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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卫小
林）“南海的风告诉了我，从来佳树生
在南天；跨过汪洋驰骋中原，万里路
遥一马当先……”昨晚9时和今晚9
时，一首旋律优美、大气恢宏的本土
原创歌曲《天官廖纪》在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影视综艺频道热播，该歌颂扬
了海南历史文化名人廖纪“两袖清风
千古赞”的一生，这是记者今天从海
南省廖纪文化研究会获悉的。

据介绍，歌曲《天官廖纪》由海南
省廖纪文化研究会出品，贡桥三作
词，我省知名音乐制作人田丰作曲、
编曲，本土知名青年歌手阿正演唱。
歌词讲述了海南明代著名政治家、思
想家廖纪“少年雄心”、中年磨难和历
经沧桑后“品行正”“心至善”“勇担
当”等优秀品质。该歌旋律优美，既
有流行歌曲的朗朗上口，又有艺术歌
曲的独特气质。演唱者阿正的演唱

气势雄浑，听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栩
栩如生地塑造出了廖纪“两袖清风千
古赞”的先贤形象。

省廖纪文化研究会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廖纪生于1455年，卒于
1532年，是明代万州陵水县那亮乡
人，该地1959年划归今万宁市，现为
万宁市礼纪镇贡举村、桥海村、三星
村一带。廖纪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
吏部尚书，是海南历史上两个进入朝

廷权力中枢的一品重臣之一（另一位
是丘濬），也是海南“十大廉吏”之
一。因《周礼》尊称吏部尚书为天官，
故海南民间常把廖纪称为“廖天官”，
这首原创歌曲因此得名。

记者了解到，歌曲《天官廖纪》还
将于2月8日、9日两天下午3时45
分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综艺频
道继续热播，并将推向全省多个旅游
文化场所播放。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卫
小林）“截至今天下午，大年初一全
国预售电影票房已卖出2.4 亿元，
其中《唐人街探案2》就占了7000万
元，其他6部一共才1.7亿元，可以
看出这部电影未映先热了。”海口万
达影城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而
且，这部电影还是好莱坞六大公司
之一的华纳影业首次在北美与中国
同步发行的第一部纯中国制作电
影，可见它的分量了。”

据介绍，每年春节档都是国产
大片放映的黄金档期，这个档期最
适合推出的影片类型就是合家欢电
影，《唐人街探案2》正是这样一部类
型影片，因为2016年春节档热映的

《唐人街探案》，已经以其“喜剧+推
理”的创新模式，在影迷心中留下了
深刻印象，因此《唐人街探案2》还未
上映便受到国内影迷强力关注，预
售票房自然而然火爆了。

不仅国内市场未映先热，就连
好莱坞著名的华纳影业公司也抢得
该片发行权，已确定大年初一与
中国同步在北美推出该片。“北
美可是全球第一大票仓啊，虽然
北美观众未必会像国内观众那
么集中在春节档进影院，但华裔
观众多啊，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
收获。”该负责人说。

“华纳影业为什么
会这么卖力地推广这部

纯粹中国制作的华语电影？我认为
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该片故事发生
地在纽约，”该负责人分析道，“其次
是它开启的‘喜剧+推理’模式会争
取到更多北美华裔观众，再次是片
中描写的‘天才+白痴’内容具有很
强观赏性，所以华纳影业才选择这

部纯华语电影推向北美市场，这也
是对中国电影业的最好宣传。”

据悉，该片讲述的故事是，刘昊
然饰演的老秦到纽约参加王宝强扮
演的表舅小唐的婚礼，没想到小唐
只是为了骗他来参加正在纽约举办
的世界侦探大赛企图赢取巨额奖
金，在各国名侦探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的大背景下，他们陷入了一宗连
环杀人谜案……

推理破案是该片最大的看点，
但王宝强的搞笑担当，成龙御用的
成家班的动作指导，将把这部喜剧
外衣包装的推理动作电影，打造成

一部合家欢影片，陪观众度
过一个欢乐的新春佳节。

国内预售票房火爆 华纳影业引入北美同步上映

电影《唐人街探案2》未映先热

新华社柏林2月6日电（记者
田颖）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组委
会6日公布了全部入围主竞赛单元
的电影名单，共有19部影片角逐金

