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30日，首届“金熊猫”国际传
播奖启动，包括著名表演艺术家
陈宝国、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名

誉主席赵化勇、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
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高峰等组成了超豪
华评审团，将评出最终的大奖。

在启动仪式上，评委会主席陈宝国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不仅为大家解读
了此次奖项的评选标准，也谈了他与四
川的特殊渊源。

评委会宗旨
“八字标准”检验千部作品

“关于我们首届‘金熊猫’国际传播
奖，组委会给了我很多的背景资料，我觉
得八个字可以概括，沉甸甸的八个字，就
是‘中国故事、国际传播’。”陈宝国接受
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故事”一定要是中
国的故事；再有就是，要在国内外播放
过、上映过的，也就是所谓的“国际传
播”。

陈宝国说，这不但是首届“金熊猫”
国际传播奖的宗旨，也是评委会要进行
评选作品的时候，认为作品必须要具备
的首要的条件。

不仅如此，陈宝国还认为“金熊猫
奖”是意向国家级的大奖，代表了最高级
别的制作、创意标准：“我觉得作为中宣
部、广电总局、四川省委宣传部共同联合
支持的首届‘金熊猫’国际传播奖，那么
这个奖项一定是国家级的大奖。那么，
作品的标准一定是代表着国家级的，它
的制作、剧本、创意、表演都应该是最高
级别的，最高水平的。”

与四川渊源
再谈《正者无敌》仍红了眼

陈宝国与四川颇有渊源：“我来过很
多次四川了，拍戏的时候来过，还自费来
四川旅游过，走遍了成都平原的山山水
水和名胜古迹。我喜欢吃辣的，爱吃川
菜，不管走到哪儿都会去找川菜馆。”

对于四川，陈宝国印象最深的还是
曾在电视剧《正者无敌》中饰演过的一个
人物“冯天魁”。冯天魁原型为川军一二
二师师长的王铭章将军，在危机四伏的
情况下步步为营，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
次的阴谋诡计。抗战爆发后，冯天魁率
领川军走出四川，坚持抗战。台儿庄大
战爆发，川军在兵力不足，武器弹药匮乏
的劣势下，和日军战斗了七天七夜，冯天
魁壮烈牺牲。川军的顽强抵抗，为台儿
庄大战赢得了时间。

“我曾经说过，我希望能够把工、农、
兵的角色都演一遍。在我的心目之中，
军人就要像冯天魁一样。冯天魁这个角
色就是把当时四川几个将领的事迹进行
了改编。”陈宝国提到这个角色时，眼角
湿润微红：“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拍到就义
的场景，冯天魁说我死都要冲着家乡的
方向！我当时就问，哪边是西南方？现
场工作人员说，朝着光好的方向拍吧，我
说不，要冲着西南方拍，这也表达了我心
中的敬意。这也是我唯一跟导演商量拍
摄角度的一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首届“金熊猫”国际传播奖
纪录片类和电视剧类奖项设置

纪录片类奖项:
最佳短纪录片奖 1个
最佳长纪录片奖 1个
最佳系列片奖 1个
最佳导演奖 1个
最佳摄影奖 1个
最佳创意奖 1个

电视剧类奖项:
最佳电视剧奖 3个
最佳导演奖 1个
最佳编剧奖 1个
最佳摄影奖 1个
最佳男演员奖 1个
最佳女演员奖 1个

谁说四川电视节主会场不能成
为网红打卡地？本届四川电视节还
在成都世纪城会展中心的2号馆给各
路极客和网红提供了放飞自我的良
机。

在这里举行的智慧广电技术展
上，以“超清视野·智慧广电”为主题，
各种“黑科技”粉墨登场，比如这里开
设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5G、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娱乐互动区。

那些抖音女王、抖音男神都关心
的创意视频到底咋拍？怎么样才能
用高科技手段提升粉丝流量？四川
电视节的智慧广电高新技术展能给
你一个满意的答案，比如人工智能视
频技术就能让你放开手脚大胆拍！

封面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最新
的视频拍摄中结合了智能人脸识别
技术，通过镜头跟踪和捕捉你的动作
和表情，同时操控摄像机实时调节出
被摄人物所需要的焦距和镜头运动
幅度，有了它你就拥有了一位专属摄
像师。

抠像还在用绿幕？你out了，人
工智能视频合成技术可以在任何复
杂的背景环境下，为你搭建出所需要
的虚拟场景，从此走出直播间，在任
何背景下都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切换
场景。

还在纠结手机拍摄的短视频画面
太单调？那就快来了解一下展览上的
手机夹戴式镜头。偏振镜头为你解决
在拍玻璃展柜时的反光问题，鱼眼镜
头让你的画面更具新奇感，微距镜头
为你呈现细节之美……另外，拍摄这
些画面的夹戴式镜头都可以装进你的
口袋，随时随地的让你随心拍！

