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综合 2018年11月10日星期六
责任编辑吴炜 美术编辑施伟杰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热点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第
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是今年我
国一场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进博
会开幕当天，当各国政要嘉宾走进国
家会展中心主会场时，伴随他们行走
动线的是一件件精心陈设的艺术
品。这些艺术品都有哪些亮点？主
会场艺术创作与陈设工作遵循什么
设计思路？昨天，青年报记者走进国
家会展中心主会场，听艺术创陈工作
组和部分艺术家讲述了背后的故事。

全国最大青绿山水作品
耗时不到一月

进博会主会场迎宾厅的主背景
是巨幅国画《春风又绿江南岸》，这幅
青绿山水画采用传统平远构图，以大
视野描绘出太湖、京杭大运河、钱塘
江等水系相互交织的江南水乡，绿水
青山、薄雾朝霞、桃红柳绿、水榭亭
廓、渔船钓叟，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非常惊艳。

这幅画长13.10米、宽7.84米，
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青绿山水作品，由
陈琪、江宏、车鹏飞、汪家芳四位对江
南生活、江南文化比较熟悉，画功出
众的上海画家创作完成。其中，陈琪
以构图和人物花鸟见长，车鹏飞、江
宏、汪家芳擅长山水和色彩，各自发
挥、互相配合。

《春风又绿江南岸》创作主题为
饱含江南文化底蕴的江南春景。陈
琪坦言，此次创作情况特殊，上海创
作组接到创作任务时，进博会正进入
倒计时27天，为增加主会场迎宾厅
的江南意味、中国元素，急需创作一
幅以江南山水为主题的中国画。在
创作时间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创作组
用3天时间完成小样定稿、10天时间
创作、3天时间装裱、2天时间上墙完
工，特殊用料要求、特殊场地要求、特

殊绘画条件、特殊装裱条件、特殊上
墙条件，每一步都如攻坚克难般不容
易，在上海美术界创下了一个难忘的
创作案例。

木雕屏风、巨幅苏绣
相互映衬喜迎来客

迎宾厅门迎是巨幅木雕《锦绣中
华》，作品宽13米，高4.7米，深45厘
米，是目前国内最大单幅东阳木雕屏
风作品，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
工艺美术协会木雕艺术专业委员会
会长、中国木雕博物馆馆长陆光正，
带领百人技师团队，耗时三个月完
成。创作主题为以长城为主景的伟
大祖国山川河岳。以全景式构图、多
样木雕技法，表达了中国传统审美，
赞美祖国、讴歌时代，展示了气壮山
河的国家形象。

陆光正介绍说，此次作品用料选
择了东北椴木、缅甸柚木、金丝柚木
等上好木材。作品的工艺也很有讲
究，按画面的施艺要求，木雕采用薄
浮雕、浅浮雕、深浮雕、镂空雕、半圆
雕、圆雕等传统技法，体现东阳木雕
特色。

迎宾厅门迎木雕背面是刺绣作
品《玉兰飘香》，是目前国内最大尺幅
的苏绣屏风作品，由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国家级非遗项目（苏绣）代表传承
人姚建萍，带领200余人的团队用时
100天集体创作完成。姚建萍介绍
说，该作品创作主题是上海市花白玉
兰和吉祥白鸽。采用苏绣传统和创
新技法，九段式分屏构图，用白玉兰、
白鸽、牡丹、祥云、山石等，营造了热
情、祥和、开放的氛围。

首届进口博览会主会场艺术总
监童雁汝南表示，刺绣作品《玉兰飘
香》与木雕作品《锦绣中华》互为背
景、浑然一体，以玉兰苏绣之柔美，映
衬长城木雕之雄浑，很好地展现了江
南文化、中国传统精神中的刚柔并
济、和谐统一的风采。

紧扣“主动开放”
大胆运用当代艺术作品

除了《春风又绿江南岸》《锦绣中
华》《玉兰飘香》等巨幅作品，主会场
的陈设艺术品中还有漆画《春和景
明》、景泰蓝壁画《三山五园》、中国传
统工笔画《锦绣春光》等。其中，漆画
《春和景明》以福州“三坊七巷”“白山
白塔”“乌山乌塔”等景观为主题，采
用传统漆画工艺和干漆粉铺撒、天然
漆皱独特技法，用全景式、散点式构
图展现出春日宁静又充满生机的独
特风景。《三山五园》以北京西北郊的
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以及万寿
山颐和园、畅春园、圆明园为主题，使
用传统景泰蓝工艺，采用国际化的表
达方式，艺术效果新颖独特，总体风
格平静舒缓。《锦绣春光》以牡丹花为
主题，在继承传统工笔技法的基础
上，融合当代绘画手法，充分展示了
牡丹雍容华贵的喜庆特色。

据介绍，本届进博会会场区域的
艺术品创作与陈设工作，由进博会艺
术创陈工作组、进博会主会场艺术总
监童雁汝南团队负责开展，在全球范
围内，挑选定制了100余件优秀国内
艺术家和华人艺术家的绘画、摆件、
雕塑作品。

童雁汝南介绍说，团队认真学习
议题，提炼出了艺术品陈设的主题、
思路与方法。此次进博会的艺术品
陈设最大的特点，就是改变了以往偏
传统、偏收敛的态度，紧扣“主动开
放”的关键词，大胆运用当代艺术作
品。

童雁汝南说，本届进博会主会场
分为中方贵宾区、外方贵宾区、中外
共享区三个部分，艺术品的陈设布局
也依此分为三个单元：中方贵宾厅以
呈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华传统文
化为主，外方贵宾厅以体现全球视野
和当代艺术语言为要，中外方共享区
则中西合壁，形成文化艺术的对话。