熊奖和银熊奖。
入围影片以欧洲电影为主，仍

然延续了柏林电影节关注现实政治
的风格，涉及的题材包括难民问题、

挪威“7·22”爆炸枪击案等。开幕影
片是美国导演韦斯·安德森的动画
片《犬之岛》，这也是柏林电影节历
史上首次选择动画片揭幕。

柏林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
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本届电影
节主竞赛单元影片反映了世界的
真实面貌，纷繁复杂、多元分化又
激动人心。”

科斯里克说，在全世界范围内
展开的揭露性骚扰的“我也是”运
动，说明这一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好
莱坞。本届柏林电影节将就娱乐业
内打击性骚扰、为女性主导的影片
提供资金支持等议题展开讨论。

科斯里克介绍说，入围主竞赛

单元的19部影片中有4部是女性执
导的。另外，因导演、编剧或影星面
临可信的性骚扰指控，本届电影节
拒绝了“不多于5部”影片。

与此同时，电影节组委会还公
布了特别展映单元名单，包括中国
电影《捉妖记2》在内的12部影片入
围。该单元旨在为质量上乘的新片
提供展示推广的平台，入围影片不
参与各大奖项评选。

当天的发布会还公布了本届柏
林电影节荣誉金熊奖得主，曾出演
《野战排》《英国病人》的老牌美国男
星威廉·达福获得这一终身成就奖。

第68届柏林电影节将于2月15
日开幕，持续至25日。

本土原创歌曲《天官廖纪》海南热播
颂扬廖纪“千古赞”的一生

“欢乐春节·春节庙会”
走进俄哈巴罗夫斯克

新华社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2月7日电（记
者吴刚）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6日在俄
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市文化宫举办“欢乐
春节·春节庙会”活动，精彩的演出和文化展示活
动给当地民众留下深刻印象。

来自中国黑龙江、吉林等地的民间艺术家为
现场观众献上了精彩纷呈的演出，舞台上舞姿婀
娜、笛声悠扬、空竹翻腾，引来阵阵欢呼。

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郭志军在致辞中
说，中俄两国2018年至2019年举办“中俄地方合
作交流年”活动，相信这将为两国毗邻地区的文化
交流和友好合作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平台。
2018年是狗年，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活
力、热情和友好，预示着美好而繁荣的未来，总领
馆愿继续与领区社会各界一道，推动中俄人民友
谊深入发展，推动实现两国共同繁荣。

演出结束后，总领事馆在演出大厅内开放书
法、剪纸、器乐、脸谱、空竹、五子棋、太极拳等文化
展示区，邀请来宾进行“体验式”交流互动，亲身参
与并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来宾们纷纷表示，本次活动形式新颖，内容妙
趣横生，通过活动对春节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希
望今后多举办类似活动，将更多更有趣的中国文
化介绍给俄远东民众。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哈巴罗夫斯克市
政府官员以及当地主流媒体、各大高校、文化机构
等社会各界代表500余人出席了活动。

“中俄欢乐大马戏”
济南开启跨年盛宴

新华社济南2月7日电（记者闫祥岭）来自
中国、俄罗斯、乌克兰、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
60多名演员7日在济南开启“中俄欢乐大马戏”
跨年盛宴，活动将持续到3月15日。

本次“中俄欢乐大马戏”活动由山东省杂技团
联合佰艺文化公司举办。山东省杂技团与俄罗斯
大马戏团演员将在每场90分钟的演出中，为广大
观众带来一个个惊险刺激、爆笑连连的马戏节目。

据介绍，本次“中俄欢乐大马戏”活动亮点繁
多，汇聚有国际马戏金奖节目，整合了山东省演出
公司的市场优势，保证了演出的惠民特性。

匈牙利发行
中国狗年生肖邮票

新华社布达佩斯2月6日电（记者杨永前）
匈牙利邮政公司6日在布达佩斯发行2018年中
国狗年生肖邮票。

同一天，由匈牙利邮政公司、中国驻匈牙利大
使馆和匈中文化交流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国狗年生
肖邮票发行仪式在匈牙利邮票博物馆举行。

