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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璀璨
两岸小伙伴手拉手“红毯秀”

昨日上午的峨影 1958 电影城，掌声阵
阵，星光闪耀。一条闪亮、夺目的红毯从门口
铺到了主会场。在热烈的欢呼与雷动的掌声
中，作为本次典礼的主角，参与了电影拍摄
的成都孩子和台湾孩子，身着礼服，手拉着
手，并肩走上了红毯。接着，各个学校代表以
及优秀的指导老师们，也盛装亮相红毯。

在鲜花和掌声的背后，是两岸少年历经
四月的艰苦创作。记者了解到，本次海峡两
岸少年创意微电影大型创作活动于 3 月初
启动，从剧本征集、接力创作到评审筛选，再
到落地拍摄，整整历时 4 月有余。创作内容
围绕成都展开，涵盖大熊猫、特色美食、三
国、盖碗茶、地方戏剧、诗词、都江堰、时尚街
区、创新科技以及武术等十大主题。

7月9日至16日，两岸少年在成都进行
了为期 8 天的游学拍摄，期间，两岸少年携
手深入涵盖十大主题的历史文化、科技文
化、时尚文化地标，用镜头记录天府之都的
文化魅力。为了向拍摄过程中予以无私帮助
的文化大咖们致谢，本次典礼少年们镜头下
的天府文化名家也应邀出席。

激烈角逐
十大奖项现场揭晓

典礼现场，优秀组织奖、优秀指导教师
奖依次揭晓，10所学校、26位两岸优秀指导
教师，让本次以剧本创作为主线的创意活动
优质作品辈出。“优秀创作奖”“十佳创作奖”
也次第颁布，两岸主创携手登台，舞台上创
意碰撞，火花四溅。

创作奖颁发之后，最佳视觉效果、最佳
美术设计、最佳摄影、最佳导演、最佳影片等
十余个激动人心的大奖也伴随十部大片的
展映接踵而至。从观影到颁奖，每一个环节
都让两岸少年屏息凝神，而随着谜底的揭
晓，现场又爆发出阵阵的掌声与欢呼，少年
们纷纷表示，仿如亲历“奥斯卡”一般的紧张
与兴奋。

十大奖项中，最佳视觉效果奖由两岸少
年极为向往的特色美食主题微电影——《寻
味天府》获得，剧本由温江中学实验学校学

生盛梓墨、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学生杨依诺
联手台湾文化小学学生余承翰、中道中学学
生王思涵共同创作完成。影片展现了川西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九斗碗的制作全攻
略，一碗碗诱人的美食活色生香，香气似乎
透过屏幕扑鼻而来。

以盖碗茶为主题的微电影——《成都盖
碗茶》一举拿下重量级的最佳导演奖，两岸

少年在拍摄之旅中不仅担纲小演员的角色，
还肩负起小导演、小编导的重任，在现场有
模有样地指点调度。镜头中画面轻缓错落有
致，茶香余韵通过镜头幽然溢出，将成都的
茶文化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分量极重的最佳影片奖则由微电影《川
剧》获得。这是由成都市第三十三中学校同
学何姝旸与台湾台东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同

学林子亿共同创作并拍摄完成的。在他们的
镜头下，两岸少年精致的妆容、优雅的动作，
一帧帧都在传递着川剧的美韵，惊艳的画面
让现场掌声雷动。

观礼完成后，不少师生对活动创意大加
赞赏：“一人一半，也是一人一伴，这种两岸
少年自编自导自演的创作模式，用少年的视
角展示十个不一样的成都，非常好地增进了
两岸少年的友谊。”

相关获奖名单，请登陆“成都儿童团”官
方微信查阅相关报道（微信ID：cdett1）

沉淀友谊
两岸少年期待再次牵手

成都市第三十三中学校校长雷志挺
说：“本次活动让学生参与了一次别具意
义的文化交流，在过程中锻炼了学生的
创作能力，学校非常支持。学生能取得好
成绩我们也非常开心，当然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这次活动中让川剧文化飞越了海
峡两岸，让我们看到了学生对家乡文化
的热爱和独特的情怀。”

“这次活动，让我们台湾的孩子了解了
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成都，成都太美了，我们
很喜欢这里，希望还可以有更多和成都同
学携手创作的机会。”台湾师生们也非常开
心地说道。

颁奖过程中，主办方还设置了一个极为
特别的用心环节——每一位参加典礼的两岸
少年都收到了一份来自彼岸伙伴送上的礼物
与祝福，两岸少年共同留下了一份永恒记忆
的同时，也寓意两岸友谊之花常开不衰。

