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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年春
节联欢晚会5G+8K/4K/VR创新
应用启动仪式，1月14日在北京梅
地亚中心举行。

据介绍，5G网络已全面覆盖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春晚主会场
与分会场。

届时，总台将采用5G+8K技
术实现多机位拍摄，并制作8K版
春晚。基于5G网络的移动拍摄和
景观等机位的4K信号均接入春晚
的制作系统，为春晚全4K智能直
播提供强大的支撑；首创的虚拟网
络交互制作模式（VNIS）也将在春

晚首次应用，用户可以通过央视频
客户端观看2020春晚VR直播和
多视角全景式直播。5G、8K、4K和
VR等新技术的应用将为用户带来
全新的观看体验。

启动仪式现场的5G+8K传输
测试中，展示了 5G 网络传输的
2020春晚主会场和分会场的8K影
像；还播放了2020春晚“5G+4K”技
术应用视频短片。

现场还采用总台首创的虚拟
网络交互制作模式（VNIS）实现主
持人与嘉宾的互动场景演示。新
技术应用让现场人员耳目一新，

2020春晚令人期待。
总台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关键技术，
推进“5G+4K/8K+AI”发展战略，
引领5G媒体行业应用和超高清电
视发展。

按照“成功、精彩、难忘”的目
标要求，总台以2020春晚为依托，
积极开展5G、4K/8K、VR和AI的
创新应用，强化全媒体传播，创新
全媒体视听效果，可望为观众带来
全新的收视体验。 （新华网）

新华社台北1月14日电 为发扬传统年
节文化，振兴春联书写艺术，台北孙中山纪念
馆等单位14日举办“墨戏春，鼠添灯”2020
年迎春挥毫活动，邀请100余位书法家现场
挥毫赠送春联，吸引民众纷纷前来请字迎福。

“鹤舞鸣金庆好岁，鼠来添宝歌丰
年”“一纪开端迎金鼠，三春肇始举玉
杯”……当天下午，孙中山纪念馆的四周
回廊，书法家们摊开一条条火红的春联
纸，写下新春的祝福。市民们在书法家
们的桌前排队领取春联，有的还把自己
想要的字和春联讲出来，请书法家“赐
字”。领到春联后，有的市民开心地举起
春联与书法家合影，气氛欢快轻松。

台湾“中国书法学会”监事会召集人郭先
伦已多次参加挥毫送春联活动。他说，春节快
到了，贴春联祈福迎春是中华传统文化，他很
乐于挥毫为民众送祝福。最近，他已经参加了
邮局、医院、公司等组织的三场此类活动。

台北市民陈先生和太太吴女士现场请
了一副“鼠来运转”的春联。吴女士说，春

节就要到了，希望能够通过红红的春联为
全家迎来更好的一年。她说，小时候就跟
着父母领春联、贴春联，很感谢书法家们赐
字。贴春联祈福迎春，是优秀传统文化，希
望永远传承下去。

台湾女书法家学会理事段安亭的桌前一
直有民众排队，她忙着写春联并主动为民众
题写落款。从桃园市特意赶到台北的她说，
她几乎每年都来参加这一活动，很高兴能给
大家送祝福。

段安亭这些年来也赴安徽、天津、陕西等
地与大陆书法家交流，今年将去陕西咸阳参
加书法展。她说，交流可以了解大陆书法家
的书风和理念，两岸书法家现场挥毫更可以
相互切磋，是很好的互动。

看着回廊上来来回回的市民，76岁的郭
先伦说，虽然这些年有些人在推动“去中国
化”，但是民间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是一贯
的，大家都默默在做。这也让他对中华文化
在台湾的传承弘扬充满信心。“中华文化对我
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能去掉。”他说。

“墨戏春，鼠添灯”：

台湾书法家挥毫迎春吸引民众祈福

1月14日，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一名志愿者张挂书法家写好的春联。
新华社发

新华社洛杉矶1月13日电 美国电
影艺术与科学学院13日在洛杉矶公布
第92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惊悚片《小
丑》独揽11项提名，笑傲本届奥斯卡奖
提名争夺战。黑帮片《爱尔兰人》、战争
片《1917》和喜剧片《好莱坞往事》各获
10项提名，紧随其后。

