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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成东丽周婷婷）10月11
日上午，人物传记电影《柳青》在西安举办
开机发布会，并公布了几款概念海报。人
民作家柳青的传奇故事将在2019年首次
登上大荧幕与全国观众见面。

影片由中国青年导演田波执导，编剧
芦苇担任剧本指导，电影美术大师霍廷霄
担任艺术总监，演员成泰燊扮演柳青。影
片全长约两个小时，拍摄周期预计三个
月，影片将再现作家柳青波澜壮阔的人生
画卷和他不断超越自我，实现艺术成就
的心路历程。

柳青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代表
作《创业史》通过描写中国西北地区一个小
村庄“蛤蟆滩”的生活演变，真实地描绘了
中国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社会矛盾冲
突和农民在这一时期思想、心理变化的过
程，其写作风格影响了一批批文艺工作者，

开创了“文学陕军”的辉煌时代，是一部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电影《柳青》将再现柳青在长安皇甫村
深入生活14年创作《创业史》的心路历程，
以及他与妻子马葳在那个特殊而复杂年代
里令人震撼的情感故事，通过有血有肉的
细节刻画，力争让观众看到一位交织着家
国情怀的人民作家形象，感受到“胸中有大
义，笔下有乾坤”的文人风骨。

电影《柳青》还将完整还原解放初期陕
西关中地区的农村生活画卷，所有镜头都
将在陕西省境内完成拍摄，其中涉及人物
形象众多，场景十分宏大。该剧导演田波
表示：“十年前，我专程来到秦岭脚下的神
禾塬拜祭柳青先生墓。如今，在商业大潮
的冲击下，我认为柳青的精神越发弥足珍
贵，就萌生了在自己年富力强时一定要把
这位文坛圣徒的故事搬上大荧幕。”

本报讯（记者 赵福生）10月11日，陕西
盛世长安丝绸之路国际奇石展在西安曲江
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广场开幕，全国各地的300
多家收藏商参展，展出国内外各类观赏石、根
雕作品近百万件，将展至10月23日结束。

记者现场看到，各类腊石、红碧玉、大
湾石、青花石、大化石、三江彩玉等奇珍异
宝，令人耳目一新。除了殿堂级玉器南红惊
艳亮相之外，最为令人震撼的一个长9.3米
的老樟树根雕，最大直径2.6米树洞里设置
了一个“茶吧”，同时可容纳6个人坐在里面
品茶，简直就是一座书屋。据福建收藏商高
先生介绍，这个老樟木，系2015年从缅甸得
来，本想雕刻成一艘木舟，但觉得将这么粗
的大树锯开实在可惜，就改造成了树屋。

巨型老樟树根雕亮相陕西丝路奇石展

最大直径2.6米、长9.3米的这个
老樟木根雕树洞改造而成的“茶吧”可
同时容纳6个人品茶。

纪录片真实地记录着时代，是时代的见
证者和亲历者。随着国际和中国电影市场
的发展，中国纪录片正成为电影市场上一股
新力量，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期间，
特意举行了纪录片电影新力量论坛，人们对
纪录片的未来充满期待的同时，新时代也对
纪录片提出了新要求。

近年来，好几部纪录片意外成为荧屏上
的“爆款”：《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带动了
各地美食产业；《我在故宫修文物》得到一
致好评的同时，又让观众关注起故宫文物
修复师这一职业；一部成本不到300万的
纪录片《二十二》，在中国电影院线获得了
过亿票房。

依托陕西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我省在
纪录片创作领域也成果丰硕，佳作迭出。《大
秦岭》《望长安》《舞动陕西》《陕北启示录》

《大美陕西》《大明宫》《黄帝》《法门寺》《西安
2020》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陕西元素纪录片
的热播，充分彰显了陕西纪录片的辉煌，陕

西纪录片正成为全国纪录片翘楚。
技术的力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拿起手机人人都是纪录片导演”，随着互联
网、新媒体、融媒体的广泛应用，国外优质纪
录片也在培养国内观众的审美标准和趣
味。拍摄的门槛不断降低的同时，观众的标
准却在不断提高，势必对当下纪录片创作的
新力量提出更多要求。互联网语境下，纪录
片创作应该有哪些新的变化？纪录片创作
要如何适应互联网传播与互联网用户的需
求？如何做好纪录片？如何追国际一流水
平？讲好陕西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发
现，在2018年豆瓣上的高分纪录片，共同的
特点是既关注时代，记录时代，思考时代，同
时也开始表达个人，直视个体内心深处。

虽然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纪录片的份额
仍略显微不足道，但国产纪录片的理念和水
准都在迅速向国际靠拢。陕西纪录片创作者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期待陕西纪录片继续高
位发力，将更多的精品呈现给更多的观众。

10月11日下午，导演于大雄，主演姜
守志、俞敏、梁戟携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作品《搭秋千的人》出席在
西安浐灞生态区砂之船（奥莱）UME影院
举行的媒体放映专场。活动中，电影一众
主创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各自的创作心得。

