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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建芬中国音协顾问、 中国音
乐著作权协会副主席、 中国流行音乐
协会会长， 主要作品有《年轻朋友来
相会》、 《绿叶对根的情意》、 《妈妈
的吻》、 《歌声与微笑》 等。 曾获联合
国教科文亚太地区优秀音乐教材奖、

中国唱片金碟终身成就奖、 古诗词学
歌金奖等奖项

■

冷眼

谷建芬 绿叶对花朵的情意
■

本报记者 纪秀君
“有点遗憾的是， 直到

70

岁， 我才感到
自己写了那么多歌， 但是孩子们唱什么？ 听
什么？ 有没有关注到？” 在前不久中央电视
台举办的

2010

年全国儿童歌曲大奖赛通气会
上， 著名作曲家谷建芬老师发出这样的感
叹。

一句自问， 一种自省， 不只是对自己，

更是对整个社会。 在成人娱乐节目铺天盖
地， 儿童歌舞成人化趋势明显的情况下， 我
们应该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歌？

“我希望大家能创作抚慰孩子心灵的歌，

那才是孩子需要的。” 日前， 在谷建芬老师
家里， 她向记者讲述了晚年投入儿歌创作的
缘起和创作感受。

“孩子要什么有什么， 却没
有好歌听”

荩荩

吴仪对谷建芬说， 你不要给歌星写
歌了， 给孩子写点吧。 谷建芬说， 我还真是
挺喜欢给小孩写歌的， 但没人跟我要歌啊

记者： 您谈到
2004

年进入儿童歌曲创作
领域时， 似乎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情绪在内，

能讲讲您当时的想法吗？

谷建芬： 我最早写过 《采蘑菇的小姑
娘》、 《妈妈的吻》 等儿歌， 你们父母那一
辈大概都知道。 上世纪

90

年代， 我写了 《歌
声与微笑》。 那时候写的这些歌， 都属于有
一搭没一搭的， 歪打正着， 就唱出去了。

事件都是有一个导火线的。

2004

年， 有
一天， 我碰到吴仪同志， 她非常喜欢音乐，

她说， 中央刚开过会， 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
见》 的文件。 你不要给歌星写歌了， 给孩子

写点吧。 我说， 实际上， 我还真是挺喜
欢给小孩写歌的 ， 但是没人跟我要歌
啊！

记者： 是因为儿歌作品不受市场欢
迎吗？ 有人说， 现在孩子们传唱的仍旧
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五六十年代流
行的儿歌， 比如《春天在哪里》、 《让我
们荡起双桨》， 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谷建芬： 少儿歌曲作者少 ， 作品更
少。 为什么呢？ 现在的市场环境是， 歌
星和流行歌大行其道， 受市场机制的制
约， 一切以 “利” 为原则， 有钱就多作，

没钱就不作 。 很多作曲家认为现在是
“玩音乐” 的时代。 所谓 “玩”， 就是怎
么赚钱怎么来 ， 儿歌不赚钱 ， 没人要 ，

也没人写。

记者： 是这些原因促使您专心投入
儿歌创作领域的吗？

谷建芬： 看了那个关于未成年人教
育的文件， 我很受触动。 加上社会上有
些人碰到我说， 谷老师， 给孩子们写点
歌吧。 我上新华书店把书翻烂了， 也找
不到一首合适的歌。 孩子需要无害而有
益的歌， 但家长选起来很难。

所以我从
2004

年下定决心到现在， 推
掉了其他社会活动， 不断地写儿童歌曲，

不断地投入， 不断地感动， 越写越充满
感情。 我的年龄一天比一天大， 觉悟得
太晚， 我很珍惜现在。

“我要对这一段继往开来
的历史负责任”

荩荩

在创作上 ， 谷建芬非常关注祖
先的古诗词的教诲和孩子接受古诗词时
的心态， 而唯独不要有自己的过多想法

记者： 您创作的新学堂歌， 给
20

多首古
诗词配上了优美的旋律， 能谈谈您选择古诗
词入词的原因吗？

谷建芬： 在最先完成的 “请把我的歌带
回你的家” 这张唱片中， 有

6

首古诗词歌曲。

这
6

首歌在录音过程中， 给了我强烈的感受。

录其他的歌， 孩子们唱得有时候过嗲， 老有
那样一股劲儿， 我得使劲地教。 但是这

6

首，

孩子们一点就透了。 他们潜意识里觉得， 这
是奶奶的教诲、 父母的教导， 都乖乖听话，

很纯朴。 听他们唱， 我几次掉眼泪。

记者： 是歌词还是旋律打动了孩子？ 您
觉得孩子能理解这些古诗词的含义吗？

谷建芬： 歌词和旋律的结合， 牵动了孩
子的心。 他们在唱 《游子吟》 时， 背的时候
想的可能是词， 但音乐的旋律起伏把他们的
情绪调动起来了， 唱 “慈母手中线” 时， 那
个 “嗲” 没有了， 这是质的差别。