托德·菲利普斯执导、华金·菲尼克
斯主演的《小丑》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等重要奖项的
提名，成为奥斯卡史上获提名最多的改
编自漫画的电影。《小丑》全球票房超
10亿美元，成为全球票房收入最高的
限制级影片。该片讲述了一位在社会
底层挣扎的喜剧演员逐渐扭曲变态成
为疯狂凶残“小丑”的过程，因涉及枪支
和暴力议题而在美国社会引起极大争
议。

九部影片入围分量最重的最佳影
片奖争夺战，《小丑》《爱尔兰人》《1917》
和《好莱坞往事》将与《小妇人》《婚姻故
事》《极速车王》《少年乔乔的异想世界》
以及韩国黑色喜剧片《寄生虫》同场角
逐。《1917》和《好莱坞往事》日前分别斩
获了第77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剧情
类最佳影片和第25届评论家选择奖最
佳影片。

菲利普斯将在最佳导演奖项中与

执导《1917》的萨姆·门德斯、执导《爱尔
兰人》的马丁·斯科塞斯、执导《好莱坞
往事》的昆汀·塔伦蒂诺以及执导《寄生
虫》的韩国导演奉俊昊展开激烈争夺。
门德斯此前连夺金球奖和评论家选择
奖最佳导演奖项，风头正劲。今年奥斯
卡最佳导演奖项因没有女性导演入选
而饱受质疑。

最佳男主角奖项将在已经连夺金
球奖剧情类最佳男主角和评论家选择
奖最佳男主角的菲尼克斯和安东尼
奥·班德拉斯（《痛苦与荣耀》）、莱昂纳
多·迪卡普里奥（《好莱坞往事》）、亚
当·德赖弗（《婚姻故事》）等人中间产
生。

《爱尔兰人》的阿尔·帕西诺和乔·
佩西都入围了最佳男配角候选人，他们
将与汤姆·汉克斯（《邻里美好的一
天》）、布拉德·皮特（《好莱坞往事》）等
人展开争夺。

斯嘉丽·约翰逊是今年奥斯卡提名
的宠儿，她凭借《婚姻故事》和《少年乔
乔的异想世界》同时入围最佳女主角和
最佳女配角奖项。约翰逊将在群芳争
艳的最佳女主角争夺中遭遇辛西娅·埃
里沃（《哈丽特》）、西尔莎·罗南（《小妇
人》）、查理兹·塞隆（《性感炸弹》）以及
蕾妮·齐薇格（《朱迪》）的有力竞争。埃

里沃是本届奥斯卡表演奖项候选人中
唯一的非白人女性。齐薇格是今年好
莱坞颁奖季最佳女主角奖项的大热人
选，日前刚刚拿下了金球奖剧情类最佳
女主角和评论家选择奖最佳女主角。

约翰逊在最佳女配角竞逐中则将
面对劳拉·邓恩（《婚姻故事》）、凯西·贝
茨（《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佛罗伦
斯·珀（《小妇人》）以及玛戈特·罗比
（《性感炸弹》）。

《寄生虫》在今年好莱坞颁奖季中
炙手可热，本届奥斯卡拿下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最佳国际电影（此前称最佳
外语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剪辑、最
佳艺术指导等六项提名。《寄生虫》将在
最佳国际电影奖争夺中面对西班牙影
片《痛苦与荣耀》、法国影片《悲惨世
界》、北马其顿影片《蜂蜜之地》以及波
兰影片《基督圣体》。

最佳动画长片将在《玩具总动员4》
《驯龙高手3》《遗失的环节》《我失去了
身体》和《克劳斯：圣诞节的秘密》中产
生。最佳纪录长片奖则由《美国工厂》
《洞穴里的医院》《为了萨玛》《蜂蜜之
地》等一争高下。

