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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工作信息
召开部分省局电视剧内容管理工

总局官网发布关于广东广播电视台珠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城市未眠》
《改革

线、有线、卫星、互联网等多种传输覆盖

作专题会议。7 月 9 日，总局召开部分

江电影频道广告播出严重违规问题的

开放四十周年-从复兴门到复兴号》位

手段构成的现代化广播电视传输覆盖

省局电视剧内容管理工作专题会议暨

通报。通报要求，责成广东省广播电视

列二类作品；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舌尖

网，广播影视制播能力显著增强。传播

推动电视剧高质量发展调研座谈会，传

局给予该频道暂停频道播出 30 日的行

上的中国》
《改革开放 40 年公益广告》

规模不断扩展，2018 年底，全国共有各

达了近期中央和总局对电视剧工作的

政处罚，并督促广东广播电视台作出深

《公益-改革开放再出发》三部“改革开

级广播电台播出机构 2647 个，实际开

有关要求和部署，通报了 2019 年上半

刻检查，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放”题材的公益广告入榜三类项目名

办公共广播节目 2900 套。覆盖范围显

年电视剧内容管理工作情况，并布置下

提出切实整改措施。同时，各级广播电

单。

著扩大，2018 年底，全国广播、电视节

一阶段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各省级管

视播出机构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切

电视类扶持作品中，
《早一分钟 多

目 综 合 人 口 覆 盖 率 达 到 98.94% 和

理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强

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各级广播

一份可能》
《我们在守护》
《温暖前行 从

99.25%，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

化内容把关，加强行业综合治理，切实

电视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

心出发》三则广告入选一类作品。传播

数为 2.18 亿户，占全国家庭总户数的

履行属地管理责任。重点加强对宫斗

责，全面加强对辖区内播出机构的监管

机构类名单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

49.0%，全国网络视听注册用户已达到

剧、抗战剧、谍战剧的备案公示审核和

工作。

东广州市广播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

65.7 亿个，节目播放次数接近 2.7 万亿

内容审查，治理“老剧翻拍”不良创作倾

公 示 2018 年 度 公 益 广 告 扶 持 名

三家广电机构被评选为一类机构。组

次。播出能力日益增强，2018 年，全国

向。此外，就各省推动电视剧高质量发

单。7 月 24 日，
总局发布《总局办公厅关

织机构类扶持作品中，共有北京市广播

共播出的公共广播节目已有 1526.7 万

展的主要情况、存在问题和意见建议等

于公示 2018 年度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扶

电视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辽宁省东

小时，共播出公共电视节目已达 1925

进行了调研座谈。

持项目评审结果的通知》，
表示今年继续

港广播电视台等 20 家组织机构获选。

万小时。

2019 年 5 月全国引进境外影视剧

开展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专项资金扶持项

全国广电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

第 二 季 度 66 部 电 视 剧 获 发 行 许

目录公布。7 月 17 日，总局发布了《关
于 2019 年 5 月全国引进境外影视剧有

目评审工作。日前，经各省级广电行政

98％以上。7 月 25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可。近日，总局发布关于 2019 年第二

