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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播报·

安徽文旅加速海外互动
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中外同游览皖胜”

主题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截至 9 月 29 日，活动已在国内
外社交媒体累计获得 2220 万次贴文曝光量和 2834 万
次视频浏览量。 为确保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推广不
断、市场不丢，省文化和旅游厅于 2021 年面向海外市场
持续开展了“中外同游览皖胜”“穿越古徽州”等线上线
下系列创意活动，助力提升“美好安徽 迎客天下”的国
际影响力和美誉度。“中外同游览皖胜”活动邀请国内抖
音达人和海外留学生“同游安徽，共览皖胜”，生产优质
的海外宣传内容，并在系列海外社交媒体账号、抖音账
号和国内主流媒体联动宣传推广安徽文化旅游。 “穿越
古徽州”情景互动、“黄山三行诗”诗歌征集等线上活动，
也得到海外受众的积极参与。 (文讯)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
读者开始尝试并喜爱有声
读物， 有声读物已成为传
播速度快、 影响范围广的
重要出版产品———

··关注··

让更多读者走进书香世界

有声读物

需提升原创能力

·文苑微谈·

99 月下旬至 1100 月下旬，，省公共图书馆联盟在全
省开展““江淮读书月””活动。。 今年读书月活动的主题
为““阅百年风华，，传红色初心””——————

风雨河岸：通过出版工程精品化，可以激
励各个出版机构与作者， 创作出版更多艺术水
平精湛、思想深刻的优秀有声作品。作为机构创
作者，在内容筛选、生产、包装等方面，应该如何
打造精品？ 我认为，作为机构创作者，需要以专
注的态度、敬业的精神，不断推出有声精品。 并
且聚焦高质量发展，提高原创能力，充分发挥出
有声读物在少儿读者群体中的积极作用。

唐豆：对于孩子们来说，音频短小精悍，
孩子利用片刻时间，往往能获得智慧和抚慰。市
面上一些有情境、有不同声音类型、有配乐的音
频形式，让孩子们觉得更有吸引力。 不过，在阅
读实践中，深度阅读一定要一边阅读一边思考，
一般的文本照搬式的有声读物， 只能是阅读的
“佐餐”而非“正餐”。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提升
有声读物的质量水平、 提高有声读物与纸本读
物的差异化性质是非常重要的。

白云深处： 有声读物并非将文本简单读
出做成音频，需要进行文本与声音适配的“二次
创作”。 目前，有声读物作为全民阅读的新型载
体和形式，受众的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越来越
多优秀的有声读物精品涌现出来。 网络上的有
声读物内容较为丰富，而内容的专业性、针对性
还有进步空间。 读书和听书不一定非要选择其
中一个，可以利用各自的优缺点，两种方式结合
起来，形成自己的结构和习惯。期待将来可以看
到数量更多、 针对性更强的少年儿童的有声读
物产品，并且在质量上做到更完善的把控。

芳草不曾歇： 有声读物符合人类阅读和
情感交流的需求， 特别是可以满足少年儿童不
同年龄阶段多元化需求、 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
新趋势， 面向孩子的有声读物， 要讲孩子听得
懂、愿意听的话，做温暖而有力度的有声读物，
让孩子听后收获智慧的启迪。 优质的文本资源
转化为音频形式，集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趣
味性于一体，启迪少年儿童智慧，陶冶少年儿童
情操，为千万家庭服务。

(本报记者 晋文婧 整理)

安徽原创歌曲亮相长三角
合唱歌曲创作大赛

近日，由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文化和旅游厅（局）主
办的首届长三角合唱歌曲创作大赛评选工作结束。由省
文化和旅游厅选送 5 件作品参加评选并获奖。 其中，童
声合唱《祖国爱我、我爱祖国》（阜阳市文化馆）喜获大
奖；女声合唱《山野的风》（安庆市文化馆）、大合唱《幸福
的淮北人》（淮北市文化馆）2 件作品荣获金奖；合唱《党
旗放光芒》（芜湖市文化馆）、混声合唱《在哪里》（泾县文
化馆）2 件作品荣获银奖。 （文讯）

