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 我们的荧屏充

满了从国外引进的影视作

品， 一些影视制作机构还

将购买的海外影视 IP 版

权进行翻拍。然而，这种情

况随着中国影视生产创作

能力的提升得到根本改

善。近年来，一批艺术与现

实兼顾、 内涵与情节俱佳

的国产优质作品不断涌

现，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

还在海外“圈粉” 无数。越

来越多的国产影视 IP 被

海外制作公司购买， 让中

国文化在国际市场生根发

芽。

从“买进来” 到“卖

出去” ， 国产影视作品海

外传播硕果累累， 让世界

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软实

力的不断攀升。 今天的中

国， 正以文化大国的姿态

跃然于银幕荧屏之上，向

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传递

中国精神。

着眼具有共情力的主题

扩大与海外观众的交流空间

从直接将作品搬上海外平

台，到用不同国家的语言译制配

音， 再到如今众多 IP 被其他国

家翻拍，中国影视行业为世界文

化艺术的繁荣贡献能量。 数据显

示，电视剧在中国电视节目国际

贸易中占比超过 70%，不仅覆盖

到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而

且类型题材丰富多元。

在柬埔寨，《三国演义》家

喻户晓； 在新加坡，《欢乐颂》

引发观众广泛讨论； 菲律宾国

家电视台专门为 《鸡毛飞上

天》举行开播仪式。 此外，越来

越多中国电视剧走进非洲、中

东等地区。 近年来，《花千骨》

等电视剧登上非洲国家的电视

荧屏，《平凡的世界》被反复重

播。 《父母爱情》《媳妇的美好

时代》 等现实题材电视剧在埃

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

哥等国播出后备受好评。 抗疫

题材时代报告剧 《在一起》通

过 10 家播出机构和 12 个网络

平台在海外同步播出， 引发全

球观众的情感共鸣。

国产电影“走出去” 方面也

成绩斐然。 不仅 《我和我的祖

国》《我和我的家乡》《流浪地

球》 等作品海外上映引热议，还

有多部作品被海外制片机构看

中，购买版权着手翻拍。由《七月

与安生》 翻拍的韩国电影 《再

见，我的灵魂伴侣》近日更新选

角进展，翻拍自《解救吾先生》

的韩国电影《人质》确定主角人

选，就是例证。《夏洛特烦恼》被

马来西亚制作翻拍成《令伯特烦

恼》，《全民目击》《毒战》 分别

由韩国制片公司改编成《沉默》

《毒战》， 也为中国电影开拓海

外市场作出有益示范。

随着“走出去” 的成功案例

越来越多， 国际市场看到中国

影视生产的潜力。 中国影视机

构也将更多具有全球共识性的

问题，纳入艺术视野的重要性。

爱情、脱贫、故乡情……中国影

视剧这些能引发共情力和同理

心的主题， 从根本上缩减不同

国家间跨文化交流的障碍 ，扩

大中国影视作品与海外观众沟

通交流的空间。

从内容模式到平台“出海”

