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颁奖典礼上，获奖作品主创团队代表与颁奖嘉宾合影。 刘庆发 摄

本报讯 12 月 9 日下午 14 时，“联合会杯”
中国青年影像创意大赛高峰论坛演讲报告会在
吉林动画学院文化艺术中心国际会议厅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纪实、影像、媒介研究等方面的
5 位专家学者为听众们带来了酣畅淋漓、震撼
心灵的演讲。

国家一级导演、国际评委、中国著名纪录片
导演彭辉首先为听众带来了《纪实的力量》精彩
演讲。他通过自己拍摄的历史政治性纪实影像

《忠贞》和豆瓣评分 9.4 的纪录片《平衡》等影片
片段为师生们讲述纪实影像拥有的社会影响力
和给世界带来的变化。

彭辉导演仔细回忆了他进入可可西里拍摄
的纪录片《平衡》和《平衡 2》，讲述了关于原西
部野牦牛队、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及可可西里
生态环境保护的故事。该片是世界上第一个以
纪实手段把可可西里，把藏羚羊保护拍摄出来

的作品，一经播出便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影片
片段的播放，让全场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

美国 A+E 电视网公司（亚洲）副总裁兼
中国区总经理区咏卿演讲的主题是《如何以
内容来推动文化交流》。据区咏卿介绍，A＋E
电视网是美国迪斯尼电视集团与美国赫斯特
出版集团合资的公司，目前在全球 150 个国
家和地区用 37 种语言播出 50 个不同版本的
频道，总收视户超过 3.3 亿电视用户和 5 亿
数字用户。旗下的美国历史频道一直以制作
播出高水准的人文、历史纪实节目受到观众
喜爱，每年公司都会拿出不菲的资金来自制
高品质的纪录片。

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陆地
为大家带来了《VR 技术在电视节目中的应
用》报告，通过对 VR 技术的特点、电视节目

VR 化的起源与应用、国内外 VR 技术的应
用、VR 化带来的革新、VR 产业发展任重道
远等方面的论述，讲解了如何以虚拟的手法
制作逼真的艺术作品，而这种 VR 技术的普
及应用打破了原来传统眼见为实的概念，并
把行业细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研究所研究员、
媒介研究室主任殷乐主讲了《变与不变：公众
新旧媒介使用分析》，为大家深入浅出地分析
了媒介使用的状况，通过对全国 20 个大、中、
小型城市 3000 多人的抽样调查描绘出全国
舆情分布图，阐述了电视和社交媒体已经成
为现代人获取新闻资讯的最主要途径；随后
又讲述了现今社会新旧媒介内容的转变，新
媒介的咨询内容已经向正能量、个体化、故事
化和社交化转变，有意思、有价值、有颜值的
内容才是最有分享和传播价值的内容。

来自优酷《醒客》栏目制片人、西津渡国
际纪录片盛典评委、韩国 EBS 电影节提案大
会评委张沫玄的演讲以《融媒体背景下的纪
录片孵化流程》为主题，讲述新媒体眼中的融
媒体，对首档网生纪录剧集《遇见你》等进行
了具体分析，以此引出纪录影片的市场环境、
项目收益等评估，并介绍了他们正在研究更
符合市场的竖屏短视频和横屏长纪录片技
术，鼓励更多有意向的人加入到融媒体发展
之中。 （马贺）

酣畅淋漓 震撼心灵

“联合会杯”中国青年影像创意大赛
高峰论坛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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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9 日，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
社会组织联合会、长春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国广
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电视研究发展
委员会、吉林动画学院、北京华夏视记国际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首届“联合会杯”中国青年
影像创意大赛颁奖典礼在我校举行。中国广播
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电视研究发展
委员会会长张莉，北京华夏视记国际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董事长秦鹏，吉林省教育厅高教处处
长宋辉，长春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周武军，吉林动
画学院党委书记张炬等出席活动。广播电视研
究发展委员会秘书长闫军才主持颁奖典礼。

此次“联合会杯”中国青年影像创意大赛以
“我眼中的中国文化”为主题，挖掘具有创作激
情和创意能力的青年创作团队，以纪实影像推
动不同国家及地域间的文化交流，展现区域多
元文化风貌。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大赛共收到
了来自 180 所高校的 2015 部作品，经过专家们
精心评定和层层选拔，最终 12 部作品获奖。