皖产杂技儿童剧登陆海南岛
国庆节期间，由安徽省杂技团、安徽省话剧院联合

创排的杂技儿童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海口市上演，
参加海口市龙华区“童心品经典”精品剧目惠民演出，受
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该剧首次把杂技高难度动作巧妙地
融入到儿童剧目当中，使得儿童剧节目形式更加丰富多
彩。 据悉，在 10 月 1 日和 2 日连续 6 场的演出中，海口
湾演艺中心呈现出热闹非凡的场面， 熟悉的名著片段、
优美的音乐旋律、绚丽的舞台灯光、幽默的角色对话，使
全场数次响起热烈掌声。 据悉，安徽省话剧院受海口市
龙华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等有关部门的邀请，携精品儿
童剧连续 8 年登陆海口。 （雪松）

■ 本报记者 徐志纯 实习生 黄港

为推动全民阅读走向深入，助力“书香安
徽”建设，9 月 27 日，2021 年“江淮读书月”启
动仪式在合肥举行，今年的启动仪式在蚌埠、
安庆、芜湖三地设置了分会场，不仅实现了线
上线下联动，更实现了主分会场的联动，这在
我省公共图书馆联盟活动中尚属首次。

“联盟”加大合力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 ，本次 “江淮读书
月 ”的活动主题为 “阅百年风华 ，传红色初
心 ”。 去年 11 月 ， 省公共图书馆联盟首届
“江淮读书月 ”活动在全省百余家公共图书
馆联合下， 共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 3500
多场次 ，吸引了 140 余万人次参与 ，名家讲
座 、朗读大赛 、少儿阅读活动 、“书香九进 ”
等活动精彩纷呈 ， 推动安徽全民阅读走向
深入。

据省图书馆副馆长王建涛介绍 ， 省公
共图书馆联盟成立于 2014 年 ，经过几年的
发展 ，联盟成员已有 131 家 ，涵盖了省 、市
和县三级图书馆 ，“可以说基本上所有地市
的图书馆都是联盟成员 ， 不少规模稍大的
县一级图书馆也是成员。 加入联盟，大家实
现了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的良好态势 ，让我
们的图书馆服务工作产生了 ‘1+1>2’的成
效。 ”王建涛说。在整个长三角地区，与其他
三省市相比 ， 我省的图书馆规模和资源并
不算强 ，但通过成立联盟 、加入联盟 ，全省
各地的图书馆形成了以强带弱 、 上下联动
的推广新格局 ， 今年四地联盟成员同时举
行读书月的启动仪式 ，是一项新的尝试 ，旨
在更大范围内 、 更深程度上进一步推广全
民阅读活动。 “今年首次尝试在蚌埠、安庆、
芜湖三地设置分会场 ， 明年预计将在全省
16 个市均设置分会场， 与主会场一起发挥
重要作用。 ”王建涛介绍。

今年读书月活动以“讲、阅 、展 、演 、赛 ”
和线上服务的“5+e”模式，持续开展一系列
阅读推广活动 ，同时引入社会力量 ，与融创
安徽公司合作 ，共同开展公益讲座 、图书漂

流、公益捐赠等活动。 读书月共分为八大活
动部分，分别是举办特色活动 ，提升阅读品
牌；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 ；开展 “数
字阅读”，丰富阅读体验 ；推广少儿阅读 ，培
育“童读”品牌；关注特殊群体 ，推动精准服
务 ；助力乡村振兴 ，促进均等服务 ；主题展
览巡展 ，品牌讲座联讲 ；引入社会力量 ，扩
大阅读推广。

“漂流”传递温暖

在读书月启动仪式现场，有一个区域聚集
了不少附近居民和来参加活动的志愿者们。原
来，这里是省图书馆开辟的“优秀书刊漂流行”
区域，书架上放了一百本书。“这些书大多是传
递正能量、可读性较强的书。”省图书馆馆长林
旭东介绍，近年来，省图持续开展‘优秀书刊漂
流行’活动，希望通过这种创新阅读的方式，引
导更多人去阅读纸质书籍。书籍在传阅的过程
中，不仅传递了知识，也传递了力量和温暖。当
天，这一百本涵盖文学、艺术、哲学类的书籍，
被久候一旁的群众一“抢”而空。

“读者们取了漂流书 ，免费阅读 ，看完
之后 ， 可以放置在人多的地方供他人再次
取阅 。 在书的封面之后贴了一张漂流书的
取阅和传递方式 ， 无论是第一位阅读者还
是最后一位，看完后 ，都可以将书还回省图
书馆就近设置的还书点或是借阅点。 另外，
在封底之前贴有一张表格 ， 供借阅读者留
言 ，这样一来 ，书漂流到下一位读者手上 ，
或是回到图书馆 ， 都能让人了解到读这本
书的人的阅读感受 ， 这是一件十分美好的
事。 ”王建涛表示。

