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鹿原"十项提名领跑#白玉兰$
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第 !" 届上海电

视节白玉兰奖 #最佳中国电视剧$ 奖项入

围名单日前确定% &白鹿原' &大军师司

马懿之军师联盟' &和平饭店' &急诊科

医生' &琅琊榜之风起长林' &美好生活'

&那年花开月正圆' &情满四合院' &生逢

灿烂的日子' &我的前半生' 等十部作品

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奖项的最终评选% 其

中 &白鹿原' 入围了电视剧单元所有重量

级奖项( 以十项提名领跑%

在入围的十部作品中( &我的前半生'

与&白鹿原'在表演类奖项方面提名领跑(两

部作品都有五名演员入围表演类奖项的角

逐% 演员何冰则分别凭借 &情满四合院'与

&白鹿原'(一人分获最佳男主角与最佳男配

角两项提名%

今年( 最佳男女主角的竞争十分激烈%

在最佳女主角方面(&我的前半生' 收获最

大(马伊琍)袁泉将与&情满四合院'中的郝

蕾(&白鹿原'中的秦海璐以及&那年花开月

正圆'中的孙俪(共同角逐最佳女主角的殊

荣%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情满四合院'中的

何冰)&猎场'中的胡歌)&我的前半生'中的

雷佳音)&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的吴

秀波(以及&白鹿原'中的张嘉译% 值得一提

的是(本届上海电视节中最佳男女配角奖项

的角逐同样充满看点%入围最佳男配角的有

何冰)倪大红)于和伟)俞灏明以及翟天临等

五位演员( 入围最佳女配角的则有江珊)李

沁)万茜)吴越以及许娣%入围演员囊括了各

个年龄段(其中不少人更是观众心中的*主

角配置$%

记者获悉(入围名单是选片人们经过三

轮评选的结果% 上海电视节期间(以编剧刘

和平为主席的电视剧评委会)以美国导演尼

克+弗雷泽为主席的纪录片评委会) 以英国

制作人凯+本博为主席的动画片评委会将在

上海进行评选% 最终的获奖结果将在 # 月

$% 日举行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逐一

揭晓%

!本报记者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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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杨 燕 !

以海纳百川之姿!打造更国际更专业影视码头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揭晓今年亮点!!!