短视频拍完不会加特效？sobey
的短视频编辑软件将帮助你搭建出
脑海中的画面，转场效果、视频花字、
动态模板……各类特效应有尽有，免
去特效制作环节，只需要把所需效果
拖拽到视频当中即可让你的视频与
众不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帆

阿来梁平领衔终评
“宽窄岁月·我与新时代”

全国文学大赛征文
即将揭晓

为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弘
扬新时代文学精神，2019 年 6
月，《青年作家》杂志社面向全国
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举办“宽窄岁
月·我与新时代”全国文学大赛
征文活动。征文开始以来，杂志
社收到来自各行各业文学爱好
者的踊跃投稿。经过大赛组委
会组织人员严格的层层初选，征
文目前正由阿来、梁平等终审评
委进行最终评选，择日将公布评
选结果。

10月 30日，封面新闻记者
从《青年作家》执行主编、诗人
熊焱处了解到，参与终评的稿
件体裁丰富，涵盖小说、散文、
诗歌。作者也是来自各行各
业，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的写作
者。“我们收到的稿件不只来自
专业作家，社会上各行各业的
普通劳动者也踊跃投稿，其中
不乏优秀的作品。他们从自己
的独特的视角讴歌祖国发展，
表达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有年
过花甲的老者回忆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的轨迹，也有在新时代
里长大的中小学生表达对国家
的自豪之情；来自农村的作者
讲述自己从离家打工到回乡创
业的转变，展现国家对农村发
展的扶持；城市里的互联网工
作者描述城市生活的新变化，
展望未来的科技生活。”投稿者
们用现实主义题材和真挚的情
感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祝
福，完成了具有高度时代性、人
民性和现实性的优秀作品。这
些稿件交织在一起，全面呈现
了新中国70年来发展壮大的画
卷。

据熊焱介绍，此次大赛共收
到来稿 7000 多件。收到来稿
后，大赛组委会组织人员认真审
读、精心挑选，已在《青年作家》

“宽窄岁月·我与新时代”专栏刊
登数篇优秀征文。目前，征文也
已进入终审阶段。大赛的终审
评委堪称“黄金阵容”，包括阿
来、梁平在内的全国多位著名作
家、散文家、诗人，实力文学刊物
主编，他们的参与将很好地保证
评选质量，最终的获奖作品值得
期待。

此次征文设置一等奖 1名
（奖金30000元）；二等奖3名（奖
金各10000元）；三等奖6名（奖
金各5000元）；优秀作品奖20名
（奖金各2000元）。《青年作家》
将刊发优秀的应征作品，并在评
选结束后，以专辑形式刊登部分
获得等级奖的作品。所有获奖
作品都将集结成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 实习生 张谌

网生纪录片未来何在？
优酷李炳：
为年轻用户
生产内容

10 月 30 日，2019（第十五
届）四川电视节在成都盛大开
幕，众多电视人汇聚蓉城共襄业
内盛会。就在当天下午，一台以

“记录新时代”为主旨的国际论
坛作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
式举行，纪录片业界专家学者、
优秀作品创作者代表亮相活动
现场，以自身经历发表对于当下
纪录片市场的看法。

近年来，在纪录片领域中，
“网生纪录片”的概念被不断提
及，“纪录片进入网生时代”也
成为了行内人所积极探讨的话
题。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网
络爆红，之后纪录片“黑马”《人
生一串》也在网播中取得不错的
成绩。

网生纪录片由于体量相对
较小，题材垂直细分，内容节奏
快，迅速上升为纪录片领域的
新宠。在论坛中，阿里巴巴大
文娱优酷泛文娱中心主编李炳
就以“网生纪录片的市场趋势
与国际传播”为主题展开了演
讲。

“我觉得网生纪录片应该是
平台或内容机构生产的内容在
互联网上产生很好的反响，再者
说能被互联网用户认知的纪录
片，更适合定义为网生纪录片。”
李炳说道，相较于传统纪录片，
网生纪录片与用户的贴近性会
更强。

因为过去获取内容平台做
什么、受众看什么；现在除了平
台自主的内容的控制以外，制作
者会更多考虑用户的需求、习
惯，文化消费的逻辑，“新媒体的
用户更加年轻化，核心用户在
15-35岁。如何为年轻用户生
产内容，是网生纪录片需要思考
的内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雨心

不管是爆红网络的《我在故宫修文
物》，还是引起全民“吃播”热潮的《舌尖
上的中国》，还是在去年意外蹿红的“黑
马”《人生一串》……这些作品的收视、热
度双丰收，都在表明纪录片的影响正逐
渐增大。10月30日，在第十五届四川电
视节盛大开幕之际，一台以“记录新时
代”为主旨的国际论坛在世纪城国际会
议中心拉开帷幕，众多纪录片行业的大
咖齐聚蓉城，共同探讨新当下纪录片创
作生产的新思维、新潮流。