典礼最后，两岸少年牵手上台，共同拿
起电影打板器，在整齐的“咔”声中，“成都大
片”两岸展播启幕，十佳大片将迈出蓉城，穿
越海峡，再放光彩。

典礼结束后，台湾孩子们还前往此次成
都行的最后一站四川省歌舞剧院，观赏以天
府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亲子音乐剧《熊猫秘
境》，据了解，本来这部剧还未正式上映，但
为了让台湾孩子们更加生动地感受到天府
文化的魅力，感受大熊猫的可爱，剧组所有
演职人员集体放弃周末休息，为孩子们“首
演”了一场，并让孩子们走进后台，了解一部
音乐剧的台前幕后。

传递天府文化 两岸小伙伴手拉手
“一人一伴·微拍秀”2018海峡两岸少年创意微电影大型创作活动

首映式暨颁奖典礼昨日举行

“川蜀人家皆爱茶，盖碗叮当泡绿芽。”
这是台湾小朋友眼中的成都盖碗茶；“清炖
红烧镶碗肉，生酥清蒸酸味汤。麻辣鲜美九
斗碗，东西南北八方香。”这是台湾小朋友
认知的成都风味美食；“悦来茶馆锦江座，
三庆会中名角妍。出将入相长袖舞，演尽风
云五千年。”这是台湾学子笔尖的川剧文
化；“熊猫横笛吹得欢，朝夕寻笋接竹竿。握
笔入嘴沾好墨，共绘你我友谊长。”这是台
湾小朋友看到的国宝大熊猫……

在美术展开幕现场，由成都市人民政
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导，成都海峡两岸交
流协会主办，《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和

台湾《联合报》承办的海峡两岸少年研学
活动中的台湾“小诗人”代表们也集体亮
相，并且每位“小诗人”还为现场嘉宾带来
了特殊礼物——每人献上一首描写成都
的诗歌。从自己体验尝试的成都美食，到
切身感受到的天府文化，亲自看到的天府
美景，孩子们用最真切的表达，句句诗词
吟咏出自己心中的成都。

“小朋友自己创作的诗，是用小朋友
最童真的笔尖去描绘的美好成都。他们用
诗歌的形式，写出了这座城市留给自己的
记忆。用艺术的形式，呈现了海峡两岸孩
子的梦想。”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交流

局黄文涛局长在发言中对孩子们的创作
予以高度评价，“而美术大展就是一个让
两岸青少年共同放飞梦想的好平台”。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
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个人原创
诗歌吟咏完毕，十位台湾小朋友共同读出

《春夜喜雨》，获得在场嘉宾的不绝掌声。
据了解，除了诗歌创作，十位台湾小

朋友还将与成都学生成立剧组，将前期共
同创作的剧本，定格成每一帧画面，用一
部完整的“成都大片”，浸文化之基，开友
谊之花。

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暨“汶川十年”
纪念特展开幕

在四川美术馆展出至22日

历时四月之后，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台
湾事务办公室指导，成都海峡两岸交流协会
主办，《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和台湾《联合
报》承办的“一人一伴·微拍秀”2018海峡
两岸少年创意微电影大型创作活动在昨日
迎来了最光彩夺目的首映式暨颁奖典礼。

典礼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两岸少年携
手拍摄的10部“成都大片”、14个大奖的
现场揭晓。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大片都
是两岸少年通过“剧本创作一人一半，电影
拍摄一人一伴”的方式完成的，这种极具创
意的文化交流方式，为两岸少年搭建起了
沟通交流的桥梁，延续了天府文化在两岸
的传递，增进了两岸青少年的友谊。

30天征集上千份“前半部”
成都孩子的“创意故事”飞越海峡

活动自3月11日启幕，成都少年就争
先恐后地投入到这场“成都大片”的创作
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都少年热情高
涨，反响空前，最终通过落地在成都50余
所中小学里的“熊猫邮筒”，收到了 1000
余份学生自行创作的“前半部”剧本。

台湾孩子接力完成“下半部”
两岸少年共同勾勒“成都故事”

5月，“熊猫邮筒”穿越时空去到海峡
对岸，10余所台湾学校的学生们根据自己
对成都历史人文、民俗风情、美食景致的了
解与憧憬，完成余下的剧本创作。两岸少年
共同执笔，勾勒出一幅幅融入两岸情怀的

“成都故事”，105部完整剧本首度面世。

线上展示开启“刷屏热潮”
3天页面突破20万点击量

5月底，台湾学生续写完成之后，网络
评选火热开启，海峡两岸同步发起线上投
票。在为期三天的线上展示中，通过初选的
105个剧本共吸引到6万余人参与投票，活
动主页面总点击量突破20万余次，同时，
投票链接的转发量也超过了1000次。“一
人一伴”在两岸持续掀起关注热潮。

两岸主创相聚蓉城，
用镜头将剧本变成影片

6月，专业评委精挑细选的“十佳”作
品最终出炉。7月9日，入选十佳剧本的台
湾少年搭乘被评为“五星级航空公司”的
长荣航空班机来到成都，同成都的孩子一
起组建剧组，用摄影机将剧本中的精彩画
面拍摄出来，从而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个
精彩剖面，完成了十部独一无二的“成都
大片”。 文 陈兴隆 赖浩 摄影 刘海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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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上午，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导，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第九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
大展暨“汶川十年”纪念特展（以下简称“美术展”）在四川美术馆开幕，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交流局局长黄文涛等嘉宾出席开幕式。
据悉，本次展览为纪念“5·12”汶川地震十周年特别举办，也是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在台北、北京等城市巡展外，首次在成都举行。

