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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节目 “过度娱乐化”不
可取，只有扎根伟大实践、把握
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才能
激发观众的共鸣———

火热生活
才是“流量密码”

·文苑微谈·

·文化播报·

电影《六号银像》本月开机

近日，院线电影《六号银像》项目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 旌
德县珍藏着中国唯一一尊马克思银像。 1921 年，共产国际在莫
斯科成立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
知识分子前去学习。 在学习期间，共产国际塑造了十尊马克思
半身银像赠送给这批学员， 其中第六号银像由萧劲光于 1924
年秋带回江西安源路矿。 1925 年秋天， 安源党组织遭军阀破
坏，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秘书梅大栋受党组织委托，将马克思
银像带回家乡旌德三都梅村，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为保护这尊
马克思银像，梅家先后有三人献出了宝贵生命。新中国成立后，
梅家后人将银像捐赠给了政府。 这尊银像高 15.5 厘米、重 250
克，为纯银铸造，底座正中，铸有“卡尔·马克思”俄文，下有“第
六号，莫斯科铸造”字样。 2010 年，这尊银像经过专家评审鉴
定，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经国家权威部门认定，该银像是唯
一一尊由共产国际赠送给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银像，具有极其
重要的史料价值。 电影《六号银像》根据该段史实改编，由李云
编剧、李墨言导演。 据悉，该片将在本月底前开机，预计明年在
院线上映。 （徐志纯 汪红潮）

10月下旬， 第四届世界声博会暨 2021
科大讯飞全球 1024 开发者节在合肥举行。
在展览现场，参观者体验到人工智能给生活
各个方面带来的变化———

风雨河岸柳： 过度娱乐化、 流量至上的价值
观，只会让综艺影视节目沦落为低俗娱乐工具，急功
近利的创作行为只会助长粗制滥造、畸形审美之风，
不能为观众提供优秀的精神文化滋养。过度娱乐化，
容易降低人们的文化品位,减弱大众的社会责任感。
一些人沉溺在暂时的感官刺激和心理满足中， 在低
俗化、低智化、低成本化和游戏化的精神生活中萎靡
不振，这是需要警惕的。

唐豆：近年来，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出台了一
系列限制措施，坚决反对过度娱乐化、唯流量论、高
价片酬等不良倾向。的确，一些选秀或偶像养成类节
目，用“产业链”的方式，为“饭圈”源源不断地输送养
分，引发乱象丛生。 过度追求流量，也让自身成为转
瞬即逝的“流星”，离经典越发遥远。聚焦新时代火热
生活，聚焦新时代奋斗者、劳动者，坚持现实主义的
创作理念，才能让作品打动人、传得开、走得远。

白云深处：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消费
文化的流行。 消费文化的消遣性、娱乐性，从某种程
度上说使全社会进入了一个娱乐化的时代。 但是，
“过度娱乐化”是一种短线操作，如果从业人员对近
在眼前的火热生活、伟大实践视而不见，最终将背弃
文化艺术逻辑和规律，拉低作品品质。只有扎根伟大
实践、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依靠坚持现实
主义的创作理念，才能激发广大观众的强烈共鸣，拿
到真正的“流量密码”。

Spotlight： 娱乐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现代
生活的标志，它已经溢出电视，弥散到整个社会环境
之中。倘若大众一味追求娱乐，而不反思娱乐背后带
给人们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和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评

价，那只能是“娱乐至死”。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英勇
不屈、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成就，这其中蕴含着无数精彩的中国故事。这
当中有宏大叙事， 更有无数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伟大
实践和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 这里有取之不竭的作
品选题和创作灵感。

（本报记者 晋文婧 整理）

黄梅戏经典剧目走近高校学子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 日， 省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组织
我省黄梅戏名家，为安徽艺术学院、安徽大学的学生们送上了
由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女驸马》选场组成的“黄梅戏经典
折子戏专场公益演出”。 本次活动上演了《天仙配》中的两个折
子戏 “鹊桥”“路遇”，以及《女驸马》中的两个折子戏“花园”“状
元府”。 剧组对 4 个折子戏从音乐、服装、表演等方面进行了新
包装和再打磨，使其有传承、有创新，既保留浓厚的黄梅戏韵
味，又适合当代青年的审美需求。 黄梅戏的 36 本大戏、72 出小
戏，使其在中国戏曲百花园中崭露头角。 本次演出通过经典剧
目的展示，力求培育当代青年的传统文化艺术涵养，助力黄梅
戏艺术的当代传承。 （晋文婧）

