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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第十二届北京文博会闭幕
签约项目 248 个 总金额 977.28 亿
北京晨报讯（记者 张硕）昨日，第十
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
主场活动圆满落幕。历时 3天的第十二
届北京文博会以“文化科技融合 传承创
新发展”为主题，汇聚海内外优质文化产
业资源，全面展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融
合、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本届文博会期间，共
签署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交易、艺术品
交易、银企合作等协议总金额 977.28亿
元人民币。其中，影视文化制作、版权项
目交易活跃，签约金额 371亿元人民币，
占比 37.9%；落户园区的文化产业合作
项目 478亿元人民币，占比 49%；文化与
科技、金融等融合的项目金额 171亿元
人民币，占比 17.5%；落实“一带一路”国
家战略，文化走出去项目增加，文化贸易

签约金额 138亿元人民币，占比 14%。
与往届相比，本届文博会高端化、专
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特色更加明显。共
有来自海内外文化创意产业界及相关业
界的近 200万人次参与了展览会、推介
交易、论坛会议、创意活动及分会场百余
场次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设在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的文博会主展场，三天接待以
业界专业人士为主的各界观众约 15万
人次，而以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文化产
品交易、产业合作为主要内容的 65场项
目推介交易签约活动，吸引了海内外 1.5
万位客商到会洽谈交易。
走进本届文博会，处处可见传统文
化的璀璨光芒。一大批创新的非遗产品
凝聚千年文化闪耀展会，一批老字号携
百年精神抖擞于市场。此外，全国各地特

色传统文化产品也汇聚文博会。重庆集
中国家级非遗产品，酉阳苗绣、梁平竹
帘、荣昌折扇，传统而时尚。内蒙古带
来了草原的礼物，格日勒皮艺、蒙风珠
宝，将草原的天地、草原儿女的生命画
卷一一展开。安徽让传统技艺走进现
代生活，徽墨飘香，紫豪如金，徽字号
顶天立地。
本届文博会的新闻出版与广播电影
电视展区，媒体转型升级，实现多媒体融
合、全媒体发展的成绩喜人，包括国内首
个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北京电视
台、互联网全媒体业务交互平台北京
IPTV、文创产业互联网营销解决方案平
台魔秀科技。
据悉，第十三届北京文博会将于
2018年 10月 25日至 28日举办。

北京喜剧艺术节十月开幕
《意乱情谜》为开幕大戏 《戏台》也将重返喜剧院舞台
北京晨报讯（记者 和璐璐）由北京
喜剧院、北京大道文化主办，北京文化艺
—2017北
术基金 2017年度资助项目——
京喜剧艺术节即将于金秋十月在北京喜
剧院开幕。
北京喜剧艺术节自 2015年起落户
北京喜剧院，今年 10月 13日至 12月
17日，由詹瑞文戏剧工作室带来的《意
乱情谜》将成为本届喜剧艺术节开幕。
11月 16日至 18日，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将带来黑色音乐喜剧 《福尔摩斯之
死》，该剧基于阿瑟·柯南道尔笔下的
传奇人物形象夏洛克·福尔摩斯而创
作，融合惊悚、悬疑、闹剧和英式黑色
幽默，智慧破解完美杀局。12月 1日至
3日，美国运动集市剧团带来《3站台》
解构契诃夫名剧《三姊妹》。此外，由陈
薪伊导演执导国家大剧院北京天街集
团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莎翁喜剧经典
《威尼斯商人》即将于 12月 14日至 17
日再度登台北京喜剧院，并为 2017北
京喜剧艺术节闭幕。10月 26日至 29
日，英国痴人妄语剧团将带来一部适
合儿童观看的喜剧作品 《高兴起来》。
该剧以闹剧的形式，配合极简的台词、
丰富的肢体和夸张的表情，打破规则
的演出形式吸引观众投入到表演当
中。11月 4日至 5日，被誉为“启迪人

北京喜剧周
在清华大学开幕
北京晨报讯（记者 和璐璐）昨晚，
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北
京戏剧家协会、北京万方荣辉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7北京喜剧周
活动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正式
开幕。
北京喜剧周汇聚了国内外 17部喜
剧佳作，将在 12天的时间内在北京 13
个剧场奉献 60多场精彩演出。有精心
打造的全新大戏《情陷阿克塞》；有常演
不衰的《乌龙山伯爵》、《爷们儿》；有改编
自国外经典的《糊涂戏班》、《家丑外扬》；
有受小朋友喜爱的《魔法城堡探险之
旅》、《三只小猪变变变》；有改编自传统
戏曲的《三岔口》、《命中注定》；更有关注
当下青年人生活情感的《高手》、《我是
谁》；还有原汁原味的国外剧目《魔法师
的白手套》、《宇宙大爆炸》等。
喜剧周不但有喜剧作品，还大力挖
掘喜剧人才，搭建喜剧交流平台。9月
15日至 17日期间，为扶持青年喜剧新
兴力量，喜剧周开展了喜剧新秀竞演活
动。9月 23日，喜剧周活动将在中央戏
剧学院举办喜剧高端文化论坛，喜剧界
的相关理论专家、表演艺术家汇聚一堂，
共同探讨喜剧文化的内涵、喜剧教育及
喜剧未来发展之路。