除了让书 “漂流 ”，各地联盟成员馆立
足读者需求 ， 在继续提升基本服务能力的
基础上，精心策划各种服务读者的活动 ，吸
引更多读者走进图书馆或是参与各类读书
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爱读书 、读好书 ”
的良好氛围。 据悉，去年首届“江淮读书月”
活动以“共享阅读 梦圆小康 ”为主题 ，在读
书月期间，全省上百家公共图书馆大联动 ，
共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 3500 多场次 ，吸
引了 140 余万人次参与 ；举行 “我与阅读 ”

主题征文活动 ，共
收到来自全国各地
征文 2300 多篇 ；举
行 “助力脱贫攻坚
同心共战疫情 ”朗
读 大 赛 全 省 总 决
赛 ， 吸引了超过 12
万人次在线观看 。
“今年我们将延续
去年各项活动并进
一 步 深 化 活 动 内
容 ， 持续开展图书
馆 流 动 服 务 进 机
关 、学校 、企业 、景
区等 ‘书香九进 ’活
动 ， 力争让更多的
人走进书的世界。 ”
林旭东介绍。

阅读拓宽视野

推广全民阅读 ， 青少年是重点培育对
象。 据省图书馆办公室主任钱兰岚介绍，为
培育少年儿童的阅读素养 ， 省图少儿部新
创“四季少儿阅读”活动，该活动自去年暑期
开展以来 ， 联合全省各地公共图书馆组织
了多项公益阅读活动 。 一年来共举办阅读
推广活动 574 场，参与活动的少年儿童近 2
万人次。

今年读书月期间， 各联盟成员馆将继续
联动开展“四季少儿阅读”秋季阅读活动，同
时不少图书馆还计划与当地一些学校进行联
系，由学校老师独立策划、组织阅读活动。 各
地将陆续开展少儿简笔画主题创作活动、“和
世界道晚安———线上绘本阅读”“亲子阅读打
卡”等线上线下活动，倡导家庭共读，营造和
谐的亲子关系。此外，各地联盟成员馆积极依
托各乡村中小学校建立阅读服务点， 为留守
儿童创建“阅读之家 ”，开展 “馆员妈妈讲故
事”、图书漂流等活动，让留守儿童通过阅读，
在书本中汲取奋发向上的力量。 据悉，“馆员
妈妈讲故事” 这一服务品牌进基层活动的开
展，受到留守儿童的欢迎，入选了 2019 年“书

香安徽”全民阅读系列推荐活动的“十佳阅读
推广活动”。

推广阅读，残障群体也是重点关注对象。
据钱兰岚介绍，多年来，省图以残障阅览室、
活动室为阵地，多次开展主题交流活动，通过
举行“残障人士读书文化日”、阅读书目推荐
及专业技能书刊捐赠等活动， 为残障人士的
阅读和交流带来方便， 让他们能够在书香中
驰骋人生，获得良好的生命体验。 据悉，省图
自 2014 年起为残障读者定制历史文化知识
系列讲座，宣传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
他们尊重知识，不仅培养了阅读习惯，也增强
了文化自信；同时，截至今年 8 月，省图开展
的“残障人士读书文化日”活动已持续举办了
96 期，参与人数达万余人次。

阅读安徽，品味皖美。 “江淮读书月”活动
的开展， 体现了我省各级公共图书馆在推广
阅读方面的独特作用， 助力打造联盟服务品
牌、提升联盟读者活动影响力和辐射力，将持
续在全省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 推动我
省全民阅读走向深入，助力“书香安徽”建设。