长三角书画名家作品展在合肥举办

10 月 29 日，长三角书画名家作品展在安徽画廊开幕。 本
次展览由省文化馆指导，来安县委宣传部、来安县文化和旅游
局主办，是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书画名家交流活动之后的作品集
中展示。展览包括书画作品 95 幅，其中上海 21幅，江苏 11 幅，
浙江 4 幅，安徽 25 幅，来安本地 34 幅。作品有中国画、油画、水
彩画、漫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包含了风景类和人文类多种题材，
以多元的艺术话语和多样的艺术形式弘扬主旋律， 讴歌新时
代。近年来，长三角区域的群众文化联动活动频次增加、质量提
升，不同艺术流派的碰撞与交流，给三省一市的人民群众带来
了全新的文化艺术体验。 （晋文婧）

智慧生活触手可及

■ 本报记者 晋文婧

近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奖牌“同心”正
式发布。 冬奥会奖牌背面由圆环加圆心构成
牌体， 形象正是来源于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
的双连玉璧。 而在 10 月 18 日第三届中国考
古学大会发布的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名单
中，含山凌家滩遗址成功入选。 “刷屏”的凌家
滩，有哪些值得回顾的“硬核标签”？

凌家滩的考古发掘与规划保护， 已走过
30 多年历史。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长
岗村，总面积约 160 万平方米，是一处距今约
5800~53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
址。自 1985 年发现后，凌家滩遗址先后在几代
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进行了 12 次发掘，总发
掘面积约 6000 平方米。 1998 年，凌家滩遗址

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 年被国务院
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
以来先后被纳入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
三五”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2013 年，凌家滩
遗址成为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的安徽省首个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近年来，凌家滩遗址考古
发掘现场陆续揭露出大型红烧土堆积区，根据
现有信息推测， 此处大型红烧土遗迹或为神
庙、宫殿类大规模公共建筑遗存。凌家滩，还在
源源不断地传递着关于人类文明的讯息。

凌家滩遗址出土文物 3000 多件，尤其以
精美玉石器著称世界。

在凌家滩 3000 多件出土文物中，有玉石
器 1200 多件，代表性玉器有人、龟、版、鹰、龙
等。玉龟、玉版、玉人、玉勺等 100 多件一级文
物现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 此次成为冬奥会
奖牌图案素材的凌家滩玉璧， 其形制含义深

厚。考古专家介绍，“同心圆”外圆有四个直角
对称的圆孔，代表了四方，外圆代表宇宙，内
圆代表人们生活的空间。 内圆与外圆之间的
弧形连线分割了内圆与外圆， 也在玉璧上形
成了一个中轴线。 凌家滩出土的玉鹰、玉龙、
玉版等珍贵玉器不仅反映了当年高度发达的
工艺制造水平， 实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
的连绵不绝，更反映了 5000 多年前先民的思
想与智慧。

精美玉石器之外， 凌家滩有关乎中华文
明史的重要佐证。

凌家滩遗址发现了一处保存较好的大型
环壕聚落遗址， 这是目前国内所知年代最早、
规模最大、保存较好、功能分区最为完整的大
型环壕聚落，为全国罕见的大型“环壕聚落”遗
址。 凌家滩先民有规划地营建环壕，与后世的
“护城河”作用相似，有抵御自然风险和其他部

落进攻的双重功能。凌家滩遗址是当时巢湖流
域乃至长江下游的一个大型区域中心，在它的
周边有数个小的聚落群体，是一个“众星拱月
式”的社会结构，成为凌家滩高度发达的有力
支撑，中心与周边的等级分化十分明显。“众星
拱月式”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环壕聚落”的发
现， 昭示着凌家滩已经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
槛，将中华文明史至少提前到 5300年前。

未来的凌家滩， 将作为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面向大众开放。

近年来，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
设扎实推进。安徽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专门出
台地方性法规———《安徽省凌家滩遗址保护条
例》，立法保护凌家滩遗址；加大投入，实施防
洪保护、环境整治、安防设施建设、墓葬祭坛和
环壕遗迹保护展示，以及游客服务中心、标识
系统等一批保护展示项目。 遗址公园以“彰显
华夏玉文化，探源中华古文明”为主题，加快建
设融遗址展示、考古研究、农耕生产、生态游
憩、文化教育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研学旅行目
的地，将努力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同时，凌家滩遗址作为长江流域
5处区域中心聚落之一被纳入到新一轮“中华
文明探源研究”课题，同时也纳入“考古中国：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 凌家滩是
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举
办，它将走向更宽广的世界。

冬奥会奖牌背后的“凌家滩文化”

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最近连连“刷屏”，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名单，玉璧成为北京冬奥会奖牌设计灵感来源之一———

■ 本报记者 徐志纯 实习生 黄港 文 ／图

第四届世界声博会暨 2021 科大讯飞全球 1024 开发者节以 “AI 共生·新征程”为
主题，从 10 月 23 日至 26 日持续 4 天，设置了包括开幕式、核心发布会、全域行业峰
会、AI 开发者大赛决赛、1024 科博展等多个板块，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让大众
领略科技助力生活之美。