匈牙利邮政公司此次发行狗年生肖邮票小全
张7万枚。每枚小全张上有4枚邮票，色彩以喜
庆的红色和金色为主。4枚邮票上狗的图案相
同，不同之处仅在于色彩的搭配。每枚邮票上都
用中文和匈牙利文写着“狗年”，每枚邮票面值为
400福林（约合10元人民币）。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致辞说，春节是中
国最重要的节日，生肖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今天，这种传统与文化正以邮票的方式
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匈牙利民众所了解和熟知，为
了解中国文化开启了一扇窗口，为中匈两国人民
民心相通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他希望狗年邮
票的发行进一步推动中匈文化交流。

匈牙利邮政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伊雷什·佐尔
坦说，匈牙利邮政公司从2014年起开始发行生肖
邮票，迄今已连续发行了5种生肖邮票。

狗年生肖邮票出自匈牙利设计师塞凯伊·卡
尔曼之手。在发行仪式结束后，许多人拿着首日
封请塞凯伊签名。

据悉，匈牙利邮政公司2019年将继续发行猪
年生肖邮票。

第二届中塞青年影像展
在塞尔维亚开幕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电（记者王慧娟）中塞
教育交流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塞青年影像展5日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

中塞教育交流协会主席田真在开幕式上介绍
说，本届影像展由中塞青年摄影展和中国优秀纪
录片展映周两部分组成。摄影展的主题是“我们
的家园”，吸引了中塞两国15所高校近百名青年
摄影师参加。

当天举行了中塞青年摄影展颁奖仪式，中塞
两国的获奖摄影师向参观者介绍了各自的创作经
历和体会，并表示要将更多高质量的摄影作品带
给两国人民。

据介绍，中国优秀纪录片展映周将放映10部中
国纪录片，除开幕式上放映的《乡村里的儒学》外，还
有反映保加利亚人在华工作生活的《花样年华》，上
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选送的《民间外交璀璨六十
年》，以及河北美术学院、山西传媒学院和北京电影
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等高校选送的师生作品。

中塞青年影像展将持续到2月23日，期间正值
中国春节。影像展将通过摄影作品和纪录片让当地
民众直观感受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
面的发展，享受“中国年”带给他们的文化大餐。

由塞尔维亚官方批准的中塞教育交流协会于
2015年9月成立，旨在积极推动中塞两国教育界
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年画之乡话年画：

传统年画面临
创新压力

新华社石家庄2月7日电（记者
张硕）随着春节临近，河北省武强县年
画艺人马习钦也忙碌了起来。“最近订
单数量非常多，得赶在过年前把客户
们订的年画都制作完。”

今年58岁的马习钦从事年画制
作已经43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武强年画的传承人。他告诉记者，
武强年画内容形式丰富多彩，只要人
们能想到的内容形式这里都有。

武强年画始于宋元时期，是中国
民间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具有浓郁
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属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武强年画是在原始
的耕作方式、佛教思想、传统观念和
古老的民族习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民间乡土艺术。其构图丰满，设色鲜
亮，装饰夸张，节俗特色浓厚，是民间
年画中的佼佼者。

清嘉庆年间，武强年画达到鼎盛
时期，从业人员约500人，最高年出产
画品约占当时全国年画销量的三分之
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武强年画
的盛景却早已不复当年。马习钦说，
虽然现在找自己求购年画的顾客仍然
络绎不绝，但和历史上鼎盛时期的规
模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

作为具有近千年历史的“非遗”，
武强年画的制作工艺直到今天依然
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然是保留着传
统的雕版印刷加套色这种原汁原味
的做法。

马习钦说，如果将年画中的内容
过度创新会破坏年画原有的美感，如
果不创新又无法获得民众特别是年
轻人的青睐，因此如何把握这个度是
非常困难的。

尽管传统年画在今天面临着种种
困难和挑战，但马习钦却并不气馁。
他相信在政府和热心人士的大力帮扶
下，武强年画虽很难再恢复往日荣光，
但也绝不会就此消亡。“旧的年俗虽然
在衰落，但一些新的年俗却又在兴起，
这是历史的大趋势，我不会为此感到
失落，相反还会为自己处在这样一个
变革时代感到高兴。”