《游子吟》， 我写的时候自己流了很多眼
泪， 想到有关母亲的一些事儿。 孩子们唱了
后， 我说， 速度是不是要调快一些， 你们能
理解吗？ 一个孩子说， 谷奶奶， 别改了， 我
们都懂， 我妈妈不管我， 姥姥管我， 姥姥就
是歌里这样的。

这种质朴的感觉， 我一遍一遍听， 不是
简单的你作曲我演唱， 而是一种共同回归祖
先告诉我们的道理， 我们懂了， 承接下来
了。

6

首一完，

2006

年， 我又下决心出了一
张包含

20

首古诗词歌曲的唱片。 后来， 我还
办了新学堂歌网站， 开博客， 与孩子们交流
唱歌心得。 随着这

20

首歌曲走进校园， 我愈
发坚定， 虽然这些孩子跟古代文化相隔甚
远， 却是一脉相承的。

记者： 您在这些新学堂歌的创作中， 追
求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和风格？

谷建芬： 这些歌都不是一遍到位的， 要
有好几遍的主题选择， 我才能定位 。 心不
静， 不行。 写歌时， 我把所有的杂事都处理
完了， 关门谢客， 慢慢想， 一次不行， 就闷
两天， 慢慢确定。 我不能把古诗词拿来恶
搞， 这是给孩子唱的歌， 我要对这一段继往
开来的历史负责任。

在创作上，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以
前写流行歌， 可以无拘无束， 任意变化求
新。 而写新学堂歌， 主观能动性上一样， 也
发展、 变化、 求新， 但有一个原则， 这是祖
先的教诲， 要注意祖先的古诗词的教诲和孩
子接受古诗词时的心态， 而唯独不要有自己
的过多想法。 这也折射了当前创作中的一个
问题， 有些人在创作或演唱时， 扔掉所有，

想一切办法突出自己， 结果什么都没有了。

记者： 从艺术审美角度来看， 您觉得儿
歌对孩子的成长有何影响？

谷建芬： 每个人都是从孩子过来的。 促
成我喜爱音乐， 跟我小时候接触的环境很有
关系。 对音乐的审美是从小就定了的。 我小
时候听到一些喜欢的音乐， 会默默地在心里
激动， 甚至有种小悲情在内， 这都促成我长
大后对情感宣泄方式的某种追求。 所以我觉

得， 艺术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 无所不
包的。

记者： 相比其他儿歌， 新学堂歌对孩子
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谷建芬： 古诗词歌曲对孩子来讲， 最重
要的是起传承文化的作用。 我

1935

年出生，

对这一段历史， 责任要把握好， 不能歪、 不
能斜。 我要求自己做到真情实感。 孩子们唱
了后， 有没有这种感受， 不是三五天看得出
来的， 他们伴着这些歌长大后， 由他们来述
说这些歌带给他们的感受， 这叫历史的检
验。

我过去写《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没想到
20

年后大家仍然兴奋地提到这首歌伴随的岁
月。

2000

年，我又写了《二十年后再相会》，觉
得负担又大了。每过一年，我都会很注意社会
对这首歌的记忆如何， 我想这是一个人做人
的原则。 不能挣了大钱，出了大名，就不管不
顾了。 所以越写越觉得责任大。

“我尽心了， 但要说尽力，

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荩荩

现在插科打诨的东西太多了， 娱乐
代替了艺术， 这是不可以的

记者： 在现代成人流行音乐对孩子造成
很大影响， 电视娱乐选秀节目中儿童歌舞成
人化现象比比皆是的情况下， 您认为怎样才
能用优秀的儿歌去抓住孩子的心？

谷建芬： 现在电视娱乐节目插科打诨的
东西太多了， 娱乐代替了艺术， 这是不可以
的。 儿歌， 要写出童心、 童趣来。 内容要丰
富， 风格要多样， 表达儿童情绪要多样， 千
万不要整齐划一式的， 要把孩子的天性都袒
露出来。 写儿歌有些专业技巧， 但掌管这些
技巧的是感情。 感情到位了， 一定是孩子喜
闻乐见的。