张莉在颁奖典礼上致辞，她说，此次大赛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
线，努力探索中国青年创意影像的发展方向，为
中外优秀青年影视创意人才及团队搭建了展
示、合作、孵化的国际交流平台。

周武军在致辞中说，此次大赛为纪实影像
创作者、影视传媒类的高校学子提供了一次难
得的学习和展示机会，呈现出了强大的文化传
播效应。

张炬在颁奖典礼上致辞，他说，承办此次
活动不仅能为创意人才提供平台，也为吉林
动画学院的学子们继续深入学习提供了动
力。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吉林
动画学院校 17 年来，为社会输送了 3 万多名
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学校将继续深入挖掘自
身优势，专业办学，自觉承负起传承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和繁荣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历
史使命。

秦鹏在致辞时说，本届大赛可以用“热情
高、水平高、规格高”三个主题词来概括，激发
了新时代下青年纪实影像新力量。

在随后举行的颁奖典礼上，中国传媒大
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秦瑜明为此次大赛的参
赛作品进行点评，来自电影、电视领域的专家
学者们为 12 个获奖作品主创团队颁发了最
佳作品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制作奖和最佳摄
影奖等 12 个奖项。 （闫琦）

首届“联合会杯”中国青年影像创意大赛
颁奖典礼在吉林动画学院举行

详见T04版
展现红色文化底蕴
继承革命光荣传统

吉林动画学院举办纪念“一二·九”大型主题诗会

本报讯 12 月 12 日下午，吉林省委副书
记、省长刘国中，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王
君正，省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厅长张伯军，
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刘长龙等省市领导同
志就双创工作到吉林动画学院进行调研。参
加调研活动的还有长春市委常委、长春新区
管委会主任李忠斌，长春市副市长白绪贵，市
政府秘书长赵显等领导同志。吉林动画学院
董事长、校长郑立国，党委书记张炬，常务副
校长胡维革等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吉林动画学院规划
图和鸟瞰图前，听取吉林动画学院概况介绍。
随后参观了吉林动画学院校史馆，重点考察
了我校创意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平台。郑立国
就我校发展历程、动漫产业发展趋势以及我
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作了介绍。郑立国表
示，我校积极响应国家和吉林省及长春市创
新创业战略部署，把“创新、创造、创优、创业”
作为学校的核心文化，把打造创意硅谷、创业
硅谷作为战略目标，把双创工作纳入人才培
养体系，提供资金、渠道、设备等资源，扶
持学生创业，支持学生和家长与学校共同创
业，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今年全国第三届“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 ２ 项
金奖。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学校师生共同努力
的结果，也是省市政府大力支持取得的丰硕
成果。

在全国获金项目“如你所见”和“三昧动
漫”工作室调研中，指导教师介绍了创意产业
创新创业孵化平台的具体运行情况。我校孵

化平台通过线上平台、线下平台、孵化实体三
个板块推动项目进展，目前该平台每年孵化
项目超过 1000 个。像“如你所见”项目，团队
用动态数据库系统进行分析、筛选，以全平台
方式为电影拍摄提供工业化解决方案，剧组
依托“如你所见”的集成提供团队，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目前，已经服务于《战狼 2》和

《白夜追凶》等剧组，累计服务超过 150 部影
视作品。其中包括 40 余部院线电影、20 余部
的数字电影、70 余部网络大电影和 20 余部
网剧、电视剧。

刘国中一行还详细了解了其他由学生参
与的项目。我校重视科技对产业的创新支撑，
学校创业导师白立明介绍了“小宇宙”—动漫
生活化平台项目。该平台是国际上唯一的，为
全年龄段、非专业用户提供动画创作娱乐服
务，为动画专业人才提供创业、孵化服务的大
众化、民俗化、风格化、娱乐化、生活化、个性
化、“互联网 + 创意”的公共平台。在其他工
作室，诸多双创项目也都引起了领导同志的
关注。

调研组对吉林动画学院双创工作给予了
高度赞扬，对动漫研发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
期待我校坚持不断创新、勇于突破，培养出更
多具有创新思维、技术过硬的实践型人才，向
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创意产品，为全省双创
工作作出贡献。 （吴丽娟）

右图：12 月 12 日下午，吉林省委副书
记、省长刘国中等省市领导同志就双创工作
到吉林动画学院进行调研。 刘庆发 摄

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国中到吉林动画学院调研

本报讯 为了拓展全校师生的海外学习
渠道，增进中美学术交流，吉林动画学院与美
国蒙特塞拉特艺术学院就两校间的合作进行
了深入探讨。继 2017 年 11 月 7 日美国蒙特
塞拉特艺术学院校方代表来我校参观后，12
月 11 日，美国蒙特塞拉特艺术学院教务长
Brain Pellien 与动画插画设计系主任 Mark
Hoffmann 及中方代表周宁再次来访我校。

