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央电视台、国家旅游局主办，中央电视台财经
频道、盈科旅游联合制作的大型城市文化旅游竞演节目

《魅力中国城——2017 中国旅游盛典》近日在北京启
动。中央电视台、国家旅游局、盈科旅游，以及全国著名
景区代表等出席启动仪式。

在启动仪式上，国家旅游局发言人薛亚平表示，“全
域旅游”是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全
新模式，国家旅游局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对地方实
践全域旅游的经验和做法十分关注，要积极探索和创造
推动全域旅游建设的新路径和新方法。此次国家旅游
局联手中央电视台和盈科旅游共同打造《魅力中国城》
这档节目，可以进一步推动城市全域旅游发展，宣传推
介各地旅游资源，搭建旅游投融资平台，展示中国旅游
业发展成就。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总监齐竹泉着重介绍了节目
的创新之举，他表示，《魅力中国城》既展示城市特色文
化、诱人美食、感人故事等，为百姓出游提供服务。还为
这些优质的旅游资源搭建了一个和资本对接的平台，实
现地方城市和投资公司的互利共盈。

作为节目的联合制作方，盈科旅游创始人梅向荣
说，《魅力中国城》以全局视角展现城市的旅游风采，从
地理、人文、产业多角度，审视城市旅游，带领观众深入
了解 32 座城市的文化魅力，可谓“全域旅游”推介的先
行者。围绕《魅力中国城》这个节目，专门成立了文化旅
游投资委员会，盈科旅游为节目预计投入启动资金 1 亿
元，整体投入将超 2 亿元。节目中还将发放由全国各地
景区提供的价值 5 亿元的礼品和红包。来自山西的皇
城相府景区在启动仪式上率先提供了价值 3000 万元的
门票大礼包。

据悉，《魅力中国城》将于6月16日到12月8日期间，
每周五晚 19：30——20：30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播出。
节目通过全新的赛制、四个阶段竞演，由现场观察团、观众
与网友投票选出“观众喜爱的年度魅力旅游城市”。

央视新档节目
《魅力中国城》启动

1960 年，杨根和出生于巴彦淖尔市杭锦
后旗的一个农村家庭，17 岁高中毕业后被吸
纳到当地公社做了一名演员。1984 年，杨根
和因 《卖碗》《探病》 两剧中的突出表演被乡
亲们称道，被调至了当时的内蒙古直属演出
队。1989 年，杨根和首次“触电”，参演电
影 《风雪铁骑情》，没想到渐渐地竟将影视圈
里的行当做了个遍。虽然职称是国家一级影
视戏剧演员，但做编剧最让他有成就感，也
正因广泛的工作经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
让他日后写起剧本来得心应手。“比如做过导
演，你就知道平面文字和镜头语言是两回
事。知道写剧本要考虑全局，记住自己是

‘下棋’的那个人，而不是一颗棋子。”
初见杨根和那天，他穿了一件红格子衬

衫，留着的一字须，蓬松的长发给他添了几
抹艺术家气质，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年轻，让
人一时无法与资料上显示的“1960 年生”联
系起来。谈话过程中他神采飞扬、手势不
断，不时妙语连珠让人忍俊不禁，难怪周围
的人都叫他“开心果”。除了这个外号，别人
还说他是个“歪才”。

“那时艺术团下乡演出，一走就是一天，
演出之余，我就爱听村里头老人们聊天，给
他们买包烟，引些话题，听听那些从乡土中
来的故事。老人们的语言生动有趣，里面浓
缩着农民的生活智慧。素材积累的多了，稍
加改动就可以用到别人身上，和同事们互讽
逗 乐 。 用 现 在 的 话 来 说 就 是 一 个 ‘ 段 子
手’。”杨根和解释道。

有一次他给一个同事编段子，同事忍不
住说杨根和，“你不如把这故事的素材用在正
经地方，改行做编剧得了！”说者无心，听者
有意。2008 年，杨根和果然与别人合作写起
了剧本，这部处女作—— 《强扭瓜不甜》 当
时被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选中拍摄，并获得
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2009 年度第十届“五个
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中国电影电视十年