新学堂歌， 刚开始我想写纯小孩儿的东
西，咿呀学语类的，比如“鹅、鹅、鹅———”， 音
符不能唱得那么满， 节奏不能太起伏荡漾，

把握小孩儿的真情、 好奇。 但创作到最后，

我觉得我写的不是小孩儿的歌， 而是用小孩
儿的纯真、 质朴， 解读祖先过去教的东西，

唱给这个时代， 让这些东西伴随人们一步步
成长。 在这个过程中， 我死死把握的是 “传
承”， 潜移默化地把地方语言和音乐风格综
合吸收， 用流行元素引起孩子的兴趣。

比如我刚刚创作完成的 《小儿经》 中，

音乐中运用了京戏锣鼓和京胡， 节奏明快。

其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饱食足衣， 乱说闲
耍。 终日昏昏， 不如牛马。 兄弟分家， 含糊
相让。 子孙争家， 厮打告状。” 听了这首儿
歌的孩子， 等他长到六七十岁， 分家打仗
了， 没准回头想想这首儿歌， 不禁感叹， 古
人早都说了。

记者： 孩子们对您的儿歌反应如何？

谷建芬： 现在， 这些歌曲走进部分校园
了， 孩子们喜闻乐见。 有个妈妈给我鞠了半
天的躬不起来， 眼里含着泪花， 她说： “谢

谢您， 谷老师， 我的孩子学好了， 他不唱周
杰伦的歌了， 回家就唱这歌。” 我说， 周杰
伦的歌也可以唱， 小孩子也有七情六欲， 欢
乐的时候、 戏耍的时候， 也应该有这样一些
歌。

看到那个妈妈的举动 ， 我确实有点愧
疚， 我们为什么没有早点为孩子做这样的事
情？ 当然， 我们不要责怪这个社会， 我们已
经耽误很久了， 现在不是说谁是谁非的时
候， 这个 “过”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赶快承担
起来。

记者： 繁荣儿歌创作， 您觉得有哪些工
作亟待去做？

谷建芬： 从我来说， 我尽心了， 但要说
尽力， 还有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因为音
乐创作贵在创新， 不但要绕开别人走， 也要
绕开自己走。 千歌一面， 是不行的； 千人一
面， 更不行。 所以越写越难。

这次儿童歌曲大赛邀请我， 本来我是这
耳朵听， 那耳朵过， 想着还是在家做点实事
儿吧。 就怕搞什么活动， 一开始热气沸腾
的， 很快就凉了。 但听着听着， 我感觉有点
儿变化了， 要动真格的了。 其中打动我的两
点就是， 建立筛选机制和实行 “双推 ” 政
策。 他们提出， 出作品是第一位的， 而不是
推出几个小歌星。

我在国外参加过一些流行歌手大赛， 都
是 “双推”， 大奖赛的重头永远是作品奖。

上世纪
80

年代， 我有个作品曾获过奖， 后来
电视台工作人员说， 谷老师， 我们大扫除，

你那个奖状还在地上呢， 我们给扫了 。 后
来， 我们国家作品奖就基本没有了。

不出作品就不出人才， 没有好作品就出
不了好歌手。 不靠实力， 而专靠势力推歌
手， 只能是人红歌不红。 长此以往， 就形成
歌坛滑坡的尴尬局面， 所以我们要真正按艺
术发展的规律办事。

我希望社会各界齐心协力， 创作抚慰孩
子心灵的歌， 那才是他们需要的。 我非常高
兴晚年能集中在这样一个创作氛围内， 度过
一个很有意义的晚年。

■

特别关注 年逾古稀的谷建芬老师，

2004

年作了一个决定，从此专心为孩子写歌。 除了涉及孩子的事儿，

她几乎谢绝了一切社会活动和采访。 她说，古诗词歌曲对孩子来讲，最重要的是传承文化

被撕毁的
城市名片
■

张杰
前段时间， 听说很多地方在以考

古学、 历史学、 神话传说诠释学等一
些罕见的方法和手段， 试图为孙悟空、

观音菩萨等“大腕儿” 谋求一个安身立
命的现实之所， 想必一定闹得天上沸沸
扬扬。

其实下界也并不平静， 在一再蹿红
升温的名人故里之争中， 西门大官人故
里再一次将众人雷倒一片。 有人说， 西
门大官人的“往日风采” 怎么忽然转化
成了趋之若鹜的文化基因？ 不过， 仔细
咂摸一下， 可不是吗， 人家西门大官人
属于“资产阶级” 的楷模， 有房、 有
车， 而且妻妾成群。 “官人” 在唐代以
后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称呼， 据说西门
大官人可是中国