综艺节目形成海外传播产业链

原创综艺节目的海外传播

亦有不俗表现。 今夏一度占据各

类话题榜的国产原创综艺节目

《乘风破浪的姐姐》， 在海外引

起网友讨论。在 YouTube 上，该

节目相关视频浏览量超 50 万

次，海外网友纷纷通过社交媒体

为喜欢的选手助威。 该节目能获

得这样的传播效果，除了形式创

新，更应归功于女性话题在全球

范围内具有共通性，赋予节目在

不同文化语境中被进一步复制

传播的可能。

受到这样的启发， 越来越

多综艺节目在筹备阶段便开始

考虑海外受众的观看喜好，以

国际化视角策划， 为节目传播

做好全面准备。 比如 《功夫学

徒》，邀请来自不同国家、有不

同职业和专业背景的青年，学

习中国农村脱贫致富“功夫” 。

外国面孔的参与， 拉近了海外

受众的心理距离。

优秀国产综艺模式也在各

大节展上受到追捧，吸引海外买

家前来洽谈购买版权的事宜。 让

前辈与新生代两代歌手齐聚舞

台的音乐节目 《我们的歌》，受

到日本富士电视台、北欧模式公

司和法国制作公司认可。 《朗读

者》《国家宝藏》 等体现中国传

统文化魅力的节目模式也输出

海外，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传

承课题提供新思路。

除了常规的内容模式输出，

国内视频平台还纷纷推出国际

版，为国产视听节目的海外传播

开拓渠道。 芒果 TV 国际 App

通过和第三方海外平台合作，快

速打开国际市场， 覆盖超过 195

个国家和地区。 腾讯视频也在泰

国推出视频流媒体服务 WeTV，

提供来自腾讯企鹅影视且用泰

语配音的中文原创内容以及与

当地合作伙伴创建的内容。 从内

容到模式再到平台的全面 “出

海” ， 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已形

成一条完整产业链。

从个案传播到组团“出海”

国产动画在中国特色上做文章

从《喜羊羊与灰太狼》登陆

MTV 旗下的尼克儿童亚洲频

道， 在亚洲 13 个国家与地区播

出开始，中国动画“走出去” 一

路高歌前行。 如今，亚洲、西欧、

北美等市场均能看见国产动画

的身影。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

降世》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北美；动画片《京剧猫》被引进

到东南亚； 动画电影 《白蛇：缘

起》在美国上映……国产动画作

品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

新推进国际传播。

近日，由爱奇艺出品，维亚

康姆哥伦比亚国际传媒集团尼

克儿童频道全程监制的 CG 系列

动画《无敌鹿战队》在海外火爆

异常。 动画片讲述四只小鹿在冒

险中帮助他人、化解危机、守护家

园的故事，向儿童传递积极勇敢、

团结友爱的中国文化内核。 该片

今年 8 月起登陆尼克国际儿童频

道亚洲市场，之后又在欧洲、拉丁

美洲、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播

出，深受当地儿童喜爱。

中国动画产业不满足于海

外传播个案的成功， 另辟蹊径，

组团出海。 10 月 14 日，戛纳电

视节“中国联合展台” 线上展

示专区举办两场动画推介会 ，

推介 13 部国产动画作品。 其

中，《钢铁飞龙之龙魂觉醒》中

26 个怪兽形象都源于《山海

经》；《天真与功夫袜》 结合中

国功夫元素，讲述主人公穿上功

夫袜变身功夫女侠，帮人解困的

故事；《还击 45 秒》通过浸润中

国风的说唱词曲，让世界感受中

国文化蕴藏的正能量……主办

方撷取作品中富有中国文化特

色的片段制成 VCR， 成功吸引

外国同行的注意。 种种迹象表

明，国产动画产品正通过拓展平

台、联合制作等多种形式，将中

国文化传播到海外，在国际市场

获得认可。

牛梦笛 沈唯

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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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优秀新闻记者作品研讨会举行

� � 本报讯 日前，“打赢两场

战役 夺取两个胜利” 贵州省优

秀新闻记者作品研讨会在贵州

民族大学传媒学院举行。这是贵

州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的首

次优秀作品研讨会，旨在提升新

闻工作者的能力和素养、责任感

与使命感。

在打赢疫情防控战和脱贫

攻坚战两场战役，夺取两个胜利

的历程中，我省涌现出一批彰显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优秀新

闻作品。 研讨会上，任职于新华

社贵州分社的欧甸丘、任职于贵

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的刘丹

丹、任职于贵州广播电视台的曹

浩、 任职于多彩贵州网的陈李

育、任职于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

的铁源，结合自身战贫战“疫”