部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频道、中

《文化事业繁荣兴盛 文化产业快速发

季度全国《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颁

关情况的通知》，显示 5 月统一发行的

国教育电视台等推荐，总局专项资金项

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

发统计情况通告。通告显示，2019 年

境外影视剧共 10 部，其中，电视剧 2 部

目评审委员会审核，
评选出 2018 年度广

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八》
（以下简称《报

4-6 月全国各类电视剧制作机构共计

73 集，电影 8 部 16 集。相比今年 3 月，5

播电视公益广告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并予

告》）。
《报告》显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

生产完成并获准发行国产电视剧 66 部

月同意发行的境外影视剧增加了 8 部、

以公示。

来，我国充分利用传统媒体优势，积极

2791 集。其中现实题材作品剧目占比

85 集，其中，同意发行的境外电视剧增
加了 2 部，
电影增加了 6 部。
通报广东广播电视台珠江电影频
道广告播出严重违规问题。7 月 22 日，

发展视听新媒体，从以前单一的广播媒

最多，占比 66.67%，并且以当代题材为

第一》
《敬老爱老-不要缺席 系列》
《父

体发展到今天具有电台、电视台、报刊、

主（38 部）；历 史 题 材 剧 目 占 总 比 为

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被评为一类作

网络广播电视和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

33.33%，以近代题材为主，古代题材较

品；
《时代楷模南仁东-星空不会忘记》

等多种媒体构成的传播新格局，拥有无

少。

广播类扶持作品中，
《龟兔赛跑谁

（据总局文件）

暑期未成年人节目的正确打开姿势
古 娟
一段时间以来，
“萌娃”因其天真烂

央视少儿频道推出暑期特别节目

让少儿节目浸润更多文化底蕴。有的

漫、童言无忌的特点成为活跃荧屏的一

《最野假期》，每期节目以一首红色歌曲

节目开辟文博视角，带领少年儿童深度

大亮点。然而，一些节目中也出现了炫

为主题，带领孩子们来到庄严的天安

参观家乡的博物馆，认识馆藏之宝，了

富、炒作明星子女等现象，商业化、成人

门、高耸的钻井台……探寻新中国 70

解家乡历史文化，亲身实地感受中华文

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明显。为此，国家

年的光辉历程，讲述普通人的家国故

明的辉煌灿烂。有的节目综合运用多

未成年人节目专业性强，应当尊重

广播电视总局于今年 4 月底发布了《未

事，传递报效祖国的热忱情感，让孩子

种传统文化元素，让儿童通过诗歌吟

艺术规律和少儿特性，把握少儿心理特

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规

们感受中国人的自豪，感受强大祖国的

唱、国画创作、情景剧表演、服饰展示等

征、认知特点，引导少儿审美情趣，坚决

定》），围绕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创作、传

力量。

方式演绎经典诗词和文学作品，并配合

避免成人化倾向。在表现形式上要将

“古典风”的舞美效果，让小观众沉浸在

少年儿童放到符合其身份和特性的情

播和监督管理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

声，探讨成长话题，服务家庭教育。

强化专业属性，以创新性表
达引导审美情趣

在主题策划、环节设计、表达创新上有

启迪少儿智慧，以趣味性表
达普及科学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文化带有厚重

美、语言表达、后期制作上着力表现童

了明显提升，节目主题更具正能量，内

未成年人节目要吸引更多少年儿

历史底蕴，难免生涩难懂，节目创作时

心童真童趣，以积极向上的审美引导少

童的关注，需要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参

还应贴合少儿认知习惯，避免空洞直白

年儿童。

与性。不少节目通过现场实验、户外体

说教，由浅入深，生动形象打动人心。

施。自《规定》颁布以来，未成年人节目

容更加注重童心童真童趣。
暑期来临，未成年人节目应抓住宣

传统文化的意境之美中。

传教育“黄金期”，大胆创新，整合资源，

验等方式普及科学知识，但也面临着知

在聚焦主题主线，启迪少儿智慧、传承

识深奥难懂、脱离生活实际、危险系数

优秀文化、关注成长话题、强化专业属

过高等问题。一些节目让小朋友当主

关注少儿成长，以对话性表
达探讨教育话题

性等方面重点发力，做到思想性和趣味

角，通过游戏和竞答调动少儿参与的积

未成年人节目服务少年儿童健康

性兼具，有深度和有温度并行，让荧屏

极性，以趣味性表达普及科学知识。

内外的孩子都有收获。

聚焦主题主线，以内涵化表
达讲好家国故事

情感需求和情绪感知，满足孩子的好奇
心和探索欲，既要给孩子充分的空间展
示自己，又要恰到好处给予指导。以芒
果 TV《童言有计》等观察类节目为例，

长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近年来，

一方面通过真实记录，不干预不设限展

通过现场科技创新竞赛，锻炼少儿的创

一些节目聚焦教育理念和成长话题，探

现孩子的成长变化；另一方面引入教育

新思维和动手能力。小选手们将知识

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代际沟通，取得

专家针对特定问题给出专业建议，帮助

运用于实践，现场设计出科学装置，解

了不错的收视效果。

孩子正确认知和行动。

上海哈哈炫动频道《全能脑力王》

决实际问题，有比拼、有悬念，趣味十

童，但节目的内涵表达和价值传递不能

足。吉林卫视《嘿！我知道了》以科普

不好没关系？
》，互换孩子与家长

“低幼”，避免仅仅停留在“唱唱跳跳”

知识为主线，通过问、答、看、学等方式，

的身份，采取父亲答题、孩子观战

“吃喝玩乐”
“亲子旅游”等娱乐层面，应

引导少儿在游戏和实验中获得知识。

的方式，让家长和孩子拉近距离，

增强思想内涵和价值引领。正值新中

节目还邀请有关专家，对知识点进行细

换位思考，互相理解，共同探讨家

国成立 70 周年，又是暑期收视高峰期，

致解答，
让少儿易学易懂。

广东卫视和西瓜视频联合播出《考

庭教育。湖南卫视《少年说》通过
“天台告白”和“心愿电话亭”让孩

展成就，在孩子们心里种下为国家为人

滋养文化内涵，以多元化表
达传承优秀文化

民奋斗的种子。一些节目巧用“小故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少儿健康成

得理解和温情。未成年人节目应

传递大情怀”的手法，让少儿获得熏陶

长的丰厚精神滋养。一些节目，通过创

深入挖掘和研究“对话空间”
“对

和教育。

新环节设计实现传统文化的多元表达，

话议题”
“对话语境”，倾听少儿心

线，给少年儿童讲好爱国故事，讲好发

在环节设置上要准确把握少儿的
身心特点和兴趣爱好，充分考虑少儿的

成长，就要帮助孩子和家长正确看待成

未成年人节目的受众是少年儿

未成年人节目更要紧扣主题、聚焦主

境中，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在服饰、舞

子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让家长和
孩子平等交流沟通，在对话中获

（来源：
“广电时评”
微信公众号，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