第92届奥斯卡奖将于2月9日在
美国洛杉矶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颁奖
典礼。

《小丑》领跑第92届奥斯卡奖提名

新华社西安 1 月 14
日电“第34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优秀影片展映”活
动13日下午在西安开幕，
《红海行动》《芳华》等9部
影片将与观众见面。

大众电影百花奖创
办于 1962 年，由中国电
影家协会和中国文联联
合主办，获奖电影由观众
投票产生，与中国电影华
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并
称中国电影三大奖。对

大众电影百花奖优秀影
片进行展映，集中展现我
国电影产业发展成果，为
优秀国产影片服务观众
提供平台。

在为期 9 天的展映
中，《红海行动》《芳华》《战
狼2》《十八洞村》《无问西
东》《百鸟朝凤》《建军大
业》《湄公河行动》等9部
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优秀影片将在西影电影圈
子内放映。

9部大众电影百花奖
优秀影片在西安展映

新华社塞尔维亚乌日
采1月13日电 第十三届
库斯坦多夫国际电影节
13日在塞尔维亚西部小
镇麦卡尼科（又称木头城）
开幕。

现年95岁的塞尔维
亚传奇导演普里沙·乔尔
杰维奇获颁本届电影节终
身成就奖。乔尔杰维奇活
跃于上世纪70年代，因拍
摄多部第二次世界大战题
材影片出名。

本届电影节将持续至
18日，分竞赛、当代趋势、
经典回顾和新人等4个单
元，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

的21部电影将角逐“金蛋
奖”，电影节也吸引了数百
名电影从业者和爱好者到
场。据悉，有多部中国影片
亮相此次电影节，其中青年
导演马楠的影片《活着唱
着》入围当代趋势单元。

库斯坦多夫国际电影
节创办于2008年，其创始
人为塞尔维亚著名导演兼
作家埃米尔·库斯图里察，
举办地点在远离闹市的一
个山村，也是世界上唯一
一个没有红地毯的国际电
影节,为青年电影制作人
以及电影爱好者提供交流
平台。

塞尔维亚举行第十三届
库斯坦多夫国际电影节

1 月 13 日，在匈牙利
布达佩斯，亚美尼亚杂技
演员在布达佩斯国际马
戏节上表演。

第 13 届布达佩斯国
际马戏节当日闭幕。布
达佩斯国际马戏节每两
年举办一届。 新华社发

第13届布达佩斯
国际马戏节闭幕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回眸2019年中国
电视剧市场，现实题材作品构成主流。《破冰行动》
《都挺好》《小欢喜》《老酒馆》《外交风云》等一批现
实主义题材精品力作赢得口碑与收视双丰收，不同
类型的主旋律电视剧成为荧屏热点。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管《电视指南》杂
志等发布《2019年电视剧行业调研报告》。报告指
出，2019年电视剧IP热开始降温，主旋律题材集
中爆发，深入生活映照现实的电视剧引发了观众
共鸣。

2019年，电视荧屏精品剧作不断。特别是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

“我爱你中国——优秀电视剧百日展播活动”，为广
大观众提供了丰富选择。入选的86部献礼剧题材
类型多样，既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时代变迁的
记录，也有青春奋斗励志故事；既有都市题材，也有
农村题材和军旅、商战等行业剧。

如，《激情的岁月》致敬“两弹一星”元勋等默默
奉献的新中国建设者；《伟大的转折》《外交风云》讲
述老一辈领导人的光辉故事；《在远方》《奔腾年代》
等通过平凡人的逐梦之旅，演绎我国快递业和电力
机车业的巨变；《老酒馆》《激荡》等则以平凡小人物
为切口映射变革大时代的波澜；《空降利刃》《陆战
之王》真实呈现当代军人新风貌，歌颂新时代的奋
斗精神……

回眸2019电视剧：

主旋律成荧屏热点

《小丑》海报。
资料图片

8K版春晚来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春晚5G+8K/4K/VR创新应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