16

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
期一个新兴商人的典型。 纵观其软、 硬
件配置， 正好暗合了当下社会的某些现
象， 官人不火， 舍其而谁？

这或许可以牵强地解释三地同时
争当西门庆故里的潜在社会心理， 那
些争孙悟空、 观音菩萨故里的地方则
更可理解， 只能说人家拉动本地经济
建设、 提高知名度的工作做得扎实到
位而且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 因为欲
成为孙悟空故里， 必须要有超越吴承
恩的想象力， 而成为西门庆故里， 则
要冒着千年古国之十几亿国民道德审
判的危险， 既需要很大的勇气， 又需
要很大的舍己精神， 你说人家为了本
地发展所付出的不够大吗？ 从另一方
面， 可见发展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

不然人家怎能出此“上策”？

但一波未平， 又起一波， 俗话说，

走夜路越怕见鬼越遇上鬼他爹———老
鬼。 近日， 由网友评出的“中国十大
雷人城市口号排行榜” 又一次雷倒众
人， 为喧嚣的舆论媒体界增加了茶余
饭后消除繁重工作疲劳的一剂兴奋药。

好在人们对于这个时代发生一些出乎
想象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 许多离谱
的事情差不多最后只剩下一个功能：

娱乐。 附近一报刊亭主人告诉我， 现
在报纸、 杂志封面， 标题最刺激、 最
吸引人的最好卖， 说到底就是我们处
于一个注重感官刺激、 娱乐至死的时
代。 眼下频出的闹剧和笑话， 说浅了
是对利益追求的不择手段， 但说到底，

制造感官刺激的文化才是促使各地不
惜一切代价， 频频制造笑话却并不以
笑话为耻的精神推动力。

“没到过重庆， 不了解中国” 、

“一个叫春的城市”、 “合肥： 两个胖
胖欢迎您”、 “广州： 一日读懂两千
年” 等雷人城市口号， 多富有想象力
和创造性啊！ 而作为口号， 它们必须
朗朗上口、 富有文化品位， 最好再加
上一点幽默感和活泼性。 老实说， 能
想出这些口号来， 应该说的确不是一
般大脑所能胜任的， 谁能说清因此累
死多少脑细胞而使其成为白白牺牲的
“烈士”？

让我们试着理解一下这些口号的
潜台词及其语境的意指： “没到过重
庆， 不了解中国”， 里面包含两个关键
词的对应： 重庆和中国。 此口号是不
是可以解读成目前重庆人有一种坐拥
重庆、 心怀中国、 放眼世界的气魄？

“一个叫春的城市” 现在据说已被改成
“一座春的城市”。 放眼当今时代对于
各种欲望极度刺激的推动， 哪个城市
不像在争相叫春？ 再说从“叫春” 这
个词语本意来理解， 本来就是一件美
好的事情———不叫春哪来的这个生机
勃勃的世界？ “合肥： 两个胖胖欢迎
您”， 其实犯了一种基本表达上的错
误， 应该改为“众多胖胖欢迎您”， 不
然“合” 这个字则得不到充分表达和
阐释嘛。 “广州： 一日读懂两千年”

含义其实很明显， 就是说人家已经被
建成一座具有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城市，

而建设文化大省、 强省的口号， 如果
我没记错的话， 人家至少已经提了差
不多

10

年了。

一个城市的口号就像一个城市的
名片， 一句引人注意的漂亮口号像一
张印制精美的名片一样， 可以令人对
其充满想象和好感。 但一句糟糕的城
市口号， 就像一张印坏的名片， 令人
倒足胃口。

“经典新解”，实际是哗众取宠的儿戏
针对先后有人建议从语文教材中删

去 《水浒传 》 中的 《鲁提辖拳打镇关
西》、 朱自清的名篇 《背影》 等现象， 上
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主任
詹丹日前在 《文汇报》 发表评论称， 时
下流行的一些 “经典新解”， 贯穿着千篇
一律的思路 ， 就是弃文本主干于不顾 ，

