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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甘珊珊

本报讯 7月13日起每
周四21:40，中国汉字听写
竞技类真人秀节目《汉字风
云会》将登陆浙江卫视。

《汉字风云会》是总导演
关正文继《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中国成语大会》《见字如
面》后的又一力作。娱乐盛
行的全媒体时代，文化节目
被奉为“清流”，当收视率和
口碑双线飘红，各大卫视便
出现文化类综艺热潮，节目
如何创新？“这个节目不再只
是说教和高大上的自我欣
赏，文化也可以娱乐。”关正
文说，节目的教育功能是天
然的，无论孩子还是成人，互
联网时代要好玩有趣才能让
大家喜闻乐见。

节目以小学五年级选手
为参赛主体，通过全国巡回
赛，选拔出36支代表队进入
全国总决赛。今晚播出的是
全国总决赛，共12场，首场
复赛对阵的是来自福建、河
南、北京、江西四个代表队。
其中，河南队的5名选手均
来自安阳市北关区豆腐营小
学五年级，节目中河南选手
两次在最后一秒抢答成功，
很是抢眼。

“提笔忘字，写字全靠输
入法”是当今社会的常态，
《汉字风云会》命题时挑选了
大量常用易错和应知应会词
语，例如：“形迹可疑”还是

“行迹可疑”？节目参赛的是
小学生，实际上针对的却是
成年人在网络时代的汉语词
汇积累和书写能力，不妨跟
随节目补上汉字听写课。“输
给熊孩子，重新上小学”，这
句节目宣传语或许并非一句
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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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甘珊珊 文
记者 白周峰 摄影

他是著名作家，
是很多人上学时熟
悉的课文作者，更是
身体力行的民间艺
术抢救工作者，长期
致力于民间文化遗
产、传统村落的传承
和保护。

7 月 12 日，冯
骥才来郑州领奖
了。他的《俗世奇人
新篇》荣获了第 16
届（2015~2016 年
度）《小小说选刊》优
秀作品奖，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中国小说
学会、河南省作家协
会、河南省文学院、
郑州市文联主办的
颁奖典礼在郑州举
行。郑州连日高温，
冯骥才开玩笑说：
“能感受到河南这个
地方天人合一，老天
爷知道河南人好客、
热情，所以也加倍地
升温。”活动间隙，冯
骥才接受了大河报
记者的专访。

□记者 游晓鹏

本报讯 由广东卫视打
造的大型原创球队养成类
真人秀《足球火》7月13日
20:30将展开终极之战。范
志毅、张玉宁、徐阳等超强

“外援”的鼎力加盟，中国民
间精英球队“火之队”与英超
曼彻斯特城足球俱乐部青年
队再战能否逆袭，让观众充
满期待。《足球火》一季的终
极悬念，哪三位球员能获得
去英国曼城试训的机会，也
将揭晓。

4月28日开播的广东卫
视《足球火》节目以实现素人
的足球梦为宗旨，历经21场
全国线下选拔活动，挖掘出
36 位精英球员组成“火之
队”。如今，在曼城资深教练
乔尼·马什的指导下，这支完
全由足球爱好者组成的球队
经历了挑战中国女足、挑战
曼城U18青年队及四场南征
北战赛，转眼间，这场奇幻足
球之旅已接近尾声。

再次面对曼城，“火之
队”邀请到范志毅、张玉宁、
徐阳三位前国脚披挂上阵，
三位老将是否“宝刀不老”，

“火之队”能否逆袭，今晚揭
晓。

“汉字风云”来袭
你是否提笔忘字？

三位前国脚助阵
“火之队”能否逆袭？

今晚看什么
冯骥才1942年出生于天津，早

年在天津从事绘画工作，后专职文学
创作和民间文化研究。他创作了大
量优秀散文、小说和绘画作品，并有
多篇文章入选中小学、大学课本，如
《挑山工》《珍珠鸟》等。冯骥才以写
知识分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
见长，注意选取新颖视角，用多变艺
术手法，细致深入描写，开掘生活底
蕴，咀嚼人生滋味。

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小小说在
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冯骥才既是
倡导者，也是实践者。其创作的《俗
世奇人》系列小小说共36篇，继承了
中国古典笔记体小说的优秀传统，刻
画了36位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
物形象，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堪称中国当代新笔记体小说的典范
之作。在昨天下午的冯骥才《俗世奇
人》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
作家陈建功表示，冯骥才的作品汲取
了民间文化的营养和灵感，体现了地
域文化的精气神，有超越时间和空间
的魅力，对人性的挖掘也很感动人。