的新闻作品，讲述新闻背后的故

事、新闻引发的思考。

据悉， 此次研讨会也是第

16 期“竹梅月坛” 的活动内容。

“竹梅月坛” 由省委宣传部主

办，是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传播

能力建设的交流平台。省市主要

新闻媒体负责人和代表、省内部

分高校新闻传播学师生参加活

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省文化系统举办专题培训班

提升数字文化业务骨干能力

� � 本报讯 日前， 由贵州省

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贵州省文

化馆承办的“2020 年贵州全省

文化馆数字文化业务骨干应用

能力培训班” 在贵阳举办。来自

全省各地的百余名业务骨干参

训。

此次培训旨在发挥现代信

息技术优势，进一步推动贵州省

各级文化馆的数字文化融合创

新发展，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的数

字化应用能力，整合数字资源建

设，实现全省文化馆数字文化云

平台数据互联互通、 资源共享，

融合创新发展。

培训中，专家以现场实操、

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对《当

“文化” 会上网》《融媒体语

境下的基层文化宣传工作》

《贵州数字文化馆后台操作及

平台的应用与服务》等主题内

容作出全面讲解，为参训学员

指明数字文化馆基础建设的

探索方向。

通过此次培训，各文化馆数

字文化业务骨干的业务技能得

以提升， 掌握了数字文化馆的

建设方向， 了解了数字文化的

发展趋势和宣传推广方式。 学

员纷纷表示， 今后将立足本职

创新工作模式， 努力丰富公共

文化产品供给， 为提高数字文

化服务效能贡献力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马首铜像入藏圆明园

� �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施雨

岑 罗鑫） 160 年前 ，圆明园

惨遭焚掠， 自此下落不明的马

首铜像于 12 月 1 日回归故园。

国家文物局正式将圆明园马首

铜像划拨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

管理处收藏，宣告这匹“骏马”

成为第一件回归圆明园的流失

海外重要文物。

马首铜像的“回归之路 ”

