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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文化产业从哪汲取创新力量
本周六范周教授做客齐鲁大讲坛为您详解

《北京青年》将举行

“正能量大剧展”庆功会

本报讯(记者 邱祎)
《北京青年》在天津卫视播出
以来连续八天收视夺冠，最高
收视达到1 . 44%，远超同时期
播出的其他热门剧。本剧作为

“正能量大剧展”的第一波将
于9月2日晚收官，之后，天津
卫视将继续开展“正能量”剧
目展播，相继推出“英雄正能
量大剧”《正者无敌》、“草根正
能量大剧”《不是钱的事》和

“女性正能量大剧”《小麦进
城》，并且天津卫视还将择日
举行“正能量大剧展”庆功会。
而31日21：21《北京青年》主演
任重、曾泳醍做客天津卫视

《有问必答》，和主持人英达一
起聊戏里戏外的别样青春，爆
料赵导的“特殊癖好”。

郭一凡将参加

孙楠演唱会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东方卫视今夏打造的大型音
乐交流节目《声动亚洲》目前
已经结束中国区的全部赛程，
新出炉的6强将与亚洲其他六
国的歌手比拼。随着比赛的如
火 如 荼 ，节 目 的 另 一 批 主
角——— 五位音乐评论员也成
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针对之前孙楠因郭一凡
与邓宁的“瑜亮之争”事件发
飙，有网友称这更像是一场闹
剧，分明是节目组事先写好的
剧本，评论员不过是在秀自己
的演技博收视率。就这种言
论，孙楠也表达了自己的看
法，“当时真的是发自内心为他
鸣不平，在我看来郭一凡的确
发挥得更出色，对于网上说我
是演的我挺不理解。”而事后孙
楠也用自己的方式力挺爱徒，
目前他已经邀请郭一凡参加自
己9月1日的演唱会。

《武林风》征战新西兰

中国勇士完美收官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从8月10日起，河南卫视《武林
风》分四期播出环球拳王争
霸赛新西兰站的比赛。8月31

日《武林风》将呈上本次赛
事的收官节目——— 峨眉小
强、铁英华、周志鹏完整版
赛事以及孙维强与新西兰
全民偶像斯瓦拉之间的大级
别较量。

经过十场力量与智慧的
对决，最终中国勇士战队在近
半数以小打大，受到时差、饮
食和训练条件等诸多不利因
素影响的情况下，依然顽强拼
搏，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最终以6：4交上了一份精彩的
答卷。赛后，有专业人士评价，
此次比赛可谓场场惊心动魄，
堪称近五年来《武林风》竞技
水平最高的一次赛事。这次比
赛中方获胜，让新西兰搏击界
对中国功夫刮目相看。

本报讯 (记者 师文静) 在
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全国共同绘制文化产业美
景的当下，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化
产业现状和发展趋向？“十二五”
走到第二年之时，文化产业应从
哪里汲取创新力量？9月1日(本周
六)下午2：30，中国传媒大学文化
发展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范
周教授将做客齐鲁大讲坛第四届
山东文博会专题讲座，为读者剖
析“十二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现
状、发展趋向以及文化产业区域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对策。本期齐
鲁大讲坛特邀山东师范大学文学
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孙书文主持。

“十一五”时期文化产业在全

国各地蓬勃兴起，而“十二五”规
划中则明确提到要“推动文化产
业成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在
改 造 提 升 演 艺 、娱 乐 、文 化 旅
游、工艺美术等传统文化产业
的同时，还要加快发展动漫、游
戏、网络文化、数字文化服务等
新兴文化产业。而刚出台的《山
东省“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
展规划》也提到，到2015年山东
省的文化产业实力和竞争力将
明显增强，争取文化产业增加
值翻两番，占GDP的比重超过
5%，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范周教授将根据自身对山东文
化产业发展的了解，详解其对
山东文化产业发展的独到见解。