对于小小说在当下时代环境里
的生命力，冯骥才对大河报记者说：

“人们现在喜欢短阅读。如果满屏的
文字，读的人就有点不耐烦了，这样
为小小说创造了一个机会，客观上是
小小说发展的一个良机。我觉得河
南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几十年来一直
在推动小小说发展。现在越来越多
的作家参与进来，我觉得应该可以期
望小小说会迎来一个比较好的时代。”

谈到河南的民间文化，冯骥才如
数家珍，三门峡的地坑院、朱仙镇木
版年画张口就来：“这些年来，我因为
文学来河南实际上不多，更多的还是
为了民间文化，一个是为了民间文化
遗产，一个是为了传统村落。不能说
把河南跑遍了，但也跑了非常多的地
方，从豫西到安阳、南阳等地全跑
了。”

2002年，开封朱仙镇举办首届
中国木版年画国际学术活动，冯骥才
和一批专家参加。开幕式坐在主席
台上的他，看到几万人把会场挤满
了，连旁边房顶上都是人，“能感受到
中原大地的人们为自己的民间文化
感到非常骄傲。我觉得这是一个特
别好的时期，当时就和中国文联、中
国民协的几位专家商量，在朱仙镇启
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一
直做了13年”。后来，为推动传统节
日的文化传播，在他的支持下，开封
市被中国民协命名为中国清明文化
传承基地。

2001年开始，冯骥才在中国民
协主席的职位上工作了15年，先后
担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传统村落保护
和发展专家委员会主任。“在河南文
化界人士的用心工作下，河南大量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评定为国家级。
目前已公布4批传统村落名录，4153
个村被纳入保护范畴，河南占了大
头，现在河南还有很多村落跟我都有
关系。”

冯骥才深情地说：“中州大地实
际上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腹地，这里是
我们文化的根，文化非常深厚。”

听到冯骥才这位民俗大家的到
来，河南本土众多民俗学家特意赶来
交流，主办方为此临时安排了一场

“中原文化与郑州民俗”的对话。在
冯骥才看来，民俗就是约定俗成的一
些生活方式，是自觉自愿、心悦诚服
的共同认同，如果想通过组织活动、
号召等方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应该
让人们热爱自己的生活方式，政府做
好服务、提供便利就行了，所谓“政府
搭台，民间唱戏”。他认为，郑州本土
的文化如何发力，是知识界应该讨论
和做的事情，比如思考如何唤起年轻
人对文化的热爱，“这其中重要的是
教育，而这个教育不是指课本，因为
文化最重要的是体验”。

交流中，郑州文艺界人士向他发
出参加明年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的邀请，他爽快地答应：“明年有机会
我肯定来！”

小小说会迎来更好时代

河南是中华文化的根，我跑过很多地方

做文化工作的人都应该是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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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正在文学、绘画
创作高峰期的冯骥才刚写完《三寸金
莲》等中长篇小说，出于知识分子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突然涉足
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完成
了从文艺家向社会活动家的
角色转换。

“做文化工作的人都应该
是志愿者。”这是冯骥才近年来
经常提及的观念。对于自己积

极从事的传统村落保护
工作，他也自称为志

愿者之一。他向
大河报记者解
释说，我们处
于一个消费
的时代，人
们物欲很
强 ，精 神
性的东西
就 容 易
弱势，而
做文化
方面的
事 情
往 往

是无功利的，所以必须是志愿的。文
化的志愿者不是一时一地，而是终生
的，要对传播、推动社会文明有所承
担。

在采访中，冯骥才不禁发问：“我
们摸一摸自己的心，是不是真爱我们
的文化？我们是真实的吗？还是虚
伪的？”他呼吁，要对自己的文化诚实
一些、诚恳一些。

在冯骥才看来，如果真爱自己的
文化，对文化一定是有情怀的。“什么
是情怀？情怀不是你走近它，而是它
走近你。就像一个女人，你走近孩
子，你可能是托儿所的阿姨，只有孩
子走近你，你才是母亲，因为他是你
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真爱我们
的文化，文化应该走进我们的心里，
融入我们的生命。”

他认为，文化遗产是公共的，公
益事业的发展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文
明程度，不能只是自扫门前雪，对自
己的遗产争个不停，而对文化遗产并
不关切。看到对谈的很多嘉宾也是
两鬓斑白，冯骥才感慨地说：“我们应
该和年轻人聊，如果年轻人也都来谈
文化，我们民族的文化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