蒙特塞拉特艺术学院校方代表首先参观
了我校校史馆，对我校的发展速度与所取得
成果赞赏有加。参观学校次日，我校与蒙特塞
拉特艺术学院校方代表就短期学生交流项
目、教师访学、专业合作等事宜进行了深入探
讨。我校董事长、校长郑立国出席此次会议，
并与蒙特塞拉特艺术学院代表签署了合作协
议。郑立国表示，希望深入推进两校合作，除
教育上的合作以外，也可以在产业领域进行
深度合作。

美国蒙特塞拉特艺术学院教务长 Brain
Pellien 感谢我校的接待，并表示十分珍惜此
次来到中国与吉林动画学院建立合作的机
会，希望两校可以相互多交流、多学习，并对
与我校合作寄予深厚期望。

通过交流与沟通，吉林动画学院与蒙特
塞拉特艺术学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通
过此次访问，继续深化了两校间的合作，并促
成了双方合作框架协议的顺利签署。

（陈 瑶）

新闻链接：
美国蒙特塞拉特艺术学院四年制之私立

大学，位于美国东岸麻州 Beverly，教育部认
证之美国高校之一，在校生人数 370 人，教授
70 人，蒙特赛拉特艺术学院排名在第 100
名，该校专业多元化，给予学生多元的学习
机会，拓展多元技能。

我校与美国蒙特塞拉特
艺术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吉林动画学院董事长、校长郑立国与美国蒙特塞拉特艺术学院教务长 Brain Pellien 签约
后合影留念。 刘庆发 摄

吉动银河列车影院
精彩绽放春城

详见T02
T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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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动画学院打造的长春首家主题影
院———银河列车影院将于新年前夕盛大启幕，精
彩绽放春城。

银河列车影院是吉林动画学院及吉林纪元
时空集团又一全新力作，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
商业运营能力。影院占地面积 2800 平方米，共
设 8 个观影厅，800 余个豪华舒适座位。杜比全
景声激光厅，为观众带来全新视听体验，感受更
加真实、震撼的观影效果；奇趣欢乐的动漫儿童
影厅，专注于为大朋友、小朋友展映国内外优秀
动漫影片；3D 影视效果，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观

影体验；豪华芝华士沙发影厅、缓压按摩椅影厅、
极富时尚格调的专属空间，为观众提供高水准休
闲观影服务体验。配备先进的全激光放映设备，
时尚的潮流设计理念，极具科技感的互动娱乐。

影院位于长春市人民大街与繁荣路交会处
东行 300 米，地处长春市文化、教育、商业、交通
的核心地带。附近交通便捷，轻轨 3 号线、地铁 1
号线双轨结合，市内主要公交营运线路 10 余条，
毗邻长春大学、空军航空大学、长春金融高等专
科学校、吉林省实验中学等院校，周围文化氛围
浓厚，是长春中南部核心“区域”型商圈中心及交

通枢纽中心。
银河列车影院以“内展”+“外延”双核驱动

力，打造长春首家主题影院，是吉林动画学院学
研产一体化的重要实践平台。在吉林动画学院海
量资源基础上，影院将不断向观众呈现更多师生
原创影视作品，打造集文化、时尚、科技于一体的
光影集结地与拓展地，让电影爱好者乐享极致的
观影感受，体验全新的休闲娱乐消费，倾力打造
长春中南部核心“区域”型商圈中心影院。

撰 稿 / 王 婵
本版摄影 / 刘庆发 雷 靳

影院迎宾入口

影院 休息室

影院互动情境栈道

巨屏合影互动展示区

奇妙欢乐儿童影厅 豪华芝华士沙发影厅 休息区

休闲服务区

缓解按摩椅影厅

杜比全景激光区

特色按摩椅体验刺激观影

全景激光效果

LED宇宙立体装饰天花灯（组）



第二届动画剧本大赛获奖者与颁奖嘉宾合影。 刘庆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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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纪念“一二·九”运动
82 周年，12 月 6 日 18 时，由吉林动
画学院共青团委员会主办、吉林动画
学院校社团联合会承办的“信仰与梦
想”纪念“一二·九”运动大型主题诗
会在文化艺术中心国际会议厅隆重
举行。

