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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中国和美国联手制作的动
画电影《妈妈咪鸭》，今天下午在海
口万达影城万国大都会店举行超前
观影，业内人士、影迷及媒体记者近
百人观看了这部正能量满满的动画
电影，为其3月9日正式登陆海南银
幕进行了预热。

记者现场看到，《妈妈咪鸭》画面
制作精良，连大雁、小黄鸭身上的绒
毛都纤毫毕现；声音处理也别具一
格，尤其是给两只小黄鸭配音的男女
声童音，对影迷非常具有感染力，由
声音塑造出来的那股天真劲儿叫大
家无法抗拒地喜欢；此外，该片的背
景音乐、插曲和主题歌也清新甜美，
对故事情节有很好推动作用；从教育
意义上看，影片把大雁的骄傲、小黄
鸭的谨慎写得非常细腻深刻，给大人
和小朋友不少启迪。

《妈妈咪鸭》故事讲述雁群南迁
途中，有着“最棒飞行家”美誉的大鹏
由于桀骜不驯又爱捣乱，他在飞行途
中和女友金晶因忘我嬉戏而不慎坠
落，从而撞散了一群正在赶路的小黄
鸭。不服管教的大鹏决定单飞，可是
他的翅膀又受伤了，不得不和两只被
他撞迷路的小黄鸭淘淘、憇憇组成

“临时母子档”共寻队伍，一路上经历
了惊险刺激又有趣的冒险，比如遭遇
了恶猫的追捕，遇上过好心母鸡的收
留，还搭乘过运猪的卡车，在医技平
平的松鼠帮助下，他们最终发现了淘
淘姐弟要去的地方其实是厨房，孤傲
的大鹏突然来了责任心并救出了他
们。最终，大鹏也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和女友金晶，并与两只小黄鸭组成了
爱意浓浓的小家庭。

中美两国电影人联手制作

动画片《妈妈咪鸭》海口超前放映

《毕业旅行笑翻天》
今在海南院线上映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 （记者卫
小林）国产青春励志题材喜剧电影
《毕业旅行笑翻天》日前定档，将于2
月1日在全国公映，海南各大院线与
全国同步上映，这是记者今天从我省
院线业内获悉的。

据介绍，该片由张毅、胡圣亚两
位青年导演共同执导，曾在周星驰导
演的电影《长江七号》中有出色表现
的女星徐娇和内地人气明星王栎鑫
领衔主演，另有邱胜翊、欧阳妮妮、刘
志宏、杨迪、恬妞、林雪、曹佑宁、韩雨
洁等助阵演出。

记者了解到，该片故事以徐娇扮
演的女主角林安琪的视角展开，讲述一
群即将毕业的高中学生，由于按捺不住
青春期的骚动，从而闹出了一场又一
场笑料百出却激动人心的叛逆和成长
故事。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该片喜剧
笑料不断，但却能以温暖的正能量感
动人，观影后将给影迷一次心灵的洗礼。

“丝绸之路摄影展”
在巴黎近郊举行

新华社巴黎1月31日电（记者张曼）由法国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与巴黎近郊的加尔什市共同举
办的“丝绸之路摄影展”，1月30日在加尔什市的
悉尼·贝谢文化中心开幕。展出的40余幅文化中
心法国学员的摄影作品，以独特视角向当地民众
介绍了丝绸之路沿线的人民生活和自然风光。

据悉，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在2016年组织了一
批热爱中国文化的学员进行丝绸之路体验之旅，
帕特里克·戈韦尔等3名学员用相机记录了这次
旅行，聚焦当地人民生活、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
等，通过摄影作品分享他们的丝路体验。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副主任沈中文说，古代丝
绸之路不仅促进了东西方人民之间的交往，更见
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与交融。此次摄影展展现
了从古至今的东西文化交融，也充满着对丝绸之
路明天的辉煌的憧憬。

戈韦尔告诉记者，在两个星期的旅行中，他们
从中国兰州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再到喀什及帕米尔
高原等地，甘肃和新疆等地的民俗民风给他留下了
深刻印象，而不少在建的高铁工程也令人震撼。

加尔什市副市长让娜·贝卡尔表示，欣赏这些
摄影作品仿佛是“进行了一次丝绸之路的视觉之
旅”。她说，展览期间将组织当地学生参观，并邀请
戈韦尔亲自讲解，“让年青一代能够了解丝绸之路”。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月16日。

新华社纽约1月30日电（记者
张墨成 张一驰）第60届美国格莱美
音乐奖颁奖典礼日前在美国纽约落
幕。第二次担任该奖评审的中国旅
美钢琴演奏家陈震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表示，希望在世界舞台上看
到更多中国音乐人的面孔。

陈震说，格莱美奖对音乐的关
注度非常多元，来参加这一盛事可
以拓展音乐人的视野，使音乐风格
变得更加丰富。“我特别希望在格莱
美看到更多中国人的面孔，让我们
的队伍庞大起来。”