近日，电影《搭秋千的人》好消息频传，
接连入围NEW ERA青年电影季主竞赛单
元，第十四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同时
在刚刚开幕的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上获得评委青睐，成功入围主竞赛单元，成

为唯一一部提名该殊荣的西安本土电影作
品。《搭秋千的人》讲述的是发生在丝绸之
路起点的故事，因此，在电影节展映期间，
受到西安各大媒体和影迷的热烈追捧。该
片围绕老石油工人柳焕荣遇上的一桩桩麻
烦事展开，独特的三段式结构，深刻探讨着
时下多样且复杂的社会问题。这种切入点
小，剖析个体的朴素风格，比较符合近年国
际市场的电影风尚，在中国电影风潮中标
新立异实属难得。

本报记者余明

西安本土电影
《搭秋千的人》举行放映专场

电影《柳青》
西安开机
将再现人民作家柳青的人生画卷

新时代，纪录片面临机遇和挑战
■李少娟

昨日，陕西本土电影《大漠驼铃》在第
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举行新闻发布
会，电影原型邓滢等出席。

已入选2018年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
项目的电影《大漠驼铃》，由陕西省委宣传
部、陕西省委高教工委、陕西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西安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
制，故事发生在哈萨克斯坦，故事原型是
被评为最美教师的邓滢老师。该片讲述
了西安外国语大学教师石榴花在哈萨克
斯坦欧亚学院推广汉语的故事。面对家
人的不理解，身体的病痛、异域文化的碰
撞以及办学条件的艰难，石榴花用自己
的行动，架起了中哈两国文化交流的桥
梁，是践行“一带一路”的文化大使，影片
《大漠驼铃》将展现这位文化传播使者背后
的故事……

《大漠驼铃》的制片人、编剧阮剑文介
绍，《大漠驼铃》将有70%在哈萨克斯坦拍
摄，经过半年前期采访创作，剧本已经成
型。拟邀请颜丙燕担任女主角，片中，“石
榴花”在面对家人不理解，身体病痛、异域
文化的碰撞以及办学条件艰难等重重考验
下，用自己的行动，成为践行“一带一路”的
文化传播使者。邓滢则表示，希望影片把
关于奉献、沟通、交流的故事搬上银幕，用
电影语言让更多人了解“一带一路”上的温
暖与感动。

据悉，阮剑文的上一部力作《爱的帕
斯卡》，曾在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中获奖。本片将于 2019年 3月在中哈两
国正式开拍，并于 2019年 9月 10日进行
全国公映。

本报记者夏明勤

电影《大漠驼铃》将拍

讲述最美女教师邓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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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成东丽周婷婷）10月11
日上午，人物传记电影《柳青》在西安举办
开机发布会，并公布了几款概念海报。人
民作家柳青的传奇故事将在2019年首次
登上大荧幕与全国观众见面。

影片由中国青年导演田波执导，编剧
芦苇担任剧本指导，电影美术大师霍廷霄
担任艺术总监，演员成泰燊扮演柳青。影
片全长约两个小时，拍摄周期预计三个
月，影片将再现作家柳青波澜壮阔的人生
画卷和他不断超越自我，实现艺术成就
的心路历程。

柳青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代表
作《创业史》通过描写中国西北地区一个小
村庄“蛤蟆滩”的生活演变，真实地描绘了
中国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社会矛盾冲
突和农民在这一时期思想、心理变化的过
程，其写作风格影响了一批批文艺工作者，

开创了“文学陕军”的辉煌时代，是一部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电影《柳青》将再现柳青在长安皇甫村
深入生活14年创作《创业史》的心路历程，
以及他与妻子马葳在那个特殊而复杂年代
里令人震撼的情感故事，通过有血有肉的
细节刻画，力争让观众看到一位交织着家
国情怀的人民作家形象，感受到“胸中有大
义，笔下有乾坤”的文人风骨。

电影《柳青》还将完整还原解放初期陕
西关中地区的农村生活画卷，所有镜头都
将在陕西省境内完成拍摄，其中涉及人物
形象众多，场景十分宏大。该剧导演田波
表示：“十年前，我专程来到秦岭脚下的神
禾塬拜祭柳青先生墓。如今，在商业大潮
的冲击下，我认为柳青的精神越发弥足珍
贵，就萌生了在自己年富力强时一定要把
这位文坛圣徒的故事搬上大荧幕。”

本报讯（记者 赵福生）10月11日，陕西
盛世长安丝绸之路国际奇石展在西安曲江
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广场开幕，全国各地的300
多家收藏商参展，展出国内外各类观赏石、根
雕作品近百万件，将展至10月23日结束。

记者现场看到，各类腊石、红碧玉、大
湾石、青花石、大化石、三江彩玉等奇珍异
宝，令人耳目一新。除了殿堂级玉器南红惊
艳亮相之外，最为令人震撼的一个长9.3米
的老樟树根雕，最大直径2.6米树洞里设置
了一个“茶吧”，同时可容纳6个人坐在里面
品茶，简直就是一座书屋。据福建收藏商高
先生介绍，这个老樟木，系2015年从缅甸得
来，本想雕刻成一艘木舟，但觉得将这么粗
的大树锯开实在可惜，就改造成了树屋。

