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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歌平凡英雄，致敬崭新时代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一批聚焦 70 年砥砺奋进， 讲述

70 年春华秋实故事的影视剧正

在或即将播映， 共同为观众奉献

一曲致敬平凡英雄， 讴歌家国情

怀的大合唱。

“上海出品 ”凸
显高地效应

近年来， 上海出品的影视剧

迎来多个高光时刻， 行业创作发

展亮点纷呈，在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剧目中， 沪产影视剧扎

根现实主义， 聚焦时代大潮中普

通人的拼搏奋斗，获得广泛关注。

近日，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遴

选的 86 部重点电视剧，开始“百

日展播”活动，有八部沪产优秀电

视剧入选推荐名单。

八部作品中，《大时代》讲述

科技工作者顺应改革开放潮流，

艰苦创业 、 坚持创新的成功之

路 ；《特赦 1959》聚焦 1959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首次特赦这一重

大历史事件；《激荡》讲述上世纪

90 年代 ， 陆氏三兄妹在上海弄

堂里共同成长，在社会经济不断

发展以及资本市场从无到有风

云变幻的二十多年间所经历的

人生故事；《我们这些年 》的主人

公是三个面临婚姻 、教育 、事业

问题的儿时玩伴，他们面对突如

其来的中年危机 ， 最终找回初

心，重拾对美好生活的信念及希

望；《时代交响曲》讲述上世纪八

十年代，转业军人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和科技大会精神鼓舞

下 ，创立民族科技企业 ，并将小

型民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为服

务全球的科技巨头的故事 ；《国

家孩子》讲述 1960 年，三千名南

方孤儿被蒙古族家庭收养，从此

扎根草原，演绎了不同的人生故

事 ；《青春抛物线 》 聚焦排球题

材 ，传承 “中国女排精神 ”，讲述

了一群因排球结缘的年轻人共

同成长的励志故事；《老酒馆》讲

述民国时期大连酒馆掌柜陈怀

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释大义的

故事。

电影方面， 上海有两部影片

定档国庆档期， 上海电影集团出

品的《攀登者》未映先热，吸引了

众多关注。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

1960 年 5 月 25 日， 珠穆朗玛峰

峰顶首次出现中国人的身影，这

也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

反映中国人民不畏艰险、 勇攀高

峰的精神。 同样在国庆档上映的

献礼动画片《江南》以江南制造总

局为原型， 是第一部把军工机械

搬上大银幕的中国动画， 影片既

表现了身在民族积贫积弱时共赴

前线保家卫国的军工机匠， 也聚

焦了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事业披

肝沥胆的第一代中国军工人，展

现了中国军工人骨子里流淌的民

族血、鸿鹄志。

互联网影视公
司崭露锋芒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遴选的

86 部重点电视剧中，互联网公司

深度参与制作的作品数量 18 部，

占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 电影方

面，在国家电影局开展的“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

国产新片展映” 活动推荐的七部

重点影片里， 腾讯影业参与的有

两部， 分别是建军节期间上映的

《古田军号》， 和将于国庆期间上

映的《我和我的祖国》。

互联网影视公司出品的作品

呈现品类多样化、 题材受众年轻

化的特征， 其与行业内优质制作

机构、其他平台方紧密合作，发挥

彼此优势， 也为影视行业进一步

加大产能， 打造精品提供了可以

借鉴的范例。

内容方面， 近年随着大量优

质资源进入， 业内制作水平的提

升， 主旋律作品题材日益丰富和

新颖， 同时互联网影视公司对年

轻受众的审美有准确的捕捉力，

也令主旋律、 现实题材电视剧拓

宽了在年轻观众中的影响力。 如

腾讯影业参与的《奔腾年代》是中

国首部聚焦电力机车工业取得的

巨大成就的电视剧，《了不起的儿

科医生》讲述新一代年轻人在“儿

科医生” 这个特殊岗位上的成长

故事，《蓝盔特战队》 则是一部讲

述中国维和部队青年军人故事的

军旅剧； 爱奇艺参与的 《飞行少

年》 则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的创

立为背景， 讲述了培养飞行人才

的故事。

第八届“禾泽都林杯”———“城市、建筑与文化”诗歌散文大赛征稿启事

建筑是物化的记忆， 是人类沧桑历史和多样文化的积淀。 站在一座穿

越时间的古建筑前， 人们得到的不仅是美学的满足， 还能穿透时间的迷雾

看见历史的痕迹， 人类的憧憬。 果戈理说： “建筑是世界的年鉴， 当歌曲

和传说已经缄默， 它还依旧诉说。” 没有哪一种文化形态能够像建筑这样，

超越时间和媒介的限制， 如此长久直接地震撼人类的心灵。 一个地区、 城

市的发展与变迁、 幸福与悲痛， 都通过建筑记忆起来。 组织 “禾泽都林

杯” ———“城市、 建筑与文化” 诗歌散文征集和评奖活动， 旨在通过文学

的样式阐释城市建筑文化的丰富性、 多元性与时代性， 以及宣传城市建筑

文化的先进设计理念， 为弘扬中国文化、 构建和谐环境、 创建美好城市作

出贡献。

一、主办单位：

上海市作家协会、 文学报社、《上海文化》

杂志社

二、承办单位：

禾泽都林建筑与城市研究院、上海市作协

华语文学网

三、征文细则：

1．征稿时间：自即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止。

2. 征稿对象：海内外诗人、散文家及诗歌、散文爱

好者。

3. 征稿地址：上海市巨鹿路 675 号作协创联室，邮

编 200040，信封上注明“禾泽都林杯”字样。

4. 参赛网站：华语文学网 www.myhuayu.com

5. 征稿邮箱：hezedulin2018@126.com

6. 每人限寄作品诗歌 1-4 首，不超过 100 行；散文

1-2 篇，每篇字数 3000 字为宜；来稿建议发电子邮件，

附百字内简历 1 份。

四、奖项设置（诗歌散文奖金含税）:

一等奖 2 名 各 20000 元及“禾泽都林杯”奖杯；

二等奖 4 名 各 5000 元；

三等奖 10 名 各 2000 元；

优秀奖 20 名 各 500 元。

五、评委会：

大赛主办单位邀请国内著名作家、报刊主编组成评委

会，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初评、复评和隐名终评。得奖作品

主办方将汇集出版（不另发稿酬）。 颁奖事宜将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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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2018 年合订本（四开版本）即日起开

始发售。同时还有少量近年合订本，欢迎广大文学爱

好者和喜爱收藏的朋友，速来购买。

《文学报》内容丰富 ，可读性强具有收藏价值 。

《文学报》合订本每册售价 80 元（含邮资），需要购买

的单位或个人，请前来或汇款至本报发行科（勿寄个

人）。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41 楼

文学报发行科

邮编：200041 电话：021-22898985

汇款请注明本人详细地址、邮编、姓名和联系电

话，并注明要购买哪年的合订本。 （外地读者可先打

电话咨询，确定库存确有，再汇款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