吉林动画学院党委书记张炬，常
务副校长胡维革，党委副书记、校长
助理、学工部部长盖凤明，各学院领
导老师以及受邀学校代表出席了本
次活动。

本次诗会以“信仰与梦想”为主
题，共十三个节目，分为四个篇章，以
配乐诗朗诵、情景剧、影视剧片段、歌
舞等形式呈现，通过学生们声情并茂
的演绎，营造出充满激情与梦想的艺
术氛围，仿佛让观众穿越时空，感受
革命年代里为信仰与梦想英勇献身
的革命烈士的坚定信念，体会革命者
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所展示的大
无畏精神。

诗会以 88 师 524 团一排排长杨
得余的回忆为主线，为观众讲述了一
个个荡气回肠、激情澎湃的爱国故
事。《英雄人民纪念碑》讲述了八十八
师五二四团革命将士们为了和平与
祖国，抛头颅，洒热血，面对日本侵略
者毫不退缩，英勇抵抗的故事；《太行
山上》充满了抗日军民革命激情的旋
律，展现着爱国志士的豪情壮志，荡
漾着庄严肃穆的民族之魂；《不屈》通
过老百姓之口，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残
暴行径，将对日本军官的愤懑与嘲讽
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戏剧与传统话
剧的巧妙结合，敲响警钟，引发深思；
一封《与妻书》展现了一段血色爱情，
见证了血雨腥风中两个人的生死契
阔，反映了一个民主主义革命战士高
尚的内心世界，表达了革命者无畏的
生死观和幸福观；舞蹈《鸡毛信》用夸
张的舞蹈动作展现了革命工作者不
畏艰难险阻，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

《无悔情》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演
绎妇女任秀芹为抗战舍弃自己生命
的英勇牺牲，表演真挚感人，许多观
众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松花江
上抗联英雄》还原赵尚志、周保中、冷
云、李兆麟、杨靖宇、赵一曼六位革命
烈士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心系祖国的
心境，一声声“不当亡国奴”的怒吼，
震撼人心；《雾重庆》表达了中华儿女
对于历史苦难、民族英雄和伟大精神

的铭记深思，抒发了对中华民族走向
复兴的美好愿景；《天路》讲述了喜马
拉雅山口的爱情，展现了那些为修建
青藏铁路而奉献一生的工作者的艰
辛不易，抒发了对他们的敬佩之情；
一首《大鱼》曲调婉转悠扬，引人入

胜，寓意祖国将展开辽阔的翅膀，在
天空中自由翱翔；《唐诗里的中国》让
观众从字里行间中感受诗词的豪迈、
磅礴、婉约和柔美，在唐诗中陶醉，在
唐诗中成长，在唐诗中更加坚定爱祖
国的决心；《回延安》讲述了延安十年

来的发展历程，回忆延安的战斗生
活，赞叹延安的巨变，展望延安的未
来，表达了对“母亲”延安的一片赤子
之心，抒发了对延安的眷恋；《保卫黄
河》以短促跳动、振奋人心的音调，响
亮的战斗口号，铿锵有力的节奏，形

象地刻画了游击健儿端起土枪洋枪、
挥动大刀长矛，在青纱帐里、万山丛
中，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战斗
的壮丽场景，用恢弘的气势展现革命
的热情。

本次活动通过对“一二·九运动”

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讴歌，让学生
接受了一场精神洗礼，让吉动学子在
铭记历史中获得启示、振奋精神,不
断激发开创未来的力量。

（高雅洁王欣）

展现红色文化底蕴 继承革命光荣传统

吉林动画学院举办纪念“一二·九”大型主题诗会
左图：定点造型《人民英雄纪念碑》 ———校团委
下图：舞蹈《鸡毛信》 ———大学生艺术团

上图：朗诵《松花江上抗联英雄》
右图：配乐朗诵《雾重庆》 ———电视与新媒体学院

本报讯 12 月 6 日，吉林动画学院第二届动
画剧本颁奖仪式暨通识教育学院“文化素养讲堂”
系列之三《四大名著与东方智慧》在文化艺术中心
隆重举行，来自虚拟现实学院、电视与新媒体学
院、产品造型学院、广告学院、民航学院和影视造
型学院的 1200 多名同学和教师代表参加了本次
活动，学校党委书记张炬、常务副校长胡维革、校
长助理王首民、校长助理金鑫全程出席了本次活
动。

