了，她脱口而出《诗经·
七月》中诗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蒙曼
随即点评道：“诗歌的真善美是渗透到
她心里去的。武亦姝的谦逊不是装出
来的，而是有诗意在她心中，她站在那
里气定神闲的样子，诗意就出来了，这
就是所谓的‘腹有诗书气自华’。”

本届《中国诗词大会》的入选诗
词，从中国诗歌的缘起《诗经》开始，
包括楚辞、汉魏六朝诗，唐宋诗词、明
清诗词，一直延续到当代名人诗词，
时间跨度数千年。千百年来，中国人
就是从这些意味无穷的诗词中得到
滋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期待节目展现
更多更丰富的文化魅力

在节目获得好评的同时，也有不
少人对节目的方式进行理性的思
考。“我觉得古诗很好，但是，诗好，去

读，去品味，实在喜欢背背也无妨，我
其实更希望你能自己去创作，唯独求
你别当比赛一样去背。”音乐人叁拾
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表达了对节目
中“背诵”古诗词的看法。

这种看法并非吹毛求疵。有一
期节目的题目是填空：“风吹（）花满
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正确答案

是“柳”，但是为什么是柳花，而不是
杏花、桃花？专家寥寥几句的点评，
也并没有揭示这句诗的奥妙。

北京四中语文教师王黛薇认为，
“诗词大会”本质上还是一档文化竞
技类节目，其走红和节目“打擂台”式
的环节设置有很大关系，主要是考查
选手的诗词储备和记忆力。“对于传

播诗词文化，节目还有继续提升的空
间，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学会欣赏，能
够理解其中的意蕴和美感。”

而蒙曼认为，作为电视竞技类节
目，“诗词大会”采取记诵的方式并没
有问题。“在诗歌复兴起步阶段跨过
记忆去考创作，就像还没学会走就去
跑一样，没有意义也行不通，而且创

作的评审缺乏客观的标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谢琰

也建议，下一季可以改变单纯考记诵
的方式，而是考理解、审鉴乃至文化
史的综合知识，让点评老师用诗词作
引子来讲述历史、传播文化。

“今日的我们诵读千载以上的诗
词，为的不仅仅是能背会写、刻舟求
剑，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去体会那一颗
颗诗心，与古人的生命情感发生碰
撞，进而提升自己的修为。”南开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张静说。

让优秀传统文化
在当代更好地继承发展

《中国诗词大会》过后，对于古诗
词能否在民众中热起来，成为中华传
统文化复兴的有效载体，不少人对此
寄予期望，但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本季节目亚军、《中国汉字听写
大会》《中国成语大会》双料冠军彭敏
认为，这一波热闹过后，诗词可能还
是会回到一个相对边缘的状态，因为
文言文的诗歌文体的边缘化，使得古
诗词逐渐失去其经世致用的实用价
值。“比赛首先是个噱头，但是只要传
播力足够广，肯定有一部分影响力会
转化为诗词和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
因素。相比现代诗歌，大众对古典诗
歌还是有敬畏之心的。”

专家指出，应加大诗词等传统文
化在国民教育中的比重。事实上，春
节刚过，中办、国办就发出通知，将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国民教育
始终，中小幼课堂和教材更是其中的
重点，近期目标是到2025年，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

王黛薇认为，把传统文化纳入教
育考核体系，已是一种必然趋势，但
她希望不仅仅是考查知识点和记忆
力，应该引导学生理解、欣赏。“希望
优秀的学者能够深入浅出做一些传
统文化的普及工作，让以古典诗词为
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得
以更好地传播。”

记者白瀛 史竞男 施雨岑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好电影都靠好故事成就
■ 冯巍

什么是好电影，虽然见仁见智，但有一个基
本点相通，那就是好电影必须要有一个好故
事。因此可以说，好电影都是靠好故事成就
的。没有好故事，自然也就没有好电影可言。

纵观鸡年春节档，有好故事的好电影还真
不多。周星驰的《西游·伏妖篇》，就因故事乏善
可陈，重拍了一次“三打白骨精”，被批“炒冷
饭”，而很快从票房冠军高位下滑成亚军，后来
又降到季军；受到影迷更多批评的，是王宝强首
当导演的《大闹天竺》，观众称它从喜剧变成闹
剧，让人看后不适，也是故事不够优秀再加表演
太闹腾所致；相比之下，成龙的《功夫瑜珈》故事
立意不错，但完成度不高，以致电影都结束了，
还不知道故事结局如何，就让正反两派主角联
手大跳印度舞，想一想，要不是成龙大哥口碑
好，这部电影不被骂才怪！当然了，更不可能冲
上冠军高位后，至今难被撼动。

而韩寒编剧和导演的《乘风破浪》，从一开始
并没有被观众看好：大年初一，五部新片同步开画
时，《乘风破浪》票房排名第四。很快，随着前两部
影片被观众吐槽，《乘风破浪》到初四开始逆势上
扬，登上票房季军位置；到了初九，再次攀高，又
冲到票房亚军，然后一直保持至今。这说明什
么？说明观众肯定了这部电影有个好故事，否
则，影迷才不会用影票表达自己的喜欢之情。

怎样才算好故事？这虽然更见仁见智，但还
是有个大致标准，那就是叙事技巧上要起承转合
衔接得自然连贯，情节设置要跌宕起伏又合情合
理，人物性格塑造与心理刻画要和故事情节水乳
交融共生共长，最后最简单的，就是要有头有尾。

韩寒这部《乘风破浪》，外表上看嬉笑怒骂，
但内里充满情感，再也不像他的第一部电影《后
会无期》，想装文艺范儿，结果做成了“金句
PPT”，最大进步就是有更完整的好故事。做到这
一步，口碑自然会发酵，《乘风破浪》因此被观众总
结为春节档最好的电影，票房何愁不一路走高。