本报讯(记者 邱祎) 由本
土知名小剧场话剧演出品牌“都市
实验剧场”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联
合出品的小剧场话剧《钱多多嫁
人 记 》于 七 夕 节 期 间 在 经 五 路
2 2 3号开始首轮演出，记者了解
到，前三场演出场场爆满，几乎
座无虚席，9月2 2日之前的每个
周五、周六，《钱多多嫁人记》将继
续努力在经五路创造济南小剧场

话剧的票房传奇。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国内

的小剧场话剧在挣扎与徘徊中以
全新的姿态走上了中国的文艺舞
台，特别是进入21世纪，小剧场话
剧的发展在京沪等地更是蔚为
大观。济南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极
其深厚、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现
代化城市，在小剧场话剧领域却
是刚刚起步。2010年的《画皮》，

2011年的《神马都是水浒》《古宅幽
幽》等虽然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
绩，但与电影院、酒吧、KTV等休
闲娱乐场所相比，小剧场话剧还是
显得冷清了一些。

《钱多多嫁人记》票房的火
爆让不少业内人士看到，济南对
小剧场话剧肯定是有需求的，只
不过培养市场是一个慢热的过
程，如何让观众养成欣赏话剧的

习惯，让小剧场话剧成为普通百
姓休闲娱乐的常态方式，最关键
的第一步就是让人们走进剧场。
在《钱多多嫁人记》本轮演出中，
有很多观众就是第一次走进剧
场。9月22日之前的每个周五、周
六，《钱多多嫁人记》将继续与泉
城观众们见面，您可登录济南演
出票务网(www.j inanpiao .com)
了解更多详情。

钱多多带动济南小剧场话剧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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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离开红会

赴传媒大学任职
本报讯 29日，记者从中国

红基会证实，原央视名嘴、红基
会原副理事长王志目前已经从
红基会离职，赴中国传媒大学工
作。红基会工作人员表示，此次
人事变动属正常工作变动。

“央视名嘴王志已到中国传
媒大学任职”的消息29日在微博
上被多次转发，有网友称，王志此
行到中国传媒大学将担任校长助
理一职。记者在中国传媒大学官
网学校领导一页看到，校长助理
一栏目前还没有出现王志的名
字。

当晚，记者联系了中国传媒
大学党委宣传部的裴鸣，他表示
已经有不少媒体向他核实过此
消息，但目前学校还在放假，消
息还有待进一步核实。

另据透露，中国红基会新任
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孙硕鹏
来自北京红十字会。

个人简介

王志，湖南衡阳人，1965年5

月生。1994年2月进入中央电视
台，任《东方之子》栏目记者和主
持人。1996年2月任《新闻调查》
记者和主持人。2003年1月任《面
对面》制片人、主持人和记者。

2008年10月22日，受中组部、团
中央“博士服务团”委派，王志到丽
江市开始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10

月24日，经丽江市人大代表全票表
决，通过王志出任丽江市副市长兼
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副主任、省委宣
传部外宣办副主任的决定。

2010年9月7日，王志被中
国红十字会党委任命为中国红
基会党支部书记、理事会理事，
由此正式离开央视，所有组织
关系转至红会。 (北晨)

本 报 讯
日前，有媒体报
道湖南卫视为解

决“ 主 持 荒 ”的 现
状，挖角央视名嘴柴
静主持新节目《谁与
争锋》，双方正在洽

谈中。对此，柴
静撰文予以否
认，她称此消

息不实，目前仍在《看见》供
职，并不知道此事。

原文如下：
今天（30日）有新闻报道

说湖南卫视邀请我主持节目，
引用了未署名消息源“湖南卫
视工作人员”的话：“节目组已
经拍摄第一期新节目样片给
柴静看，她觉得很有意思，进
一 步 的 合 作 方 式 还 在 沟 通

中”。
此消息不实。
我目前在《看见》供职，不

知此事，未与其他节目谈过合
作，没看过样片，此报道也未向
我本人核实过。

湖南卫视是我十年前的老
东家，祝愿他们节目顺利。希望
媒体在报道消息时准确求实，
对多方负责。 (凤凰)

柴静否认跳槽去湖南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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