国家会展中心主会场艺术品创作与陈设展现文化软实力

用国际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在乌镇闭幕

本报讯 特派记者 胥柳曼 乌镇
报道 为期3天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9日在浙江乌镇落下帷幕。

大会期间，来自76个国家和地
区的约1500名嘉宾齐聚乌镇，围绕

“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
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
主题，交流思想、分享观点、贡献智
慧、凝聚共识。

上海位居全国发展指数第三
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编写的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和《中
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蓝皮书在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正式发
布。报告显示，上海的互联网发展
指数在全国排名第四，前两名分别
是广东和北京。此外相较去年，网
络直播用户规模增速放缓，而短视
频用户规模保持强劲增长。

据介绍，2017年的中国互联网
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包含6个一级指
标、16 个二级指标和 33 个三级指
标。今年，考虑到各地进步重视和
强化网络内容建设、信息化发展、网
络安全保护等各方面工作，结合数
据跟踪和采集情况，在去年的基础
上，保持一级指标稳定不变，调整二
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设置，增加和
细化评估项目。

同时，对中国互联网发展指数
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权重进行了
适当调整。按照最新的指标体系和
计算方式，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等
经济发达地区的互联网水平最高，
中西部地区也在加大发展力度，发
展势头强劲。

短视频用户规模爆发性增长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国

4G用户渗透率进入全球前五，5G研
发进入全球领先梯队，电子商务市
场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网
络视频用户规模达6.09亿，网络音
乐用户规模达5.55亿，网络文学用
户规模达4.06亿。网络直播行业趋
于稳定。2017年直播行业用户规模
相较2016年增速明显放缓。

截至2018年 6月，我国网络直
播用户规模达到 4.25 亿，较 2017
年末微增 294 万，用户使用率为
53%，较 2017 年末下降 1.7 个百分
点。与 2017 年下半年相比，2018
年上半年，体育直播在俄罗斯世界
杯的带动下用户使用率有所上升，
游戏、演唱会直播用户使用率均有
所下降。

短视频持续高速发展，用户规
模保持强劲增长。从2017年6月至
2018年 6月，短视频用户总使用时
长同比增长3倍。截至2018年6月，
综合各个热门短视频应用的用户规
模达 594 亿，占整体网民规模的
74.1%。监管体系逐渐完善，引导工
作重点逐渐转向平台的生态建设，
短视频行业正走上健康、有序、平稳
的发展方向。

此外，过去一年，以随着内容
付费业务蓬勃发展，这类以音频为
主要载体的内容平台将迎来一轮
爆发期。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2018上海国际童书展
昨天在世博展览馆揭幕。青年报记
者在现场看到，有不少原创童书还未
正式在中国出版，却已经向海外输出
版权，形成了“出口转内销”。应该
说，随着近年国家层面的积极推动，
现在原创童书“走出去”的意识空前
强烈。

原创童书销售形成国内外互动
上海国际童书展今年已经是第

六届。相比往年有关引进版童书的
热议话题，今年谈得最多的还是原创
童书如何“走出去”。经过多年的发
展，中国原创童书的水准大幅度提
高，出版人的文化自信也不断提升，
他们开始变被动为主动，向外国读者
推广中国文化。

青年报看到有一本童书《哇！大
熊猫》。这个本土原创童书其实还没
有在中国出版，但已经输出了阿拉伯
语和越南语版权。过去童书“走出
去”总是现在国内付诸出版之后再对
外输出版权，但是现在这个顺序被颠

倒过来。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近年陆
陆续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的
不仅输出版权在前，而且甚至于国外
先于国内出版，真正可谓是“出口转
内销”。

“版权输出和在国内出版其实并
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
资深出版人侯红对青年报记者说，

“既然外国出版商对中国原创童书产
生了兴趣，那完全可以先让他们出
版。说不定书在国外火了之后，会促
进原创童书在国内的销售，国内外形
成互动，这是最好的局面了。”

版权输出时优先“外译书系”
青年报记者在上海国际童书展

现场采访时明显地感觉到，经过这几
年的推动和培养，现在中国童书出版
商的“走出去”意识大幅度提升。“出
口转内销”是一种体现，另一种就是

“主动备料”。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
版社这次在童书展上启动了“薛涛大
奖作品外译书系”国际推广项目，第
一本是薛涛的《九月的冰河》。

薛涛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
家，《九月的冰河》是他的代表作，常

年在国内畅销不衰。此次中译出版
社推出薛涛的“外译书系”，其实也就
是将他的作品翻译成外语，形成双语
作品。用中译出版社相关负责人的
说法，就是“外译书系”可以为国内学
习英语的孩子和海外华裔儿童提供
更好的选本。

其中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就
是过去童书“走出去”都是和外国出
版商先谈好版权输出，再启动翻译
工作。可是现在，诸如“外译书系”
是中国出版社已经率先将原创童书
翻译成了外语，直接拿着外语的版
本去和外国出版商谈版权输出。这
个程序的颠倒，可以看出中国出版
商“走出去”是如何积极主动了。青
年报记者了解到，在“薛涛大奖作品
外译书系”之外，中译出版社还推出
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精品外译书
系”。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王泉根主编，由我国现当代儿
童文学代表作家自选其代表作品，
延揽资深英美译者翻译为英文，面
向国内外高品质出版中英双语美绘
版，并致力于英语、法语等多语种版
权的对外输出及推广。

2018上海国际童书展昨日开幕

原创童书“走出去”意识空前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