巨型老樟树根雕亮相陕西丝路奇石展

最大直径2.6米、长9.3米的这个
老樟木根雕树洞改造而成的“茶吧”可
同时容纳6个人品茶。

纪录片真实地记录着时代，是时代的见
证者和亲历者。随着国际和中国电影市场
的发展，中国纪录片正成为电影市场上一股
新力量，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期间，
特意举行了纪录片电影新力量论坛，人们对
纪录片的未来充满期待的同时，新时代也对
纪录片提出了新要求。

近年来，好几部纪录片意外成为荧屏上
的“爆款”：《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带动了
各地美食产业；《我在故宫修文物》得到一
致好评的同时，又让观众关注起故宫文物
修复师这一职业；一部成本不到300万的
纪录片《二十二》，在中国电影院线获得了
过亿票房。

依托陕西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我省在
纪录片创作领域也成果丰硕，佳作迭出。《大
秦岭》《望长安》《舞动陕西》《陕北启示录》

《大美陕西》《大明宫》《黄帝》《法门寺》《西安
2020》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陕西元素纪录片
的热播，充分彰显了陕西纪录片的辉煌，陕

西纪录片正成为全国纪录片翘楚。
技术的力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拿起手机人人都是纪录片导演”，随着互联
网、新媒体、融媒体的广泛应用，国外优质纪
录片也在培养国内观众的审美标准和趣
味。拍摄的门槛不断降低的同时，观众的标
准却在不断提高，势必对当下纪录片创作的
新力量提出更多要求。互联网语境下，纪录
片创作应该有哪些新的变化？纪录片创作
要如何适应互联网传播与互联网用户的需
求？如何做好纪录片？如何追国际一流水
平？讲好陕西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发
现，在2018年豆瓣上的高分纪录片，共同的
特点是既关注时代，记录时代，思考时代，同
时也开始表达个人，直视个体内心深处。

虽然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纪录片的份额
仍略显微不足道，但国产纪录片的理念和水
准都在迅速向国际靠拢。陕西纪录片创作者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期待陕西纪录片继续高
位发力，将更多的精品呈现给更多的观众。

10月11日下午，导演于大雄，主演姜
守志、俞敏、梁戟携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作品《搭秋千的人》出席在
西安浐灞生态区砂之船（奥莱）UME影院
举行的媒体放映专场。活动中，电影一众
主创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各自的创作心得。

近日，电影《搭秋千的人》好消息频传，
接连入围NEW ERA青年电影季主竞赛单
元，第十四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同时
在刚刚开幕的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上获得评委青睐，成功入围主竞赛单元，成

为唯一一部提名该殊荣的西安本土电影作
品。《搭秋千的人》讲述的是发生在丝绸之
路起点的故事，因此，在电影节展映期间，
受到西安各大媒体和影迷的热烈追捧。该
片围绕老石油工人柳焕荣遇上的一桩桩麻
烦事展开，独特的三段式结构，深刻探讨着
时下多样且复杂的社会问题。这种切入点
小，剖析个体的朴素风格，比较符合近年国
际市场的电影风尚，在中国电影风潮中标
新立异实属难得。

本报记者余明

西安本土电影
《搭秋千的人》举行放映专场

电影《柳青》
西安开机
将再现人民作家柳青的人生画卷

新时代，纪录片面临机遇和挑战
■李少娟

昨日，陕西本土电影《大漠驼铃》在第
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举行新闻发布
会，电影原型邓滢等出席。

已入选2018年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
项目的电影《大漠驼铃》，由陕西省委宣传
部、陕西省委高教工委、陕西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西安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
制，故事发生在哈萨克斯坦，故事原型是
被评为最美教师的邓滢老师。该片讲述
了西安外国语大学教师石榴花在哈萨克
斯坦欧亚学院推广汉语的故事。面对家
人的不理解，身体的病痛、异域文化的碰
撞以及办学条件的艰难，石榴花用自己
的行动，架起了中哈两国文化交流的桥
梁，是践行“一带一路”的文化大使，影片
《大漠驼铃》将展现这位文化传播使者背后
的故事……

《大漠驼铃》的制片人、编剧阮剑文介
绍，《大漠驼铃》将有70%在哈萨克斯坦拍
摄，经过半年前期采访创作，剧本已经成
型。拟邀请颜丙燕担任女主角，片中，“石
榴花”在面对家人不理解，身体病痛、异域
文化的碰撞以及办学条件艰难等重重考验
下，用自己的行动，成为践行“一带一路”的
文化传播使者。邓滢则表示，希望影片把
关于奉献、沟通、交流的故事搬上银幕，用
电影语言让更多人了解“一带一路”上的温
暖与感动。

据悉，阮剑文的上一部力作《爱的帕
斯卡》，曾在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中获奖。本片将于 2019年 3月在中哈两
国正式开拍，并于 2019年 9月 10日进行
全国公映。

本报记者夏明勤

电影《大漠驼铃》将拍

讲述最美女教师邓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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