抓住一些枝节大肆渲染， 用尖刻的言词、

戏剧性的逆转思维， 来哗众取宠。

中国是文明大国， 还怕一点误解吗
针对中国文化发展话题 ， 北京师范

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于丹日前接受
《光明日报》 专访时称， 随着赴海外旅游
的热潮不减，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意识到，

每个公民在国门之外都是你这个国家的
新闻发言人。 她认为在海外和观众交流，

首先要让他们来提问，让他们呈现出好奇
心，有时甚至是误解， 但是没关系， 千万
不要本着自己的系统去灌输或者教化。

“曹操墓是跑出来的”

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江苏省考古学
会会员倪方六日前接受《大众日报》书面
专访时指出，有关部门得出河南省安阳市
西高穴墓葬就是曹操墓的结论， 并选为
“

2009

年十大考古发现”， 主要原因是学术
功利化与官场利益化互换需求、考古人与
官员间相互利用造成的。 换句话说，是学
术寻租与权力寻租两种行为碰撞出来的
怪事。 进一步说，“曹操墓”是“跑出来”的。

“抵制别人， 不妨先救自己”

韩寒近日推出了其主编的《独唱团》杂
志，另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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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作家”联名发表《公开信》

加以抵制。 针对此事，贾行家日前在《新华
日报》发表评论称，文人相轻是免不了的，

但因为嫉妒联合起来写一封誓词或揭帖，

青年本不必早早就学会了这一套。 如果算
得上是作家， 还是少联名抵制， 多写好作
品。 （乔燕冰）

■

声音
“第三极文化”设想引发争论

■

本报记者 纪秀君
“当今的世界文化格局， 大体可以认

为有三极。 其一欧洲文化， 其二美国文
化， 其三中国文化。” 日前， 在 “新世纪
艺术十年·第三极文化理论和中国艺术发
展” 学术论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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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北京师范大学资
深教授黄会林， 针对当前世界文化格局
和中国文化发展现状， 正式提出 “第三
极文化” 的设想与思考， 引起了与会文
艺界人士的强烈反响。

为什么要提 “第三极文化”， 黄会林
对此的解释是， 传统思维将世界文化版
图划分为二元格局———东方文化与西方
文化 （或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 西方
是现代和进步的象征， 东方则意味着传
统和落后。 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成为一
种充满东方学偏见的想象性图景， 其笼
罩在文化霸权主义的阴影中， 套上了沉
重的枷锁 。 提出 “第三极文化 ” 概念 ，

就是尝试对东西、 中西这一传统思维模

式进行反思和修正。

当前， 在全球化背景下， 文化发展的不
平衡现象依然存在。 中国当代文化缺乏足够
定力， 模仿、 照搬之风盛行。 “我们必须有
自觉的文化发展思维和战略。 面对强势文化
的包围， 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忽视中国文化
的优良传统和自我更新能力， 而应有全球意
识， 加强文化自信， 寻找中国文化自己的坐
标。” 黄会林说，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

文化艺术的自觉意识、 主体意识也自然显现
出来， 提出 “第三极文化” 概念， 也是缘于
一种使命感。

针对这一新提法，学者们更关注“第三极
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黄会林说：“‘第三极文
化’植根于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传统，传统文化
中的 ‘仁者爱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

‘道法自然’ 等价值观构建了中国文化之魂。

蕴含在民族文化中的献身、 牺牲、 奋斗等精
神，都属于‘第三极文化’的范畴。 ”

“第三极文化” 一经抛出， 引起了与会
学者们浓厚兴趣， 学者们赞赏其先进的文化

立场， 兼容的文化胸怀和清醒的文化意识。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王一川
说： “我们的文化已经和正在被物化， 现在
很多艺术， 不是要表达精神的意义， 指向一
个更高的精神空间， 而是要指向生活的物
化， 是要把人引领到拜金、 拜物的洪流中
去。 我甚至看到一些报道说， ‘我宁愿坐在
宝马里哭， 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 成了经
典！ 生活被物化了， 我们还有文化去拯救，

当文化被物化了， 我们怎么办？ 如何在文化
物化的年代重塑我们的精神高度 ， 我觉得
‘第三极文化’ 理论开拓了我们的想象力。”