“百合奖”优秀影片提名奖。2010 年，杨根
和又写了一个反映风电厂职工艰苦奋斗的舞
台剧剧本—— 《追风逐日草原情》，将国家电
网文艺比赛金奖一举拿下。自己的编剧才能
得到外界的肯定，这让杨根和很振奋，剧本
创作一发不可收拾。

2010 年 1 月，由杨根和编剧、主演的两
部电影—— 《大碌碡和他的村民们》《山村趣
事》 在第十九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被选中参
加优秀国产新片展映，并获优秀纪念奖。同
时参映的 《篱笆、女人和狗》 的剧作者韩志
晨对杨根和连连称赞。

2011 年 8 月份，杨根和与朱长金、乌兰
其其格合作编写的电影作品 《双明的心结》
又被第二十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选中参加
优秀国产新片展映，也获得了优秀纪念奖。

2016 年，杨根和主演的电影 《回乡种
田》 获得了第二十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国产优秀新片表彰奖。
杨根和被人称为“高产”编剧，因为他

写得“准”，写一个拍一个。新创作的电影剧
本 《芍药花开》，也将于 4 月 28 日在和林格
尔县开机。“写本子和编段子一样，不写出来
就憋得不行。”他说。

杨根和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台笔记本电
脑、一台打印机、两摞书。记者粗略一看，
里面有 《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歌》《莫里哀
喜剧故事集》《柯灵电影剧本选集》 等。电脑
旁边是一沓稿纸，最上面一张已经用蓝色钢
笔写满了新剧本的构思。

“要做一名合格的编剧，我觉得一是要熟
悉生活，了解社会。现在大环境有些浮躁，
很多写出来的东西是闭门造车的产物，里面
没有生活，这样空洞的作品观众怎么会买
账？其实你只要走出去，就会有收获，我每
次下去采风都能收到新素材。有时候一个
词、一句话、一个段子就能激发你的灵感，
成为一个剧本的原型。咱们内蒙古夏秋剧组
多，这时候我出去拍戏、积累。冬天剧组少
了，我窝在办公室写拍戏时候积累下来的东
西。二是要多看书，多学习。除了现实生活
中积累，还要善于从书本中汲取养分。因为
不是科班出身，我做编剧还挺吃亏，有时候
想形容个事物，找不到词儿。过去就是啃词
典辞海，现在儿子教我上互联网，我利用网
络恶补知识，看些经典电影。我还喜欢收藏
正版书，现在已经收藏了近万册。大多是国
内外名著、内蒙古文化影视艺术、风土人情
之类。”杨根和分享了自己做编剧的经验。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它是一个电影立项
之根本，但是放眼看国内电影节，有的甚至
没有编剧奖，这还是对编剧不够重视。编剧
行业也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处于顶层
的、少数有名编剧报酬高，但对于那些处于
底层的大多数，还是责任大、报酬低。”谈起
国内编剧行业的现状，杨根和略显无奈。

但无论如何，花了 40 年的时间找到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并把其变成了自己的职业，
杨根和是努力的，同时也是幸运的。

杨根和

：从首次

﹃
触电

﹄
到知名编剧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近日在怀柔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
地举行。《建军大业》《西游记之女儿国》《毒诫》《相亲相爱》等电影剧
组走上红毯。

本届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比利·奥古斯特及 6 位国际评委，塞
尔维亚国宝级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
卡梅隆·贝利出席了本届开幕式。喇培康、韩三平、江平、于冬，著名
导演黄建新、刘伟强、张艾嘉，著名影星刘烨、朱亚文、林志玲、冯绍
峰、赵丽颖、吴刚、刘青云、郭富城、刘亦菲等悉数亮相。另外还有伊
恩·萨默海德尔、阿米尔汗等国际明星也携自己作品出席红毯，真可
谓星光熠熠。