更国际---电影节的报名影片大幅增

加( #一带一路, 电影节联盟将在上海宣

告成立%

更专业---金爵奖与白玉兰奖评委都

是海内外广受认可的专家( #光影四十年,

展映单元以及纪念中国电视剧诞生 #& 周年

系列活动将依次举行%

更惠民---电影节将进高校) 社区进

行公益放映( 展映单元扩大字幕同步技术

的应用范围( 提供更优质的观影体验%

昨天( !&$' 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揭

晓了今年的第一批新亮点% 作为具有标识

度的上海文化品牌之一( 上海影视两节对

标国际一流( 将以海纳百川的姿态( 打造

更国际) 更专业的影视 #码头,( 切实提升

品牌节展质量%

立足上海主场"辐射中国影

视发展"汇聚世界佳作

每年 # 月( 海内外许多影视人都会为

一场节展来到上海% 上海电视节 !" 届) 上

海国际电影节 !$ 届以来 ( 两节已然初具

#码头, 规模% !&$' 年( 上海国际电影电

视节力求发挥 #码头, 的集聚效应( 立足

上海主场( 辐射中国影视发展( 吸引和汇

聚世界名人) 名作来此 #停靠,%

第 !$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不仅收到了来

自 $&' 个国家和地区的 ("") 部影片报名(

还将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搭建

人文交流新平台% 今年的电影节以 #新起

点再出发, 为办节理念( 升级设立 #一带

一路, 电影周( 将通过电影展映) 圆桌论

坛) 文化之旅) 电影之夜等活动( 促进民

心相通( 共商新时代新合作% 电影节首日(

来自开罗国际电影节) 塔林黑夜国际电影

节) 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等近 (& 个电影节

代表还将齐聚上海( 正式成立 #一带一路,

电影节联盟( 并发表联盟宣言% 届时( 联

盟签约方将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互相推荐

影片参加展映) 推荐电影人担任评委及大

师班和论坛的嘉宾) 推进电影合拍项目等(

在交流与合作中互学互鉴) 共谋发展%

今年是改革开放 "& 周年和中国电视剧

诞生 #& 周年% 第 !$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围

绕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电影的伟大成就( 特别举办 #永远的

画面---改革开放 "& 周年电影海报展 ,(

展示中国电影人的奋斗精神和中国电影的

伟大成就. 策划举办 *光影四十年, 展映

单元( 集中放映反映改革开放 "& 年来社会

蓬勃发展的优秀影片( 以多样的形式( 带

引观众重温光影记忆%

上海电视节期间( 将举办纪念中国电

视剧诞生 #& 周年活动( 包括 *纪念中国电

视剧诞生 #& 周年座谈会,*与时代同行---

纪念中国电视剧诞生 #& 周年盛典, 两大内

容% 活动将汇集全国各电视剧相关机构)行

业的代表和电视剧导演)演员)制片人等(共

同回顾 #& 年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电视剧的发展历程和光辉成就( 致敬杰出

的中国电视剧工作者( 激励广大电视人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更加凸显制度创新"提升专

业和惠民两大平台能级

为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影视*码头,(上海

国际电影电视节在制度上的创新也逐渐凸

显出来%

在提升专业平台能级方面(两节将为中

外行业领军人物搭台%邀请他们参与论坛活

动)表达观点)交流经验(从不同角度展示当

代影视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志向%

其中( 白玉兰电视论坛将以 *坚持为

人民创作, 和 *讲好中国故事, 两大主题(

以勇于创新创造和提高创作质量为核心 (

围绕电视剧) 文化综艺) 纪录片等展开讨

论% 金爵电影论坛则从政策扶持) 电影创

作) 文化传播) 受众分析等角度出发( 聚

焦产业链前中后端( 为行业和观众带来八

场具有导向性) 敏锐性) 专业性和前瞻性

的高质量行业对话%

在提升惠民平台能级方面( 第 !$ 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将在部分高校) 社区进行公

益放映% 电影节展映将扩大电影字幕同步

技术的应用范围( 在去年六个影厅) '' 部

影片的基础上扩大到 $% 个影厅) $!& 部影

片( 大幅提高重点影片字幕同步技术运用

的覆盖率( 提供更为优质的观影体验%

第 !" 届上海电视节紧密关注广大群众

的文化需要( 将与市民活动场馆及院校合

作( 组织惠民展映活动( 以及一批海内外

年度佳作的线下惠民观赏%

电影节报名影片
比去年增加!"!部
本报讯 !首席记者王彦"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

收到来自$&'个国家和地区的("")部报名影片( 去年此

时(电影节收到的报名来自$&#个国家和地区的!%!'部影

片%昨天下午(!&$'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在北京召开新

闻发布会(公布了相关筹备进展% 这一数据变化(能为电

影节影响力的提升写下注脚%

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由国家电影局) 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将于#月$#日*!%日

举办%第!"届上海电视节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将于#月$$日*$%

日举办%

昨天的发布会宣布了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

评委会全名单( 共有$(位来自海内外的电影艺术家将参

与本届金爵奖评审工作% 金爵奖评委会主竞赛单元主席

为中国导演)演员姜文(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评委还有/

中国台湾演员张震(匈牙利导演)编剧伊尔蒂科+茵叶蒂(

土耳其导演)编剧)制片人赛米+卡普拉诺格鲁 (日本导

演)编剧)制片人)演员河濑直美(美国制片人大卫+佩穆

特和中国演员秦海璐% 担任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席的是

芬兰纪录片导演)摄影师)编剧)制片人皮尔乔+汗卡萨

罗% 她将与以色列纪录片导演约阿夫+沙米尔)中国纪录

片导演吴文光(共同进行纪录片单元的影片评选%

动画片单元评委会主席为法国动画导演雅克*雷米+

杰瑞德(动画片单元评委会委员为日本动画导演)编剧片

渊须直和中国动画学者)导演孙立军%

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的核心板块(金爵

奖)白玉兰奖的意义不仅在于评选)表彰年度中外影视精品

佳作(更旨在能够激励广大影视工作者)尤其是中国影视人

能切实提高创作质量(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推动更多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的作品走向世界%