怎样用国际表达讲好中国故事？
怎样以全球的视野传递中国价值？诞
生于2011年，又在今年10月进行的全
面改版的的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或许
可以道出一二。在论坛现场，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总监梁红就以
“融合发展 携手共赢 开创纪录片新时
代”为主题，用央视纪录频道的案列分
享了她的所见所想。

作为长年从事人文与社会现实类
纪录片创作的纪录片人，梁红担任导演
和制片人的多部作品曾获国家级及国
际纪录片节大奖。曾创办《讲述》、《心
理访谈》等多个栏目，并率团队自主原
创“中国诗词大会”等多项具有广泛社
会影响力的品牌项目。而如何记录好、
讲述好、传播好全面的中国？梁红一开
始就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本立而
道生”。

“其实谈起纪录片，大家知道英国
有BBC，美国有国家地理和探索，而日

本有NHK。所以我们作为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我们要力争成为
中国的文化名片。”梁红谈到，在国际传
播中，纪录片是很好的一个载体，它能
够跨越语言的隔阂、跨越种族的距离，
所以纪录片应该成为国与国、民与民之
间交流相亲的亲善大使。并且当下纪
录片的国际传播也发生了改变，以前可
能更多的是中国想对世界说，但是现在
更多的是世界想听中国说。“中国不但
有悠久的历史故事，同时还有丰富的现
实生活。我们希望能够用中国故事、国
际表达的方式，用国际的语言把中国声
音、形象、智慧、经验传达给世界各国。
当然，前提是要吃透中国的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在央视纪

录频道开播的纪录片《城市24小时》
里，其中就有专门的1集来讲到成都。
当时纪录片获得不错的影响力和口碑，
也让行业内的人领略了蜀地的独特风
情。梁红在言语间也透露出了对于四
川和成都的喜爱，谈到自己还担任记者
时，就爱找成都的题材来做节目。“成都
的景美、山美、水美，而且成都的人特别
会讲故事，又幽默乐观。所以我觉得成
都是个纪录片的土壤，这里有丰富的题
材、火热的现实生活，和这么多会讲故
事的老百姓。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纪
录片去展示成都、四川故事，也希望在
央视纪录频道更多看到来自四川的纪
录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雀儿山（藏语称：卓拉山）是指鸟儿
都飞不过的山，这座巍峨雄伟的山峰坐
落在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部的德
格。10月30日，随着第十五届四川电视
节拉开帷幕，国家广电总局定点扶贫县
德格县“高原最美影视拍摄带”推介会在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依托优美独特的自然风光，德格打
造了“高原·最美雀儿山冰川影视拍摄
带”“高原·最美湖泊群影视拍摄带”“高
原·最美牧场草原影视拍摄带”“高原·
最美红色基因影视拍摄带”“高原·最美

古藏文化影视拍摄带”“高原·最美古村
落影视拍摄带”“高原·最美两江流域影
视拍摄带”“高原·最美原始森林影视拍
摄带”“高原·最美极限运动影视拍摄
带”等。

在推介会上，德格县委宣传部部长
丽娜介绍了德格风光，展示了各具特色
的拍摄带共同构筑的光影德格。其中

“高原·最美湖泊群影视拍摄带”全面打
造了玉隆拉措、竹庆当真措、圣仙沟、多
瀑沟等一百多个高山湖泊景区，将景
点、路线、湖泊、影视摄影有机串联，形

成“南有稻城亚丁雪山，北有德格最美
‘湖泊群’”的影视拍摄发展态势。

“高原·最美红色基因影视拍摄带”
则是挖掘十八军进藏红色文化旅游资
源，实施推进岗托金沙江口十八军进藏
纪念馆、雀儿山公路主题红色教育基
地、雀儿山十八军张福林烈士遗迹、夏
克刀登官寨遗址等项目，打造国道317
线“进藏第一红色教育基地”，形成“‘背
着’公路进西藏，一山一江最惊险”的红
色基因影视拍摄带。

“高原·最美牧场草原影视拍摄带”

更是充分利用自身高原牧场草原风光
优势。阿须草原是藏族英雄格萨尔王
的出生地，有雪山、草原、江河、古寺、村
落、成群的黑色牦牛衬托，让行走其间
的人们如入无人之境，享受独有的宁静
和文化熏陶。

在“高原·最美影视拍摄带”推介会
上，四川省广电学会副会长、秘书长陈庄
和德格县委、县政府代表德格县委宣传
部部长丽娜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致力
共同推进德格影视拍摄带的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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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大咖齐聚首届“金熊猫”

央视纪录频道梁红：成都有纪录片的土壤

四川电视节上的精彩光影

德格“高原最美影视拍摄带”

评委会主席陈宝国谈“金熊猫”八字标准

“中国故事·国际传播”
参评作品应代表最高水平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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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国接受记者采访。

智慧广电技术展上的各种“黑科技”令人眼花缭乱。

第十五届四川电视节
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