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阎义 ) 记者
从8月8日召开的北京博物馆学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 （工美） 专业委
员会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 非遗
（工美） 专委会将围绕非遗主题，
发挥平台作用， 组织学术论坛及
讲座培训为非遗传承与保护提供
支持； 发挥专委会特长， 整合北
京文化资源， 将非遗送入社区，
送进校园。

此次会议在北京文旺阁木作
博物馆召开。 来自故宫博物院、
北京民俗博物馆、 北京艺术博物

馆等单位的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出
席会议。 此次会议围绕非遗专委
会未来的发展模式、 工作目标及
思路进行了交流， 并就专委会下
一阶段的工作方案进行讨论。 非
遗专委会主任委员、 北京服装学
院服装博物馆馆长贺阳提出非遗
专委会要围绕非遗主题， 通过展
览、游学、培训等方式开展工作。
贺阳认为“非遗”传承与“文化可
持续”的理念是融合的，可以通过
非遗专委会平台， 引导非遗走入
校园， 也为非遗保护与研究提供

学术支撑。 北京博物馆学会秘书
长祁庆国建议结合国家文化战略
及北京地区文化发展环境， 扩大
非遗专委会成员单位范围， 丰富
成员单位类型， 吸收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到非遗活动中。 非遗专委
会要加强学术研究及培训工作，
尝试以成员单位及博物馆为基
地， 在培训、 咨询等方面发挥专
委会的专业优势与平台作用。

会后， 与会人员参观并调研
了文旺阁木作博物馆， 了解传统
木作技艺的传承历史及现状。

本报讯 （记者 王路
曼） 近日， 随着一曲 《欢
聚水立方》 在国家游泳中
心 “水立方” 唱响， 2019
年 “水立方杯 ” 海外华
侨华人大联欢活动在这里
拉开序幕。 晚会现场， 除
颁发 “文化中国·水立方
杯” 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
赛相应奖项外， 来自31个
国家的100余名选手纷纷
登台， 与国内知名演员共
同献艺， 表演歌舞等精彩
节目。

据了解， 2019年 “文
化中国·水立方杯” 海外
华人中文歌曲大赛是由
北 京市政府侨办 、 北京
市政府新闻办、 北京市国
资公司共同主办的一项
大 型公益性侨务文化交
流活动。 大赛以 “侨心筑
梦水立方 ， 共谱华诞新
乐 章 ” 为主题 ， 在海外
31个国家设立了50个分赛
区， 吸引了近7000名选手
报名参赛 ， 举办选拔赛
150余场， 现场和通过网
络参与的观众人数超过
1500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
是， 共有1300多家海外侨
社、 华文媒体、 中文学校
等参与承办， 规模为历届
之最。

经过激烈角逐， 青少
年组中， 来自美国洛杉矶
赛区的刘申如获得金奖；
印尼赛区的陈惠倩和马来
西亚赛区的许芷妍获得银
奖； 美国西雅图赛区的孙
畅、 马来西亚赛区的谢诗
莹和韩国赛区的李佳明获
得铜奖。 成人组中， 芬兰
赛区的张文浩获得金奖；
葡萄牙赛区的武恩泽、 新
加坡赛区的庄杰获得银
奖； 澳大利亚赛区的蔡汭
霏 、 比利时赛区的徐超
凡、 加拿大赛区的刘禹彤
获得铜奖。

晚会现场， 还揭晓了
“最佳人气奖” 和 “最具
潜力奖”， 他们分别是来
自葡萄牙赛区的潘思雨和
来自澳大利亚珀斯赛区的
倪一鸣。 活动中， 来自不
同国家 、 不同年龄的选
手， 在歌声中跨越了文化
差异和语言障碍， 拉近了
彼此心灵的距离。 也在歌
声中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 激发了学习中文
的热情。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8月10
日， 由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牵
手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沿线的12家
博物馆及文化单位， 在法海寺、
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 联
合举办了 “山河壮美 遗珍荟萃”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之瑰宝暨2019
首都文博志愿者培训拓展大课

堂。 活动当天， 60名文博志愿者
在现场体验了葫芦笵制。

此次活动以西山永定河文化
带著名文化圣地法海寺的宫廷壁
画艺术为载体， 荟萃传统文学、
技艺、 美术， 采用非遗项目葫芦
笵制活态传承、 展示与文化创新
结合的方式， 对北京地区文博志

愿者进行相关文化知识及技能培
训， 让文博志愿者通过非遗专项
培训学习， 进一步理解物质文化
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
性， 从而提升学员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认知、 保护和传承， 综合文
化素质及服务理念， 更好地发展
志愿服务事业。 陈艺 摄

本报讯 近年来 ， 在如日中
天的 “文创热” 下， 文创产品从
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 成为圈粉
无数的寻常物件。 这个盛夏， 中
国美术馆文创中心从北京五四大
街走向互联网， 上线 “美好生活
旗舰店”， 并独家发布数款馆藏
IP文创新品， 开启了网上发力文
创产业的新步伐。