凝 聚 多 方 努 力———2007 年 ，

它现身拍卖市场，被港澳知名

企业家、爱国人士何鸿燊出资

购回 ；2019 年，在国家文物局

积极推动下，何鸿燊决定将圆

明园马首铜像正式捐赠国家

文物局 ；在捐赠仪式上，国家

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宣布，要送

马首铜像“回家” ，回到原属

地圆明园。

刘玉珠说，一年来，国家文

物局和北京市各有关方面选定

圆明园正觉寺作为展示场地，确

定文殊亭作为马首展区，并且克

服疫情影响，实施展示提升与安

防改造工程，使正觉寺具备文物

安全与展览条件。

12 月 1 日，《百年梦圆———

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展》 亮相

正觉寺。 展览以马首回归为主

线，分为圆明重光、万园之园、马

首回归三个单元， 展出文物、照

片等共约 100 组件， 将作为正

觉寺基本陈列持续展出。

交互式民族音画音乐会———

《高原·听见贵州》在京演出

� � 本报讯 11 月 30 日，由贵

州省民族乐团、 贵州省花灯剧

院演出的交互式民族音画音乐

会《高原·听见贵州》亮相北京

民族剧院。 演出通过“乐旅纵

横”“多彩贵州文化云” 进行

同步直播，26 万多观众线上欣

赏音乐会。

《高原·听见贵州》 以多彩

的贵州高原为创作背景， 以贵

州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为创作

素材， 融合民族音乐、 民间乐

器、美术作品及展览综合呈现。

音乐会思考人与故土、 人与环

境、人与人、族群与族群的关系

和感情，通过在苦难、磨砺、逃

离、徘徊、回归中的深度思索，

追寻“天地人间充满爱” 的本

源， 升华朴素而深沉的民族情

怀。

《高原·听见贵州》 曾荣获

国家艺术基金 2016 年度青年艺

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国家艺术

基金 2018 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

助项目、首届全国优秀民族乐团

展演剧目、2019 国家舞台艺术

精品创作扶持工程全国舞台艺

术重点创作剧目。

“音乐会给人一种身临其境

的感觉， 仿佛置身于美丽的贵

州。 ”“演出形式丰富、生动，民

族音画互动的形式非常新颖，很

想找时间去贵州旅游……” 具

有浓郁贵州风情的音乐会谢幕

后，台下掌声经久不息，现场观

众纷纷点赞。

乐团的守正创新、精彩演绎

也得到了文艺界专家的肯定。

专家一致表示， 该作品对贵州

民族音乐素材进行挖掘、探索，

对民族乐器表现手法进行组

合、改良和制作，对舞台作品实

现交互式、多元化呈现，这些创

新对贵州民族音乐的发展有着

重要意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图为演出现场。 王鑫 摄

从“买进来” 到“卖出去” ———

影视剧让中国文化在世界生根发芽

第 33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评选结果日前在福建厦门揭

晓，90 后演员周冬雨斩获金

鸡奖最佳女主角，00 后演员

易烊千玺获得金鸡奖最佳男

主角提名，85 后导演申奥的

作品《受益人》获评最佳导演

处女作。

在这场中国电影界最权

威、最专业的殿堂上，年轻的导

演、编剧和演员大放异彩，各类

新人培养计划和创投活动蓬勃

开展， 为中国电影的未来打开

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凭着在《少年的你》中优

异的表现，28 岁的周冬雨首

度金鸡奖“封后” 。 评委会评

价称， 周冬雨凭借富有层次

与张力的精准表演， 成功塑

造了一个被校园暴力霸凌却

依然怀有希望与勇气的敏感

少女。

最佳男主角提名名单中，

除获奖者黄晓明外， 肖央、大

鹏、吴昱翰等均出生于 1980 年

以后，而易烊千玺刚满 20 岁。

本届金鸡奖对优秀青年演

员的充分认可， 折射出近年来

中国电影的有序传承和良性发

展。

编剧和导演是电影创作的

核心，而今，新人导演已然成为

中国电影市场的主角。 无论是

聚焦卖座的商业电影， 还是坚

持个人表达的文艺电影， 这群

“后浪” 正拥抱中国电影的未

来。

由申奥自编、 自导的电影

《受益人》 获评本届金鸡奖最

佳导演处女作，《通往春天的

列车》《少女佳禾》《被光抓走

的人》等其他提名作品的导演

都展现了各自的才华。

《送我上青云》的 85 后导

演滕丛丛说，记录当下、表现时

代、为民代言，现实主义是中国

电影最优良的传统， 也是青年

创作者最大的法宝， 因为青年

创作者和主流观众同龄， 更能

产生共情。

业内人士表示，2018 年以

来，青年导演强势崛起，在票房

市场上有了更多话语权， 导演

行业迭代加速。 青年导演获得

更多的创作支持和上升通道。

本次金鸡奖盛会举办系列

论坛和创投大会， 聚焦中国电

影的传承创新和人才培养，为

青年创作者实现梦想搭建平

台。其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启

动了第六届青年导演扶持计划

“青葱计划” ，从剧本、制作、投

融资、 宣发等环节进行全产业

链扶持。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

长、“青葱计划” 发起人李少红

说，在各方的保驾护航下，5 年

来已选出 20 名青年导演，到明

年会有十多部“青葱” 导演影

片陆续上映。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8

年，国内各类青年导演扶持计

划多达近 30 项 。 从官方的

“青葱计划” 到宁浩的“坏猴

子计划” ，政府扶持 、电影节

创投会、影视公司等以不同形

式不断为中国电影的未来添

薪旺火。

金鸡电影创投大会上，16

个“剧本完整且尚未制作的华

语电影长片项目” 从 1021 个报

名项目中脱颖而出， 在终极路

演现场登台。

青年导演周涤非介绍了一

个中西方文化碰撞的项目，他

说，希望用中国人的叙事方式，

把中国故事展现给海外观众。

“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是我

们 这 一 代 电 影 人 的 历 史 使

命。 ”

《流浪地球》导演郭帆说，

无论是市场环境还是创作环

境，现在都是最好的时代，因此

年轻的创作者要珍惜当下，做

好基本功的积累，“放开手脚

加油干” 。

金鸡奖见证青年影人的责任担当

张逸之 任沁沁 颜之宏

评弹

《流浪地球》海报。 （资料图片） 《白蛇：缘起》海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