专事炒作明星绯闻
账号被永久关闭

据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获悉，针对一段时期
以来部分平台、机构和个人大肆炒作
明星绯闻隐私和娱乐八卦等低俗之
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公安
部、文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
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热衷
炒作、涉嫌违法违规的各类行为主体
进行全面排查清理和依法综合整治。

据悉，相关网络平台已对“卓伟粉
丝后援会”“全明星通讯社”“娱姬小
妖”等专事炒作明星绯闻隐私的账号
永久关闭。六部委按职能、分领域进
一步加强对新浪微博、腾讯、百度、优
酷、秒拍等网络平台的依法从严监
管。对北京大风行锐角度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卓伟视界（上海）影视工作室
等相关企业经营活动进行检查，对发
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依法惩戒。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低
俗炒作、大肆渲染明星绯闻隐私严重
扰乱了网络传播秩序，传递了错误导
向，侵害了公民合法权益尤其是青少
年的身心健康，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
感。通过联合整治打击低俗炒作行
为，将进一步形成依法从严监管的震
慑，督促和约束相关平台、机构和个人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坚持守法合规经
营，维护互联网传播秩序，营造天朗气
清的网络空间。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
周玮）记者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丰富多彩的春节文化活动正在全
国陆续展开，遍地开花的群众文化活
动、蕴含乡音乡情的地方戏、网络联欢
过大年的“乡村春晚”等，成为戊戌狗
年新春令人期待的“文化大餐”。

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
基层送欢乐

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介绍，文化
部在春节期间组织各地群众文艺工作
者组成文艺小分队，赴基层特别是贫
困地区开展慰问演出、展览、讲座、数

字文化资源放映等活动。
一支支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

正分赴河北西柏坡、雄安，内蒙古赤
峰，广西百色，贵州遵义、黄平，福建龙
岩，陕西延安等地开展新春慰问活
动。恭王府博物馆赴山西静乐、江西
黎川等地开展送福到万家活动，将近
7000个“福”字礼包送到社区、农村的
贫困户、孤寡老人和农民工兄弟家中。

传统文化增年味

根据中宣部、文化部等部门“文化
进万家”活动要求，文化部非物质文化
遗产司在河北省开展了传统戏剧基层

行系列活动，并支持开展2018年河北
省千场非遗展演进万家活动。精选河
北梆子、评剧等12个剧种的国家级、
省级传统戏剧类非遗项目，举办22场
公益性演出。

2018年春节期间，国家图书馆全
天候开放迎接到馆读者，将举办“大年
初一馆长拜年”“看《永乐大典》过戊
戌新年”“新时代、新春联——名家带
你写春联”“猜灯谜与趣味知识问答”
等特色活动，以及“甲骨文记忆”“圣贤
的足迹 智者的启迪——孔府珍藏文
献展”“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
年我们读过的经典”等特色展览。另
外，自2月6日起，在国家典籍博物馆

举办“春节有礼 自信有我——2018
年国家图书馆年俗文化展”，向读者展
现春节礼仪、传统文化。

春节期间，故宫博物院开放的专
题展览有“天禄永昌——故宫博物院
藏瑞鹿文物特展”“明代御窑瓷器——
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
传世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金丝铁
线——故宫博物院哥窑瓷器展”等。

网络联动闹新春

不久前，2018“百姓大舞台”春节
文化惠民网络联动在浙江丽水正式开
幕，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依

托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在浙江丽水、宁
夏盐池、广东佛冈、福建武平四地“乡
村春晚”同步直播，标志着2018年全
国“乡村春晚”活动正式启动。

2018年全国20个副省级以上文
化馆参与，联合推出地域特色浓厚、区
域影响力大、普惠效果好的公共文化
群众舞台艺术演出、培训、展览展示、
赛事等各类优秀群众文化活动，纳入

“百姓大舞台”项目，通过文化共享工
程·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国家数字文化
网等平台渠道在全国互动播出，在升
级推出的国家公共文化云上，精选各
地方优秀的群众文化品牌项目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推广。

文化部门推出春节文化大餐

新时代 基层送欢乐

《捉妖记2》入围特别展映单元
威廉·达福获终身成就奖

19部影片角逐金熊奖

威廉·达福《捉妖记2》剧照

《唐人街探案2》剧照

柏林电影节公布参赛片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