中国美术馆文创中心负责人
高扬表示， 这是中国美术馆的首
次触网， 文创中心在承担中国美

术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惠及公
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同时， 也尝试
让粉丝足不出户就能体验生活中
的艺术设计之美， 买到中国美术
馆文创产品。

据悉， 中国美术馆文创中心
启动“四美生活文创计划”通过线
上线下整合资源， 推动文创IP的
开发。 “四美”包括：“美哉生活”，
人人都是创意家系列文创活动持
续发声；“美自生活”，全国美术馆
文创产业链服务平台逐步建立；

“美之生活”， 中国美术馆文创旗
舰店正式上线；“美好生活” 全方
位调动文创资源综合开发运用。

高扬说， 充分利用美术馆艺
术IP， 开发符合当代人需求的文
创产品依然是重中之重。 目前来
看， 剪花娘子库淑兰 “幸福” 系
列和齐白石等中国绘画大师系列
文创新品就是不错的尝试。 未来
会更深入挖掘美术馆自身资源，
将文创的有益探索推向新阶段。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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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证人》 由张家辉、
杨紫、 任贤齐领衔主演， 故事发
生在香港法医中心， 却跳脱了港
片中 “江湖与法制对立， 黑帮与
线人牵连， 卧底与警员暧昧” 的
设定 ， 也抛开了多空间叙事方
式， 转而选择化繁为简， 将故事
设定在一夜8小时内， 所有人物
都被限制在法医中心。 众多观众
都将此片比喻为 “动作犯罪版
‘大逃杀’”， 题材新颖， 是国内
少见的密闭空间激斗题材。

电影此前已举办数场超前观
影， 先睹为快的影迷纷纷给予高
度评价： “全程充满窒息感， 非
常刺激” “有创新性的犯罪动作
片” “保持了港片的原味， 却跳
脱了港片的窠臼， 观影过程反转
不断， 惊喜不断”。

《沉默的证人》

改编自手机游戏的电影 《愤
怒的小鸟2》本周将映，前作原班
配音演员悉数回归， 更有 “麻辣
鸡” 妮琪·米娜，“神奇女侠” 盖
尔·加朵和妮可·基德曼的女儿们
加盟配音， 为影片增色不少。

距离上一部电影3年过去 ，
《愤怒的小鸟 》 已经不复当年
“现象级手游” 的热度， 而第二
部也更多跳脱出游戏的框架和束
缚。 从游戏到电影， 猪鸟之间的
敌对关系似乎是这个IP天然的属
性， 而 《愤怒的小鸟2》 给两者
带来特别而又有趣的思路， 让猪
鸟化敌为友， 在彼此埋汰的过程
中再制造新的矛盾和趣味性。 小
鸟也不再执着于 “愤怒” 这个标
签， 而是用一路历险促成成长。
作为一部面向全年龄段的合家欢
电影 ， 这一次电影也是笑料满
满。 同时， 《愤怒的小鸟2》 在
第一部的基础上， 还加入了新角
色、 新场景、 新威胁。

逾1500张巨幅照片
讲述“长城故事”

新华社电 2019中国长城国
际摄影周日前在八达岭长城景
区启动。 来自全国300余位摄影
家拍摄的超过1500张巨幅照片
将在未来一个月内集中展出 ，
展览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

这些摄影展览作品均为超
大尺幅 ， 从八达岭长城风景区
步行街开始展示 ， 一直排列至
景区的望京广场， 绵延1.6公里。

来八达岭游览的游客不仅能领
略雄伟壮丽的长城风光 ， 还能
从一幅幅摄影作品中一窥长城
的历史文化。

此次展览内容丰富， 包括7
个主题 。 其中 ， “穿过历史的
烽 烟———百 年 长 城 影 像 展
（1850———1949） ” 向观众展出
近百幅长城的历史影像 。 这些
摄影作品来自海内外博物馆 、

艺术馆 、 图书馆和收藏家 ， 展
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长城风貌。

“长城作为影像符号———
中 外 摄 影 名 家 眼 中 的 长 城 摄
影 精品展 ” 展出中外近百位知
名摄影家拍摄的长城题材经典
作品 ， 除了展现长城的雄浑壮
观 ， 还 有 以 长 城 为 主 题 进 行
的摄影观念和技艺探索的创新
佳作。

除了集合与长城有关的历
史影像外， “长城脚下是故乡”
“迎冬奥专题展览” 等主题展览
以及 “我与长城合个影 ” “我
为长城代言 ， 我为祖国祝福 ”
等丰富的互动活动也同时展开，
面向社会征集摄影作品 ， 并邀
请市民游客讲述自己与长城的
故事， 共同表达对长城的热爱、
对祖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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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馆首次触网发力文创产业海外华侨华人
唱响水立方

北京地区博物馆非遗将入社区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