记者现场了解到，本次展览分为“童话天地”“一起飞翔”和“当代对话未来”三个主题展区，不仅有从近三万幅两岸四地少儿画作
中挑选的300余幅优秀作品，也有汶川十年特别纪念摄影作品，现场还邀请朱成等多位著名艺术家，以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与海峡
两岸儿童以“艺”对话。

据悉，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是两岸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高水平少儿美术大展，自启动以来，引起了两岸各界的广泛关注。本届
美术大展于7月13日至22日，在四川美术馆2楼2号展厅，持续展出10天，之后还将在厦门等更多城市巡展。

展览照片中的地震女孩
以志愿者身份现身美术展
走进四川美术馆二楼的展厅大门，十年前去往汶川帮

助孩子们的照片，吸引前来观展的人驻足。展览现场，一位
身着蓝色裙子，戴着圆框眼镜，胸前挂着工作证的女孩更是
引起大家的好奇，策展人周樱指着墙上的照片，“她就是照
片上的小女孩，这是十年前我们到汶川见面时候的照片，也
是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与汶川结缘的开始。”

这个脸上时刻挂着微笑的女孩叫陈天美，今年刚刚参
加完高考。“陈天美和她的姐姐，都是地震后由知名人士樊
建川资助的学生。”周樱向大家介绍，当初樊建川先生和自
己约定，将资助两姐妹到高中毕业，如今陈天美已经是一
名准大学生，而樊建川还将继续资助其到大学毕业。

陈天美告诉记者，“拍那张照片是我小学的时候，地震
过后心里难免悲伤，但是这群叔叔阿姨在给我们送来书
包、零食的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表演。他们用各种表演和
各式活动，让我们快乐起来，走出悲伤。”而谈及为什么会
以志愿者身份参加本届美术大展，陈天美表示，汶川十年
也是自己人生的一段经历，想在这场“汶川十年”纪念特展
中，看看十年的变化与自己的成长。并且现在自己长大了，
也想凭自己的能力去回报当年帮助自己的人。

记者了解到，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赛的缘起，还有着
一段小故事。“2008年的时候，在汶川体育馆，有一个小朋
友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他问我：台湾的小朋友离我
们这么远，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怎么算是交流呢？”周樱分
享说，“出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2009年筹办起了美术
大展，两岸的孩子也因此得以互相欣赏和交流画作，以艺
术的形式开展交流了……”

当被问及支撑主办方连续九届举办美术展的原因时，
策展人周樱表示，“我们是希望用艺术的形式，去帮助孩子
们恢复心灵，为孩子们组织夏令营，用不同的方式为他们重
塑信心。作为一群搞艺术的人，虽然我们没有庞大的资金，
没有足够的粮食，但是我们想用艺术的形式给予他们力量
与信心，这就是支撑我们坚持的理由，并且我们也会继续关
注这片土地，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文/图 应鑫 赖浩

连续举办九届
用艺术架起两岸桥梁
美术展开幕第一天，展厅便汇集了不

少慕名前来观展的家长和学生。展览作品
中除了成都小朋友描绘的自己心中的成
都美食、美景，还有岭南文化、台湾风情，
和少数民族的苗家服饰、藏家故事等主题
画作。

“我是觉得‘记忆与梦想’这个主题很
好，就想带着孩子来通过展览，走进照片
背后去感受汶川十年的感触。”一位带着
孩子前来观展的家长告诉记者，“展览的
很多照片都是孩子的同龄人创作，也让孩
子来学习其他小朋友的绘画，同时也从各
地小朋友的绘画中去感受各地文化。”

据介绍，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从
2009 年开始，至今已成功举办 8 届。主题
从第一届的“世界因你而美”到第九届的

“记忆与梦想”，辗转北京、厦门、台南、台
北、福州及汶川等多地巡展，用特制的艺
术形式帮助孩子们实现心灵修复。而今，
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已然成为公共连
接平台，带着社会各界的关心，以多种艺
术形式架起了海峡两岸沟通的桥梁。

“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是希望通
过两岸少儿的艺术交流，为两岸少年儿
童提供相互观摩、学习交流、共同提高、
共建友谊的艺术平台。”美术大展主办
方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我们想借助海
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的平台，鼓励两岸
成长在不同地域，有着各式童年与成长
经历的孩子们，用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
想象和愿望。让大家能够更多去了解孩
子独特的内心世界，对美学教育和儿童
成长予以关注。”

台湾学生现场表演 原创古诗串烧吟咏蓉城

台湾小朋友参观画展

孩子们走红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