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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启动

“十月签约作家”计划发布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琳）昨
天，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
启动暨“十月签约作家”计划
发布活动在十月文学院本部
佑圣寺举行。阿来、刘庆邦、叶
广芩、宁肯、关仁山、红柯、李
洱、邱华栋、徐则臣 9位全国
知名作家与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正式签约，成为了首批
“十月签约作家”。
“这是我第二次来十月文学
院，第一次是作为活动嘉宾参加
面向社会、面向公众、面向文学
爱好者的推动文学普及的活动，
来分享南美作家作品的感受。而

今天是一场从根本性上提高文
学创作的活动，这样的活动特别
适合由出版机构来承办。因为文
学创作除了作家外，还包括作
家跟编辑催生讨论作品的过程
以及出版机构的宣传推广与传
播，才能使作品真正落地生
根。”签约作家代表阿来现场发
言，他表示在北京成立十月文
学院这样一个机构，也体现了
文化工作的创造性，“未来要更
加努力地创作，从我们新鲜的
生活当中不断捕捉新的气息跟
感受，在今天这种巨变的时代
中加深自己的体验，让作品能

够非常敏锐深刻地表达出这个 型书城，三联韬奋书店、中国书
时代的特质，这是我下一步的 店等特色书店开展“名家荟萃”、
“国际交流”、
“大众文学”、“青少
创作方向。”
“网络文学”五大板块共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 文学”、
处书记李敬泽，鲁迅文学院常务 计百余场主题活动。文学月期
副院长邱华栋，清华大学教授格 间，作为主要承办单位之一，北
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学院 京出版集团以“十月”文学品牌
院长孙郁，北京大学教授、中文 为基础，汇聚北京与全国优质文
系主任陈晓明等 12位专家受 学资源，精心策划打造了包括
聘成为十月文学院顾问委员会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的北京文
首批顾问。第二届“北京十月文 学力量”、2017年“诗歌与城市”
学月”将持续至 10月 31日，将 朗诵会、第二届中俄《十月》文学
在十月文学院（佑圣寺）、北京出 论坛、十月作家居住地论坛、翻
版集团大厦、北京图书大厦、王 译家与作家对谈等 17场重点
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等大 活动。

北京国际摄影周 2017 在京开幕

百余个展览用镜头讲述中国故事
北京晨报讯（记者 张硕）当
80多位重要国内外摄影机构代
表、摄影艺术家相继走上红毯铺
设的“摄影之路”时，北京国际摄
影周 2017的大幕也随之正式
拉开。本届摄影周以“摄影：本来
与未来”为主题，包括开幕活动、
系列展览、摄影讲堂、摄影市场、
特约活动五大板块。主体活动在
中华世纪坛举办，共有 28个国
家的 125个展览、70场论坛讲
座及活动，同时覆盖北京主要城
区、重点高校和市属公园等公共
文化场所。
今年的开幕活动地点设置
在国际专题展《汽车改变世界》
的展场内，众多摄影人在展览作
品和老爷车展品之间相聚交谈。
《汽车改变世界》作为今年主推
的国际专题展，创新展陈方式，
将老爷车和老照片交相辉映，散
发着摄影技术发展和汽车工业
进步的百年光彩。
本届摄影周聚焦十八大以

来五年的辉煌成就，用镜头记录
和见证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取得的长足发展、人
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
史性变革。今年摄影周推出的
国家主题及重大专题展览紧
紧围绕五年辉煌成就、一带一
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首都
文化中心建设等重大专题，包
括 “辉煌的五年——
—喜迎党的
十九大·航拍中国摄影图片展”、
“天空之眼瞰祖国”、“北京建设
和谐宜居之都 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盘棋”、“2017梦镜新界——
—
大美中国系列展”等一批专题摄
影展。
北京国际摄影周学术总监、
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
所所长李树峰表示：“我们恰好
站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正
好回顾摄影的历史与历史的影
像，不忘初心，面向未来，使影像

北京 晨 报 讯 （记 者 杨 莲

继去年国庆档《湄公河行
动》之后，因拍摄艰苦要求严厉
而被称为“魔鬼导演”的林超贤
（见左图） 又开启了 《红海行
动》。前日，林超贤导演携张译、
海清、黄景瑜等亮相京城，宣布
《红海行动》将在岁末上映。据
透露，这次拍摄有超过半数的
主创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连
林超贤都感慨说是自己从影 25
年最困难的一次拍摄。
据介绍，电影《红海行动》
根据“也门撤侨”真实事件改
编，讲述蛟龙突击队在非洲执
行撤侨任务，解救中国公民的
故事。影片在摩洛哥取景长达
4个月，从“蛟龙突击队”队员
到“战地女记者”海清，超过半
数主创都是伤痕累累。张译现
场做了个小总结，“ 我是脚折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硕）