为发掘和培养我校优秀动画剧本创作人才，
鼓励学生创作更多更好的动画精品，由吉林动画
学院主办，通识教育学院承办的第二届动画剧本
大赛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开始面向全校学生征集
作品。截至到 10 月 9 日共征集到动画剧本 124
部，经过学校专家组的初审、复审、终审，共有 16
部剧本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
三等奖 10 名。党委书记张炬、常务副校长胡维革、

校长助理王首民、校长助理金鑫
为获奖学生颁奖并亲切合影留
念。

颁奖仪式过后，吉林大学文
学院教授，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由兴波为同
学们讲授了《四大名著与东方智
慧》。《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
传》《红楼梦》是读者熟悉的中国
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作品能够
潜移默化地透露给很多我们日常
生活中正在摸索也逐渐熟悉的一
些思想观点、管理方法，以及一些
社会风俗等。中国有“少不读《西
游》，老不读《三国》”的俗语，实际
上这句话告诉我们作品之中暗藏
机锋，智谋无穷。紧箍咒的实际作
用是什么？刘备真的是要摔死自
己的孩子吗？宋江如何当上梁山
大哥的？王熙凤设相思局是因为
狠毒吗？带着这些疑问，由教授为
我们一层层揭开了四大名著的字
里行间潜含着的人生真谛。这里
不仅仅是一个个降妖除魔的故
事，一场场气势磅礴的军事战斗，
一位位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一
出出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更包
含着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东方智
慧。它们对个人成长与问题思考
的角度，启发极大；对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与用人之
道，启迪颇多；对职场升迁与人际交往，可资借鉴。

由兴波教授的讲座分为五个板块，即德：道德
建设与成功之道；信：言而有信与号召能力；术：方
法运用与管理智慧；情：人情社会与生存法则；色：
江山美人与看破红尘。每个板块都通过对文本的
详细解读来分析其内在的核心思想，探究耐人寻
味的言外之意。从一个个新的视角来解读四大名
著，既是对历史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潜在劣根
性的批判。由教授旁征博引，妙趣横生，让在场的
师生有醍醐灌顶、脑洞大开之感。

通过对四大名著文本的详细解读，由教授用
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通俗易懂的叙述语言，条分缕

析文字背后的言外之意，教会同学们更深层次地
解读文学作品，探究文字背后的深意，教会我们品
传统文化精粹，悟人生哲学真谛。

最后，王首民对本次讲座作以精当点评：语言
清新流畅，针对四大名著，既有娓娓道来的鲜活例
证，说起东方智慧，又有行云流水的指点江山，使
我们对“文学美、智慧美”等等网络热词儿又有了
新的诠释，可以说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四大名著的
柔美，在由兴波教授的视觉维度里达到了水天一
色的完美境界。拥抱传统文化，亲近熏陶氛围，你
的聪明就会自觉或不自觉的上升为智慧，你的素
质、素养、修养等功能价值就会日益提升。

（王兵兵）

品传统文化精粹悟人生哲学真谛
我校举办第二届动画剧本大赛颁奖仪式暨“文化素养讲堂”系列之三讲座《四大名著与东方智慧》

由兴波为同学们
讲授了《四大名著与
东方智慧》。

刘庆发摄 一等奖（1名）：
《煲仔饭》 2017级动画16班李函奇

二等奖（2名）：
《白开水》 2017级数字媒体技术3班乔胜蓉
《西游记之悟空寻心记》

2016级产品设计3班周敏
三等奖（3名）：

《放炮喽》 2016级三维特效2班桑玉翔
《时钟博物馆》 2015级二维动画2班姜宇轩
《一个老爷爷》 2014级戏剧影视文学2班刘芳婷

优秀奖（10名）：
《查郎与白妹》 2015级三维灯光1班孙勇山
《梦》 2015级戏剧影视文学1班路瑶
《白杨树林》 2014级二维动画4班张燚辉
《三生·鸟语》 2016级数字媒体技术3D引擎班籍国盛
《与爸爸同行的三年》

2015级影视特效2班祁彦龙
《鱼愿未了》 2014级戏剧影视文学2班冯许莹
《皮筋》 2016级广播电视编导2班赵婷婷
《熊猫战争》 2014级文化产业管理1班毛文旭
《瓶子大逃亡》 2016级漫画新媒体5班邵云爽
《月夜幻生》 2015级艺术与科技虚拟现实

设计班居仟仟

第二届动画剧本大赛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