题图：近日，，省公共图书馆联盟在全省开
展““江淮读书月””活动，读者积极参与。

本报记者 徐志纯 摄

冰雪埋忠骨 浩气留人间
———观电影《长津湖》有感

■ 费英凡

抗美援朝题材军事大片《长津湖》，上映 14
天票房已破 43 亿元并创下多项影史新纪录，是
今年国庆档最受瞩目的电影。影片讲述 1950 年
11 月第 9 兵团 15 万志愿军将士紧急入朝，驰
援友邦，保家卫国，奋力阻截美军北移，在冰天
雪地的长津湖，与美陆战 1 师狭路相逢，打了一
场异常艰苦、扬我国威的硬仗。战场，千钧一发，
瞬息万变。我军后勤保障被屡屡破坏，加上朝鲜
50 年不遇的严寒凛冬，棉衣不足，食物奇缺，非
战斗减员严重等等，仗非常难打。电影真实地再
现了很多细节。进朝前过冬物资少，可火车又不
能停， 东北军民就把能给的御寒衣物往开动的
车厢里扔，甚至脱掉身上的大衣、围巾。 伍万里

就接到了一条扔来的红围巾， 他一直围着它穿
梭于枪林弹雨中。红围巾，鲜艳、热烈，且带有温
度，又象征着“热血洗沙场”的澎湃斗志。

零下 30 度的拍摄现场，12000 人的拍摄队
伍，3 位华语影坛的巨匠联袂，从人物塑造到战
争场景，再到各种事件、环境、时间和故事的串
联，陈凯歌的稳、林超贤的准、徐克的变，都发
挥得淋漓尽致。 他们像精算师，雕琢打磨着各
自的那一块， 又像缝纫师， 精准地合成一体。
“稳”中有奇巧，陈凯歌把人情味轻松诙谐地表
露出来，又很会掌控时间、空间线，用一支钢笔
把伍万里和大榆洞刘秘书联系起来；“准”中有
规模，坦克怎么撞，炸弹、弹道的轨迹，需要精
准地卡时间，而且要体现在大的场景里，每一
个步骤都不能乱， 就连玻璃碎片的翻滚划脸，
桌面残水瞬间冰结 ， 都拍得细致有故事性 ；
“变” 是徐克的风格， 你以为的镜头他全部不

用，视角独特，注重细节，就像志愿军突然来到
长津湖敌人眼皮子底下一样，出其不意，自有
他棋高一招的“怪”和“对”。 当保持战斗姿势的
“冰雕连”无声地出场时，令天地震撼，令山河
悲恸，令人心激奋。

电影中“传奇英雄”三营营长谈子为，手持
“巴祖卡”反坦克火箭筒轰掉一架敌机，他朝伍
万里吼道：没有冻不死的英雄，更没有打不死
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 一场必打的硬仗，有
这样的英雄豪气，再乘以 15 万，乘以身后数亿
同胞，谁能奈何？ 这场艰苦卓绝的实景拍摄工
作，恍若又一次穿越到 71 年前的长津湖，来到
七连坚守的阵地，来到伍氏兄弟的身边。 伍万
里少时爱打水漂，力道稳准弧线漂亮，后来在
战场上手榴弹扔得如手中的石子， 百扔百中，
哥哥伍千里本来让弟弟跟着炮排排长雷公，让
雷公“教他如何保命”。 后来发现弟弟这个投弹

本领，又允许他跟着自己一起冲锋陷阵，关键时
候让弟弟大显身手，而不是只想着保护他———
真的勇士需要血与火的淬炼。 哥哥看似“无情”
置弟弟于战火危险之中，实则“多情”地倚重他、
掩护他、历练他，用真实残酷的战争促他成长。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只
看重大义而忽略情感，并非真豪杰，怜爱的方
式或许就是一种放手、一次成全、一份信任。 吴
京越来越能在持重里找到角色感，易烊千玺读
戏的能力也在增强，胡军对雷公这个人物“时
而憨时而皮时而淡定时而谨慎” 的多面性格，
拿捏很准。 胡军跟吴京、易烊他们有不同的表
演经历，互动、互补的戏感让人物、剧情更加生
动真实。 雷公牺牲前的反应，非常写实，这场戏
令人印象深刻，展现战争残酷的同时，又凝练
了真挚的战友情义，感染力爆棚。

《长津湖》的价值不只是打破了多项影史纪
录取得好的票房，也不只是成为国内军事题材影
片创作的新标杆，它的价值体现在其精神内核的
充分烘托与传递，让 70年后的年轻人“切身”感
受先辈们战场上的热血青春，感受盛世背后那一
页页记录着冰雪长空下志愿军的悲壮故事。

随着片尾曲《天地我来过》响起，观众们全部
起立，对着大银幕向英雄们行礼致敬，这种跨越
时空的“互动”画面，令人感动，更令人震撼！

··影视赏析··

《《长津湖》》剧照。。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