文化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再现&海上丝路昔日繁华盛景

上海推出#丝路名镇古青龙$等一批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文献

葡萄牙人首航中国的登陆地---

屯门岛今在何处0 古代上海如何参与

海上丝绸之路 0 上海周边哪座城市

曾是元代官方经营的瓷器贸易集散

地0

上海新近已出版或即将推出一批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文献( *再现$ 海

上丝路昔日景象% 业界专家指出( 这

些图书的出版( 不仅将推动海上丝绸

之路研究的深入( 加深读者对相关考

古和文化的了解( 对当今我们的对外

关系研究亦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 个专题 "#$ 幅图 "

发现 %郑和下西洋&后的大

航海时代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 国内读者和

研究者较为熟悉的是 *郑和下西洋$

这段 *朝贡贸易$ 历史% 而明代中后

期( 特别是海禁等政策后( 中外海上

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情况如何0 这无疑

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 上海古籍出

版社新近推出的 &观沧海---大航海

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 一书( 聚

焦的正是 *郑和下西洋$ 之后的海上丝

绸之路%

全书按照时间顺序( 共分为 $! 章(

汇集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

村最新实地考察发现) 重要研究成果及

!#& 幅全彩珍贵史迹文物图片%

相较于一般考古学研究专著( 该书

并非仅限于考古学研究( 而是以考古学

为基础 ( 结合历史 ) 艺术 ) 科学等领

域( 全面探讨大航海时代中外经济文化

交流% 为此( 作者多次赴广东上川岛)

浙江舟山六横岛( 乃至波斯湾霍尔木兹

岛进行实地考察 % 同时 ( 走访伦敦大

英博物馆 ) 巴黎吉美博物馆 ) 纽约大

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大航海时代文物

藏品%

书中编排选取了不少最新的研究发

现与热点( 如近年来从日本友邻馆购回

的元代绘画 &蒙古山水地图') 牛津大

学博德利图书馆所藏 &雪尔登中国地

图') 葡萄牙最早在中国登陆的地点广

东屯门岛) 忽鲁谟斯岛附近发现以克拉

克瓷为代表的中国外销瓷等% 这些一手

材料(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人们呈现了

这样一个事实 / $# 世纪以来中国的海

上丝绸之路( 是全球大航海时代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时期的青龙镇'米芾

做过镇监"港口贸易走出国门

近年来( 宋元明时期村镇遗址的考

古工作引人注目( 对研究当时的社会)

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海青龙镇

遗址发掘出大批遗迹( 为解决长期以来

使学界困惑的晚唐到南宋时期某些外销

产品的输出路线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

料% 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 上海青龙镇

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

在中西书局出版的 &丝路名镇古青

龙' 一书( 聚焦最新考古发现和成果(

结合青龙镇的文化典故) 人文地标) 历

史名人等( 梳理了青龙镇与海上丝绸之

路的关系( 详细阐述了青龙镇作为当年

海上贸易重要港口的历史文化价值% 书

中还将介绍一批与青龙镇结缘的文儒名

人( 例如编撰 &青龙镇志' 的梅尧臣(

任镇监的书画名家米芾( 治理吴淞江的

范仲淹( 撰 &吴门水利书' 的郟亶( 藏

书家庄肃) 杜元芳) 任仁发等( 还原唐

宋时期 *东南巨镇$ 的繁华景象%

近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大

元+仓/ 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出土瓷器

精粹' 一书( 对元代龙泉青瓷曾在太

仓集结做了详尽考证阐述% 太仓( 距

离上海最近的城市之一( 位于长江入

海口南岸( 传因春秋吴王置仓于此而

得名%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考古团队对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进行