陈震带着一张即将发行的原

创专辑出席了28日晚举行的颁奖
典礼。这张由他作曲的新专辑中
文名为《辗转》，以琵琶的声音为主
线，在东西方乐器的合奏共鸣中刻
画中国人在西方社会生存发展的
心路历程。

陈震说，这张专辑不像以前那
样强调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差别，
而是强调天下大同、融合的概念。
他表示，要想让中国民族音乐走上
世界舞台，首先要吸引观众的兴趣，
让他们知道，琵琶不只可以弹奏中
国传统作品，也可以演奏全世界各
种不同种类的音乐，并且可以演奏

得非常有味道。
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琵琶演奏家

马琳在专辑中担纲琵琶演奏，她也
受邀出席了格莱美颁奖典礼。她
说，让琵琶融入西方听众熟悉的音
乐表现形式，用世界通用的音乐语
汇表达东方音乐的审美，才能吸引
世界的眼光。

马琳介绍说，在《辗转》专辑中，
他们使用了弦乐四重奏，在这种西方
观众熟悉的音乐形式中加入了琵琶
的音色。让中国民乐“在世界舞台上
绽放独特的光彩，这是我来美国的目
标和最大的梦想”。

格莱美音乐奖评审陈震：

希望更多中国音乐人走上世界舞台

加拿大歌手阿莱西娅·卡拉捧得
格莱美奖杯。 新华社/美联

探寻未来书店：敢问路在何方？
2018年“欢乐春节”
系列活动在俄启动

据新华社莫斯科电（谢张天）2018年“欢乐
春节”系列活动及首场演出1月30日在俄罗斯莫
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举行，湖南魅力湘西艺术团带
来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演出，为此次为期近一个月
的系列活动拉开帷幕。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文化参赞龚佳佳在开幕
致辞时说，春节意味着每年的第一个季节——春
季即将来临，同时它也是中国的重要家庭节日，不
管每个家庭成员身在何方，他们都要尽量回家团
聚。今天的“欢乐春节”活动现场充满温馨，非常
高兴有如此多的俄罗斯和中国朋友聚集一堂。

此次“欢乐春节”系列活动除了传统的演出和
展览外，在活动地点选择和内容上均有创新。莫
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将首次与红场附近的俄国家百
货商场合作，于2月8日至2月28日在该商场开
展电影展映、画展及艺术团现场表演等活动。

自2001年起，中国文化部开始打造春节品牌
活动，每年派遣文艺团组赴全球各大城市参与当
地春节庆祝活动，受到广大海外民众的欢迎和喜
爱。经过10多年的持续推进，“欢乐春节”已成为
目前中国对外文化工作中的旗舰项目和向世界展
示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

我国实体书店近年来复苏迹象渐渐
明显。在相关政策大力扶持下，实体书店
已走出“倒闭潮”和“困难期”，让从业者
“重拾信心”。

统计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2017年，
实体书店零售额达344.2亿元，同比增长
2.33％，走出负增长态势。与此同时，一
大批特色书店、主题书店、共享书店等相
继涌现，不仅“颜值”高、服务好，也带给消
费者更强的体验感。

业内人士认为，以市场需求为中心，
优化业态结构，创新经营机制，提升服务
方式，未来书店的发展路径更加清晰。

1000平方米的开阔空间内，“竹林”般的
书架鳞次栉比，“梯田”状的阶梯错落有致，

“古城墙”上镶嵌的书格散发出墨香……去
年夏天，“最美书店”钟书阁落户成都，浓浓
的巴蜀风情让这里变成了“网红店”。据统
计，过去一年成都新增实体书店达11家。

一改“千店一面”的旧格局，如今实体书
店更加注重设计感，不断提升“颜值”，成为
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

“空间‘颜值’高才能让读者有来的冲
动。”言几又书店联合创始人但捷认为，线下
空间的“颜值”作为外在竞争力，在打造文化
体验空间中极为重要。

“书店行业最大的变化是，不管是新华系
还是民营书店，都更加注重店面环境的打造、
阅读氛围的营造，以独特的装饰风格、温馨的
购书环境、丰富的文化活动来吸引读者、留住
读者。”重庆新华书店集团董事长肖陵说。

近年来，实体书店在探索转型上下了不
少工夫——精选书籍、丰富业态、打造融合
场景……“华丽变身”后的书店不仅重获读
者青睐，频繁举办的各类文化交流活动更是
让书店成为新的公共文化空间。

2017年，言几又全国门店累计举办文化
活动2000余场，参与人次突破百万；单向空
间邀请大量热点作家、文化名人进行座谈
……此外，不少书店创办主题阅读餐厅、文
创产品等，在丰富书店业态、延长产业链方
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作为低利润的行业，实体书店面对愈演愈
烈的电商竞争、成本上涨，“逆袭”之路究竟还
能走多远？业内也在积极探索未来创新发展
的更多可能。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晞亮
认为，未来书店将会成为城市的文化消费入口
和交流地，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文化产品。