近日，一场奥运火炬和书画作
品的公益拍卖会在北京会议中
心举行，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发
展中心、北京奥运火炬手刘超
英捐拍的由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亲笔签名的里约奥运火炬，
最终以 108万元成交。
“此次以爱之名的拍卖活
动是体育收藏与公益献爱心的
完美融合。”中国体育文化与收
藏协会副主席、著名体育收藏
家李祥表示，这把奥运火炬的
成功拍卖，意味着体育文化收
藏逐步形成大众意识。“体育收
藏作为体育文化的物化表现形
式，把本来抽象的体育文化变得
更加具体化。我想，体育收藏时
代的到来将推动我国体育文化
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并创造全新
的价值。”据悉，此次公益活动共
拍卖作品成交总额 700余万
元，并将以慈善方式全部捐赠贫
困山区学校，用于资助那些献身
山区教育事业的教师。
陈佳“再见如初见”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琳）

观众在参观《空中瞰祖国——
—大型无人机新闻摄影作品展》。

文化迈上新台阶。”
开幕日当天，北京国际摄影
周国际合作签约仪式在中华世
纪坛举办，摄影周组委会分别与
意大利欧洲摄影节、乌克兰国家
摄影家协会、巴西里约摄影节签

署了合作备忘录。后续意大利、
巴西、乌克兰三个著名国际摄影
周（节）将陆续展开摄影周节互
推、摄影师互推及展览互推合作
机制。
北京晨报记者 史春阳 / 摄

拍摄艰苦 《红海行动》过半主创受伤
洁）

奥运火炬拍卖做慈善

了，小麦（麦亨利）是膝盖摔得
露出骨头，小霞（蒋璐霞）是浑
身包括满脸都是伤，景瑜也都
全身是伤……”此外，张译还
爆料林超贤导演在现场打了
鸡血般 24小时不休息，连轴
转拍摄。他也亲眼目睹了林超
贤翻车受伤的惊险瞬间。《红
海行动》拍摄的艰苦程度，让
有“魔鬼导演”之称的林超贤
自己都有些吃不消，他感慨
说：“ 我拍戏 25年，从来没有
这么苦过。”
出品人于冬也证实了林超
贤都叫苦的事实。他笑称：“ 林
导演一直在生我的气，说为
什么最苦最惨的戏都找他？
《澳门风云》却不找他？拍得
真的挺不顺利的，摩洛哥有
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导演
说每一个镜头都超难，而且

他喜欢把一个镜头反复拍很
多遍。我去探班时，导演瘦了
好几圈，监制梁凤英看起来
老了 10岁。而且摩洛哥当地
拍摄预算不可控，花了很多
很多钱。”不过林超贤随后回
应说：“ 虽然很贵，不过我没
有超支啊。”至于 《红海行
动》 里的撤侨桥段会否与之
前上映的《战狼 2》撞车？于
冬 澄 清 ：“ 我 可 以 负 责 任 地
说，用了撤侨的概念，是有
的，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新
闻事件。但如果说用了剧本
的故事桥段，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到现在谁也没看过
剧本，它都在导演脑子里，他
没写过一页纸，这个故事和
当初冯骥老师的版本已经不
一样了。”
北京晨报记者 柴春霞 / 摄

本月 20日，被誉为“邓丽君歌
曲传承人”的女歌手陈佳将在
北京世纪剧院举办名为“再见
如初见”的演唱会，用歌声追忆
邓丽君。
陈佳天生拥有酷似邓丽君
的声线，她可以精准使用中、
日、英、粤、闽南语诠释邓丽君
多时期多风格的作品。陈佳曾
受邀签约台湾邓丽君文教基金
会，推广各项文化、教育、音乐、
艺术等活动。2012年陈佳发行
首张个人专辑 《樱花之旅》，
2013年至今她先后参与了多
次以邓丽君为主题的音乐会。
2016 年发行华语个人专辑
《去年今日》，同年陈佳在日本
发表首张日语个人专辑《68》。
今年年初陈佳发行了新专辑
《去年今日 II》，据悉她今年还
将推出另一张全新个人专辑
《又见邓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