了长达两年的考古调查 ) 勘探和发

掘 ( 逐渐揭开了一个湮没于地下近

)&& 年的瓷器中转贸易集散地的神秘

面纱% 考古发掘出 "(& 余处元明时期

的遗迹( 有大型房址) 道路) 河道)

水井) 瓷片堆积等%

值得关注的是( 建筑基址有统一

的规划和布局( 其中东区发现的大型

建筑基址体量较大( 格局清晰( 推测

为一仓储遗存遗址% 而出土的数以吨

计的龙泉青瓷器与 !& 世纪 )& 年代韩

国新安沉船出水的龙泉青瓷器类型高

度一致( 证明元代龙泉青瓷曾在太仓

集结 ( 以刘家港为导向 ( 远销海内

外% 樊村泾元代遗址考古发现与太仓

城建史料等记载基本吻合( 从实物的

角度证明了太仓是元明时期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 为海上丝绸之

路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也为龙泉青

瓷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黄蒙拉携手张士超
%室内乐可以很好玩&

%协奏的名义&音乐会下月将献演上交音乐厅

本报讯 !记者姜方" 由上海小提

琴家黄蒙拉领衔的 *协奏的名义$ 小提

琴协奏音乐会( 下月将献演上海交响乐

团音乐厅% 在音乐会上( 黄蒙拉将以独

奏身份和弦乐四重奏合作( 带来由青年

作曲家张士超改编的帕格尼尼) 巴赫的

小提琴协奏曲% 这几位青年音乐家希望

通过这样的新鲜大胆的尝试( 培养起国

内尚在起步阶段的室内乐演出市场%

黄蒙拉近年来一直在探索小提琴艺

术的更多可能% 国内古典音乐市场上(

大部分小提琴协奏曲都是由小提琴独奏

者和大型交响乐团合作演绎的( 还有一

些则由小提琴独奏者和钢琴独奏者合

作( 后者在教学中更为常见% 在黄蒙拉

看来( 以上两种方式各有利弊/ 与大编

制的交响乐团合作( 能营造出更丰富的

声音效果. 与钢琴合作( 更能发挥小提

琴独奏者的灵活性% *如果小提琴独奏

者与室内乐乐团合作( 则能兼顾以上两

者的优点/ 让作品呈现出相对清晰的声

部层次和丰富的音乐表情( 又便于独奏

者开展相对灵活的组织安排% $于是(黄

蒙拉在去年尝试与室内乐中的弦乐四重

奏合奏来演绎小提琴协奏曲( 并在国内

多个城市的首轮巡回演出中获得了不错

反响%

即将到来的沪上音乐会中( 黄蒙拉

将携手他的四位校友---第一小提琴张

松洁) 第二小提琴孙萍) 中提琴魏震)

大提琴吴敏喆组成的弦乐四重奏( 演绎

经过改编的巴赫 &+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

奏曲 ' &, 大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 '(

以及帕格尼尼 &-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

曲'% 黄蒙拉作为小提琴独奏者( 将与

舞台上的弦乐四重奏乐手展开 *对话$%

经常在国外演奏室内乐的黄蒙拉坦

言/*中国的室内乐教学并不落于人后(

可很多国内观众对室内乐作品并不了

解(也不愿意去尝试聆听%$不过(有为数

不少的乐迷热衷与大型交响乐队合作的

协奏曲( 将这些曲目改编成与室内乐合

作的版本( 在兼顾了上述协奏曲恢弘大

气特征的同时( 也能吸引更多人前来感

受室内音乐会独有的静谧与亲近氛围%

黄蒙拉说/*在独奏曲目数量有限) 一年

又很难多次演绎大编制协奏曲的情况

下(对小提琴独奏家而言(多与室内乐乐

团合作也颇为有益% $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音乐会中三首

作品的改编者( 正是红遍网络的上海彩

虹室内合唱团 *神曲$&张士超你到底把

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中的张士超%有趣

的歌词犹回荡在耳畔(而这首歌中的*男

主角$张士超(其实是毕业于上海音乐学

院的青年作曲家%他创作于 !&&' 年的弦

乐四重奏 &嬉游曲 .'(曾获美国芝加哥

%/, 青年作曲家比赛唯一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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