26 国汉学家
来京研修

类心智的小丑”保罗·纳尼将带来一部
温暖幽默的视觉喜剧 《杰克的花式冰
淇淋》。
本届喜剧艺术节还有两部“京味儿
很地道”的本土原创喜剧佳作上演。11
月 8日至 12日，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主创班底实力打造的《北京邻居》即将
首次登台北京喜剧院，该剧由编剧傅

玲、导演唐烨改编自老舍文学奖获得者
荆永鸣的小说《北京时间》。而由陈佩斯
携手杨立新主演的舞台喜剧《戏台》，也
将于 11月 23日至 26日重返北京喜剧
院舞台。这部“叫得响也留得下”的作品
自 2015年北京喜剧院开幕首次亮相就
一票难求，至今已经在全国各地演出一
百多场。

《安娜·卡列尼娜》惊艳观众
艾夫曼芭蕾舞团揭幕 2017 国家大剧院舞蹈节
北京晨报讯（首席记者 李澄）昨晚，
由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带来
的现代芭蕾舞剧《安娜·卡列尼娜》在国
家大剧院歌剧院成功上演，由此拉开了
2017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精彩序幕。时隔
两年再度亮相大剧院舞台的芭蕾舞剧
《安娜·卡列尼娜》，以鲜活生动的视觉冲
击，唯美激烈的情绪表达，又一次征服了
慕名而来的观众。
当大幕缓缓拉开，在复原沙皇俄国
风貌的舞美呈现下，舞剧《安娜·卡列尼
娜》围绕一个“情”字徐徐铺展开来。抛开
了托尔斯泰小说中所有的故事副线，编
导鲍里斯·艾夫曼将重点放在了安娜、沃

■速读

伦斯基与卡列宁三人的情感纠葛上。独
特的造型处理与肢体语汇呈现出角色之
间的邂逅、倾慕、缠绵、冲突等关系及内
心状态，运用了多段独舞及双人舞片段
烘托情绪，使得舞剧不仅具有情节性，更
长于抒情。
当晚演出中，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夫
曼芭蕾舞团的舞者周身都散发出饱满的
激情与活力。舞台之上，伴随柴科夫斯基
的跌宕旋律，在灯光明暗变幻的渲染下，
舞者们以极具表现力的肢体和强烈真挚
的感情，展现出蓬勃生命力。饰演安娜的
艾夫曼芭蕾舞团首席舞者、世界芭蕾明
星玛丽亚·阿巴绍娃更是以曼妙的舞姿，

扎实的舞蹈功底，征服了在场观众。值得
一提的是，全剧的舞美空间极其简练，用
简单的增减手法完成了场景所需的空间
变化，灯光运用丰富而谨慎，利用灯光进
行的空间分割，强化了情感表达的主次
抉择。
除了芭蕾舞剧《安娜·卡列尼娜》以
外，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
还将于 9月 15日至 16日带来鲍里
斯·艾夫曼先生的另一原创力作——
—芭
蕾舞剧《罗丹》。舞剧以罗丹及其爱徒、
情人和灵感缪斯卡米耶·克洛岱尔为主
题，讲述了他们传奇的生活和艺术创作
历程。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硕）
“我的‘中
国故事’早在 1992年就开始了，当时我
还是中学三年级学生，美国作家赛珍珠
的小说《帝国女性》让我对中国着迷。”近
日，在 2017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北
京）开班仪式上，来自塞尔维亚的约万诺
维奇·安娜作为青年汉学家之一，向其他
汉学家分享自己的“中国故事”。
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于 2014
年首次举办了针对海外青年汉学家的学
术交流项目——
—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
今年已是第五期开班，共有来自美国、
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智利等 26
个国家的 27位优秀青年汉学家应邀
来华参加本期研修。此次学员的招收
范围更为广泛，评选标准也更精细。
27位 学 员 中 大 部 分 都 有 过 来 华 学
习、生活、工作的经历。据悉，此次研
修方向跨度涉及中国的文学、历史、
哲学、艺术、语言等诸多领域。文化部
外联局副局长朱琦表示，青年汉学家
研修计划不只是为了提高青年汉学
家的学术水平，更是为了让大家得以
零距离观察中国，身体力行地感悟中
国的文化风情、社会百态。
据悉，除为期 3天的集中授课和
为期 9天的专题研讨和交流之外，主
办方还将组织青年汉学家前往江西进
行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乡村考察，亲
身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在当下
的传承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