北京国际电影节创办于 2011 年，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北
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大型国际电影主题活动。据悉，第七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于 4 月 16 日至 23 日举办。本届电影节设置了主竞赛单元

“天坛奖”评奖、开幕式、北京展映、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电影市场、电
影嘉年华、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七大主体活动。 （源自人民网）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星光熠熠

杨根和在电视剧

《大碌碡和他的村民们

》中的人物

剧照

。

杨根和，国家一级演员、
电影编剧、制片人。由他编剧
和参演的影视剧曾获得中国
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
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电影华表奖、内蒙古自治
区“五个一工程”奖、大众电影
百 花 奖 、中 国 电 影 电 视 十 年

“ 百 合 奖 ”优 秀 影 片 提 名 奖
等。编剧代表作品有电影《强
扭瓜不甜》《山村趣事》《大碌
碡和他的村民们》等。

影视剧演员、服装、道具、
制 片 、副 导 演 、影 视 剧 编 剧
⋯⋯这些看起来让人眼花缭
乱的活儿杨根和全都做过，从
朋友眼中的“段子手”到如今
57 岁的知名编剧，他用 40 年
完成了这条人生进阶之路。

由刘伟强执导的热血战争巨制《建军大业》近日在
京举行发布会。总策划兼艺术总监韩三平、监制黄建新
携演员刘烨、朱亚文、欧豪、小爱、白宇、梁大维、白客、刘
循子墨、李现、李岷城、田牧宸一同亮相，与在场媒体分
享创作幕后故事。当日，片方还发布了“战火青春”主题
制作特辑，并宣布该片将于 7 月底隆重献映。

电影《建军大业》是继《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后，
又一部阵容华丽、气势恢宏的史诗之作，是展现中国人
民解放军创建历史的战争巨制。该片不仅拥有波澜壮
阔的故事情节，其雄厚的制作量级与规格也备受业内外
瞩目。这部题材宏大、制作量级雄厚的影片是对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的庄重礼赞。片方早先曝光部分
阵容，令影片热度再升。发布会上，总策划兼艺术总监
韩三平表示，《建军大业》跟前两部不一样，充满青春激
情，选择年轻演员出演革命先烈，正是为了更好地展现
出革命先烈们当年的“历史面貌”。监制黄建新也表示：

“南昌起义那会儿，粟裕 19 岁，林彪 19 岁，邓小平 20 岁，
要塑造那个时期的他们，必须是年轻演员，事实上，我们
这些演员比那些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伟人当时的
年纪还要大出一些。”

作为影片的总策划兼艺术总监，韩三平对电影最
终呈现出的效果充满信心，“战争片比科幻片难拍得
多，黄建新导演和刘伟强导演在人物众多的情况下，准
确抓住了每个人的精髓，展现出了他们身上最闪光的
部分。我们很欣慰能为中国电影贡献这样一部作品。”
包括刘烨、朱亚文、欧豪等诸多演员在内的主创们，为
了演好这些英雄先辈，众主演不仅提前做足了文本功
课，在片场也时刻注意揣摩角色细节。如再度饰演毛
泽东的刘烨就称“将自己的成长注入了角色中”，而再
度出演周恩来的朱亚文则表示此番展现出了“青年周
恩来血性的一面”。战争戏较多的欧豪、梁大维、白宇
及李岷城表示，炮火纷飞的战争场面十分真实，真实体
验了一把先烈们的激情；而小爱、白客、刘循子墨、李现
及田牧宸所饰演的角色虽有众多看似轻松的文戏，但
为了表现人物的精髓，也查阅了诸多资料和史实，可谓
做足了功课。同时，现场主演们也纷纷表示，期待《建
军大业》上映时能有更多影迷走入影院，去感受这段峥
嵘岁月的热血与不凡。

《建军大业》再现峥嵘岁月

（源自新华网）

艺苑快报

亮丽风景线

·文艺人才

□本报记者

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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