“如果我们在网上已经聊了很久了，
彼此很熟悉，我家里突然出了事，向你借
钱怎么办？ ”在活动现场，面对工作人员
的情景式提问， 刚刚大学毕业的小郝果
断选择了拒绝，也成功通过了挑战。展台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前台准备了“刷单
返利诈骗 ”“杀猪盘诈骗 ”“网络贷款诈
骗”等多种类型线索卡，想要参与互动的
群众可以任选其一接受“挑战”。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
巨变，但同时，随着个人终端使用的越来
越便捷化，网络诈骗犹如“幽灵”一般，几
乎会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 如何
识别它、屏蔽它、远离它，这是声博会现
场所设专台的任务， 也是科技型企业的
社会责任之一，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有
效地识别一些诈骗类信息， 让消费者在
刚接触时就能有所警惕， 从而减少网络
受骗者。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人们的生活方
式正在发生着悄无声息的改变：网课、云
办公、云旅游……在疫情防控中，随处可
见大数据的身影， 对疫情防控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在突发性公共事件面前，
大数据证明了它的价值，在国家“数字化
新基建”政策的引导下，基于大数据、人
工智能技术的智慧型建设、信息化建设，
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我们的生活。

据介绍， 人工智能技术在疫情防控
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让机器具备基本
的诊疗能力，包括对一些传染病症候
群的判断能力，这将有效避免人与
人面对面接触、减少聚集的同时，
又能高效诊断并及时作出相应
的处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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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主播正在播报新闻， 他的相貌
和形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来选
择，从发型、脸型、眉毛、眼睛、鼻子等等方
面，通过不同的选项，就可以塑造出一张
你心目中的理想面孔……”在声博会的开
幕式上，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在大屏幕
上演示了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主
播”的塑造，让观众们倍感新鲜。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不知不觉地体现
在我们生活的多个方面。 例如在教育方
面，人工智能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可以
实现因材施教，达到为师生双“减负”的
目的。首先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对过程
性的作业考试数据进行评价， 了解他的
薄弱环节，从而精准给予指导。这其中涉
及到了自动评分等相关技术， 同时要跟
管理、教研、内容之间联合起来，才能够
达到效果。目前，合肥的部分学校已率先
应用人工智能助力“双减”，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 使得学生的无效作业时间有所
降低。

在医疗方面， 人工智能的助力亦成
效显著。只要提前进行相关信息储备，一
个普通人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问
诊”，一旦诊出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迅
速得到回应， 再根据建议去相关医院相
关医生处就诊。据介绍，科大讯飞的医疗
智医助理自从两年前在合肥试点上线以

来，已经帮助了 2 亿
多病患， 智能设备
本身也在与医生
的信息交互中
得到进步 ，系
统 不 断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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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智慧城市” 这一概念被
逐渐提及， 指的是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或
创新概念，将城市的系统和服务打通、集
成，以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率，优化城市管
理和服务，进而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据
统计，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 公布
了首批 90 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2020 年
4 月初，试点数量达到 290 个，而非“国”
字号的各类智慧城市试点数量累计近
800 个，我国正成为全球最大的智慧城市
建设实施国。

在智慧城市中， 智慧家庭是最小的
单元， 也是智慧城市理念和技术在家庭
层面的应用和体现，以实现低碳、健康、
智能、舒适、安全和充满关爱的家庭生活
方式为目标。 智慧城市和智慧家庭的发
展离不开各种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应用，
人工智能在其中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已经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陪伴人
们迎接更美好的生活。

以科大讯飞为例， 其人工智能开放
平台从最初拥有的三项能力到现在的
400 多项能力， 得益于广大开发者的努
力， 人工智能技术从源头创新走向产业
发展。在本次开发者节上，讯飞的开放平
台 2.0 正式发布， 目前已经设置了 18 个
主要赛道，包含教育、医疗、智慧城市、农
业、环保、汽车、酒类、旅游等，每条赛道
都有上千个团队在做创新应用， 这些应
用将通过制定标准体系、 提供第三方测
试、创新培训中心等六大保障举措，来支
持开放平台 2.0 战略的落地，让平台上的
创业者以更低门槛加入到人工智能创新
进程中来，努力创造出更多的优秀成果，
让人工智能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生活。

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越来越成熟，
通过原始技术创新和平台开放， 开发者
将和大众共同实现人工智能的梦想，让
更多人都能站在人工智能的肩膀之上，
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想，让更多人都能
站在人工智能的肩膀之上， 来迎接新时
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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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参观声博会。。

·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