灯笼椒

本报海口2月 8日讯 （记者郭
萃）记者今天从海口市获悉，该市拟
成立一所现代化的影视学院，为海南
乃至全国培养适应影视市场需求的
多样化影视产业人才。

据介绍，目前海口影视产业发展
提速，不少大型影片纷纷选择海口拍

摄内外景，与影视相关的文化产业新
业态渐成气候，其高成长、高投资态
势日渐明显。但当前海口文化产业
人才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文化产业
队伍不健全、人才体系性不强、专业
拔尖人才缺乏等因素，已成为制约海
口乃至全省文化产业上层次、提素

质、内涵式深化发展的瓶颈。
由中国科学院、中公教育集团、

北京东方梦幻公司的相关专家学者
及国内知名导演组成的团队，拟在
海口成立一家现代化的影视学院，
并提出全新的教学方式，如运用虚
拟技术等高科技手段进行教学，力图

打造涵盖影视后期制作、动画制作、
特效制作、编导教学等高端职业技能
培训的影视产业人才基地，为海南乃
至全国培养适应影视市场需求的多
样化产业人才。为此，海口将在项目
选址、政策衔接等硬件和软件方面给
予办学大力支持。

海口拟建现代化影视学院
为海南乃至全国培养影视产业人才

迎接中国话剧诞辰110周年

北京人艺
将演众多“看家戏”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白瀛）为迎
接中国话剧诞辰110周年，北京人艺今年将上
演多部“看家戏”，包括曹禺名剧《雷雨》《日出》、
老舍名剧《茶馆》，以及新时期创作的《天下第一
楼》《窝头会馆》《白鹿原》等保留剧目。

北京人艺院长任鸣8日在京介绍，这些“看
家戏”中，京味儿话剧占有很大比重，如《茶馆》
《天下第一楼》《窝头会馆》以及去年的新作《玩
家》；历史人物剧也有三部：《司马迁》《李白》《阮
玲玉》；此外还有四部外国名剧，包括易卜生的
《人民公敌》、契诃夫的《樱桃园》、迪伦马特的
《贵妇还乡》。

引人注目的是，剧院公布的全年演出计划
中有一部今年新创剧目：历史剧作家郭启宏编
剧、蓝天野和韩清联合执导的《大讼师》。任鸣说，
该剧参考了传统戏曲《四进士》，以“人间公正”为
主题，虽是历史题材，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小剧场剧目中有三部新作，均围绕家庭或
婚姻展开，包括任鸣执导的美国作家劳伦斯·兰
纳的喜剧《结婚进行曲》、顾威执导的苏联作家
盖利曼的《家丑外扬》、王斑执导的俄罗斯当代
剧作家普图什金娜的《她弥留之际》。

此外，今年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将
有国内三部作品：赖声川导演的《海鸥》、冯宪
珍、韩童生主演的《办公室的故事》、四川人艺的
《赵一曼》，以及四部国外作品：斯洛文尼亚的
《浮士德》、塞尔维亚的《茶花女》、俄罗斯亚历山
德琳娜剧院的果戈里作品《婚事》、以色列盖谢
尔剧院的新作《我是堂吉诃德》。

北电中戏艺考启幕
报考人数创新高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魏梦佳 孙琪）
春节假期刚过，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两
大知名艺术院校先后开考，拉开北京高校2017
年艺考大幕。记者从两校获悉，今年报考依然
火爆，报考人次均大幅增加，创历史新高。

北影2017年本科招生考试于8日开考。
今年该校共有13个院系、14个本科专业招生，
本科计划招生499人，同比去年增加62人。据
学校介绍，今年北影的总报考人次超3.8万，同
比去年增加7744人次，增长25.5％，再创历史
新高。其中，表演学院依然是竞争最为激烈的
专业之一，报录比达114：1。

据悉，今年北影新增加了视听传媒学院的
“广播电视编导”、数字媒体学院的“数字媒体艺
术”等4个专业方向，首次招生便受到考生关
注，竞争激烈。

中戏今年本科计划招生577人，与去年基
本持平，但报考总人数高达3.6万多人次，比去
年多4000多人次，为该校历年之最。其中，戏
剧影视表演的报名人数为6148人，计划录取仅
25人，报录比高达246：1。此外，舞台美术系、
戏剧文学系、戏剧管理系和戏剧教育系在报名
人数上均有明显增长。

中戏校教务处有关负责人分析，近年来中
小学戏剧教育受到社会关注，因此戏剧相关专
业被越来越多考生和家长所熟悉，其未来就业
前景也被看好。

参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征集展示评选

海南短片《房东》《执灯人》分获二三等奖

诗心不死 情怀依旧
——从《中国诗词大会》看优秀传统文化复兴

16岁少女武亦姝夺得第二季冠军
11亿多人次见证诗词狂欢

聚焦《中国诗词大会》

41岁农民白茹云也登上
了《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

16岁的武亦姝成了《中国
诗词大会》第二季冠军

爱好诗词创作的修车师傅王
海军也上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主持人董卿（左三）和嘉宾康震（左二）、王立群（右二）、蒙曼（左一）、郦波

阿尔莫多瓦将出任
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据新华社巴黎电（记者张曼）法
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日前发布公
告说，有“鬼才导演”之称的西班牙著
名导演、编剧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将出
任第70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阿尔莫多瓦在接受邀请后表示，
评委会主席责任重大，将全身心投入
这项工作。

第70届戛纳电影节将于5月17
日至28日在法国南部城市戛纳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