“书店空间除了做文化活动、跟咖啡发生连
接外，还有超市、服饰、餐饮、摄影、联合办公等
多种可能。”但捷说，未来书店通过复合化、多元
化经营，不仅可以成为城市文化空间，还能打造
公共空间和社交场所，成为城市文化消费的零
售入口。

走过80载春秋的“传统老店”新华书店也
在积极转型以增强读者黏性。“新华书店这两
年变化尤其明显，不仅体现在门店的布局上，
更体现在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文化服务上。
满足读者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需求，是新华书
店改造的主要目的。”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
张雅山说，今后新华书店将着力打造文化创意
产品展示中心、文化交流体验中心和文化教育
培训中心。

不少读者发现，如今实体书店已经继电影
院、超市之后，成为大型购物中心里的“标配”。
但捷认为，围绕阅读和文化并叠加多种生活方
式是实体书店发展的新路径。未来书店的发展
将为喜爱阅读和希望提升生活品质的人群提供
更多选择，为城市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发展注
入新动力。

合肥三孝口书店成为全球首家共享书店，
沈阳市新华书店开出全国首家青少年主题书
店，坐落于延安的中国红色书店是规模最大、历
史场景感最强的红色文化主题书店，思南书局·
概念店成为每日有一位作家驻店的60天“快闪
书店”……

近年来，一批特色鲜明、富有创意的新型书
店不断开张。它们规模虽小，但“风景独好”，依
靠“专”“精”“特”吸引了众多专业化或粉丝型读
者。

“现在已经可以见到很多有趣的书店，而背
后藏着的是有趣的爱书的人。个性化、人文化
的书店呈现，是书店行业从大而全演化为小而
美的趋势。”甲骨文·悦读空间创始人贺超说，个
性化与书店气质的结合越发明显。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实体书店转型过程
中，图书和阅读仍是不变的核心。与以往海量
呈现多领域书籍不同，如今的书店大多根据自
身定位，在某一领域精选图书，并以数据为基础
进行陈列和销售。定位于细分人群的各类新型
书店不断涌现，如北京的万圣书园、库布里克书
店等，在学术、艺术等垂直领域做出尝试，吸引
了大批固定读者。

“实体书店开始变得有灵魂、有温度，呈现
出百花齐放的创新、创意、创业态势。”北方图书
城总经理柳青松说，未来书店将真正成为读者
向往的场所，能够满足读者多方面的文化需求，
成为传播知识、传承文化、传递幸福的平台。

拼“颜值”
变身文化空间重获读者青睐

重内涵
多元融合打造文化消费新引擎

讲个性
从“大而全”到“小而美”

文化视点

史竞男 黄垚 储京京（据新华社电）

1月31日，主题为“大美新生”的“2017中国
时尚权力榜”颁奖盛典在北京举行，揭晓了“年度
风尚人物大奖”“年度时尚影响力事件大奖”“年度
中国创造大奖”等28个奖项。图为歌手蔡国庆的
儿子（左）在盛典上代父发表获奖感言。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2017中国时尚权力榜”
颁奖盛典在京举行

河南省三门峡市改造升级后的虢国博物馆日
前重新对外开放，改造后的新展厅占地面积2100
平方米，展出文物583件套。图为1月31日游客
在三门峡虢国博物馆展厅参观。

新华社记者 朱祥 摄

探访三门峡虢国博物馆

国家大剧院日前举行多明戈媒体
见面会，年逾古稀、在歌剧《泰伊思》中
饰演阿塔纳埃尔的普拉西多·多明戈
向媒体记者畅谈了他对歌剧《泰伊思》
的解读以及参演大剧院版《泰伊思》的
感受。图为多明戈在向记者阐述。国
家大剧院制作的歌剧《泰伊思》将于2
月2日至6日迎来首轮演出。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多明戈领衔歌剧
《泰伊思》将首演

20种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作品阿文版
在开罗书展首发

据新华社电（记者郑凯伦）“中埃
出版论坛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阿
文版首发仪式”日前在第49届开罗国
际书展上举行，将首批20种中国少数
民族文学作品阿文版推向埃及市场。

宁夏人民出版社与宁夏智慧宫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作推出的20种作
品包括马宇桢的散文集《关于温柔的
消息》、泾河的诗集《青马》等。

宁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何志明
说，这批作品展示了中国当代少数民
族文学和少数民族生活，阿文版的出
版可以让更多阿拉伯世界读者了解当
下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和中国的
民族政策，为双方合作奠定互信基石。

一年一度的开罗国际书展始于
1969年，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书展之
一，同时也是全球阿拉伯语图书的重
要展销场所。本届书展于1月27日
在开罗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将持续到
2月10日。来自27个国家的逾850
家出版机构参加展览。

➡《妈妈咪鸭》剧照

如今的实体书店，常常像商场一样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一办法有效地拉近了书店与读者之间
的距离。图为海南凤凰华润中心书店2017年开业之时，海南凤凰新华书店特邀作家安意如来到该
书店开展名家讲座活动。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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