这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而又能引发出诸
多思考的理论。 会上， 不少学者对中国文化
能否称为 “第三极” 提出了疑问。 著名电影
导演、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说： “美国
文明只是欧洲文明的一个延续， 是一个后资
本主义时代的变种或者发展， 除了好莱坞电
影跟欧洲电影有很明显的区别， 其他文学艺
术和欧洲没有本质的区别。 那么为什么是两
极， 而不是一极？” 著名影视剧作家、 评论

家赵葆华则说： “文化没有高低之分， 这种
提法， 把灿烂的阿拉伯文化、 美丽的恒河文
化放到第几极呢？ 我们自己已经限定住三极
了， 为何不改一下， 首先提出世界文化是多
极的这个前提。”

在争论颇多的 “第三极文化” 的内涵方
面，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党委书记、 总裁李晓
枫提出： “‘第三极文化’ 究竟是我们中国
传统的牺牲精神、 大局精神、 奋斗精神等精
神品格， 还是我们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和
谐、 人与社会的和谐等和谐的价值观， 又或
者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意象、 重表现等艺术
手法呢？” 还有学者提出， “第三极文化”

是汉族文化还是我们多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文
化？ 亚洲的其他国家的文化又怎么算？

凡此种种讨论和建议， 为处于起步阶段
的 “第三极文化” 理论提供了珍贵的思考维
度和空间。 “第三极文化” 能否进入西方主
导的学术潮流，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
身位置？ 无人可知。 这种试图建立一套话语
表达体系的努力令不少学人赞赏。

全民健身主题歌曲征集启动
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 中国体育报业总

社承办的全民健身主题歌曲征集评选活动，

日前在京向海内外发布了 《征集公告》。 据
悉， 全民健身主题歌曲征集评选将于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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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和明年
3

月
28

日， 分别公布第一次和第
二次初评入选作品各一首， 初评入围作品各
两首。 明年

4

月
28

日前后， 将公布终评入选
作品一首和终评入围作品三首。 据介绍， 国
家体育总局非常重视全民健身文化体系的建
设， 通过标志、 口号、 主题歌曲、 宣传画、

吉祥物等表现形式， 挖掘并彰显全民健身的
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 从而更深层次地激发
全民参与体育健身的热情。 （纪秀君）

首都高校首家书画中心落户北交大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书画院书画艺术研

究创作中心日前成立， 北京书法家走进北
京高校活动同时启动。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
宁滨表示， 此次与中国书画院合作成立书
画艺术研究创作中心， 旨在加强高校与国
内顶级书画艺术团体的合作， 引领中国书
画艺术教育， 推动以理工科见长的高校的
艺术教育， 为学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国
粹艺术素养的滋润。 据介绍， 中心成立
后， 将开展书画艺术家进校园创作与高层
次培训， 推动书画艺术研究及相关学科建
设， 并开展书画艺术交流与展示。

（姜乃强）

甘肃开展“艺术精品进校园”

日前， 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等部门组织开
展的 “艺术精品进校园” 活动正式启动。 在
6

月至
12

月期间 ， 经典舞剧 《丝路花雨 》、

《大梦敦煌》 以及一批电影、 书法、 摄影、

美术作品将陆续走进该省各高校、 中小学以
及部分幼儿园。 据悉， “艺术精品进校园”

活动旨在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为兰州中小学生、 幼儿园孩子演出
经典童话剧 《小蝌蚪找妈妈》、 《小吉普，

变变变》； 甘肃省歌剧院深入各高校开展夏
季演出季活动， 演出经典歌剧 《原野》 等。

（冲碑忠）

■

文化消息

■

文化视点

谷建芬和孩子们一起唱儿歌

第六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举办
日前， 由文化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第六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暨
2010

卡
通总动员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 这是自

2005

年开始举办的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与上
海本地另一动漫展会品牌 “卡通总动员” 进
行资源整合后的首度亮相。 为期

5

天的展会
主要内容包括展馆展示、 专业论坛 、 博览
会， 大奖评选及颁奖晚会、 中国动漫艺术精
品展、 原创动漫剧展演等数十项内容。 除了
现场展示以外， 本届博览会还首次开展了博
览会动漫大奖评选。 本次评奖将聚焦包括漫
画、 动画电影、 动画电视、 手机 （网络） 动
漫等各个领域。 （张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