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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8 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由河南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春满
中原 老家河南”主题系列活
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春满
中原 老家河南”活动将于1月
12日（腊月初七）启动，持续至
3月31日（农历二月二十五）。

此次活动持续时间长、涉
及地域广，主要包括“春满中
原”系列主题活动、优秀主题
文艺演出和“红色文艺轻骑兵
——走基层”活动、“红红火火
过大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展演活动、“过大年回老家”文
化旅游活动等四个方面的内
容。

1月12日上午，该系列活
动将在郑州市紫荆山公园主
会场，开封兰考县东坝头镇张
庄村、安阳殷墟、三门峡地坑
院、商丘芒砀山、驻马店老乐
山5个分会场，同时举行启动
仪式。届时，主办方将邀请河
南文化名人代表宣读“过大年
回老家——致全球华人的一
封家书”，并揭晓主题系列活
动的吉祥物，举办为期两天的
文艺演出、非遗展演、旅游推
介等各类文化和旅游展演活
动。

省文化和旅游厅从文化
和旅游融合工作入手，从群众
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梳理出

了“七个十大”，包括十大村晚
活动、十大读书活动、十大展
览活动、十大公益演出活动、
十大数字文化活动、十大讲座
活动、十大非遗展示活动，供
全省人民选择、参与。

春节期间，全省各地将开
展各类公共文化活动5.8万场
以上、举办各类非遗展演展示
活动1836场次，一批名家名
段、折子戏、戏曲小品以及歌
曲、舞蹈等各类节目，将走进
14个县 20个村进行慰问演
出。同时，全省约230个景区
举办近700项旅游活动，其中
多家景区及文化企业推出优
惠、免票等惠民措施。

本报讯 1月8日，第六
届河南省博物馆文创设计
大赛正式启动。据了解，本
次大赛由河南省文物局、河
南省美术家协会、河南省博
物馆学会、河南博物院共同
主办，目的是让历届大赛的
优秀成果更好地转化落地，
真正让厚重的中原文物

“活”起来，为河南30多个
博物馆的文创发展提供经
验。

妇好鸮尊遇见文创变
成了“鸮傲江湖”系列产品
的一尊尊可爱的小胖鸟、武
曌金简则变成了七彩的“除
罪橡皮”，这两件河南博物
院的镇院之宝在奇妙脑洞
的作用下，在几年前就“活”
了起来。在脑洞盛行的今

天，曾诞生了这两个招牌文
创系列的河南省博物馆文
创设计大赛又将有什么奇
思妙想横空出世？是否会
有更多的镇院之宝被重新
赋予生机和活力呢？

本次设计大赛一个显
著特征就是更注重作品的
市场性、转化可行性。本次
参赛者的作品要求深化、
升华为易于转化生产、适
销对路、市场定位清晰、包
装设计美观得体的产品，
所有参赛作品均要求打
样，提供完整实物，从而真
正实现从创意设计到产品
设计的转变。另外，本次
大赛特别鼓励在低碳、环
保以及新材料的设计运用
上有所突破。

河南妹子朱婷在万里
之外的土耳其女排超级联
赛中激战正酣，她的“同门
师妹”——河南女排的年轻
姑娘们在国内也一个个崭
露头角。2018-2019赛季
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第
二阶段正在进行，河南银鸽
投资女排所在的D组排位
赛激战正酣。

这个赛季，是焦帅担任
主帅的第二个赛季，不过本
赛季的他并不算很走运，因
为赛季一开始，河南女排就
遭遇了“死亡之组”。本赛
季的联赛第一阶段是赛会
制，河南队与天津、辽宁、八
一、恒大、四川和山东分在
一组，前四名进入第二阶段
的前八名排位赛（C组排位
赛）。仅仅从这几支队伍的
名字就可以看出，河南女排
是进入了名符其实的高手
组。经过艰苦的战斗，实力
不济的河南女排最终未能
战胜诸多强队，名列第一阶
段小组第6，在第二阶段进
入到了9至14名的排位赛，
无缘前八。

事实上，进入前八名，
这是焦帅在赛季之初对自
己和队伍提出的目标。上
赛季，河南女排获得第 13
名。“今年原本想着可以往
前八名冲一冲，可是很遗
憾，还是没能进去。”焦帅告
诉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中国的女排联赛基本
上代表了全球的最高竞技
水平，而联赛前八名更是精
英中的精英，每一支队伍都

是被高度重视，花大量资金
和人力投入，千锤百炼出来
的，能在前八名站稳脚跟的
队伍，都能算是全球女排的
高水平队伍了。”

从去年到今年，河南女
排增补了很多年轻球员，最
年轻的副攻毛钧怡刚刚18
岁。而被各路媒体誉为“朱
婷接班人”的主攻韩雯雅21
岁，身高已经1.98米。“本赛
季联赛，年轻队员的表现还
不错，状态都在往上走，我
给她们打80分。”焦帅对这
些年轻球员的发挥颇为满
意，“咱们队现在有很多
1999、2000年出生的队员，
到了下届全运会正好可以
派上用场。”

此外，本届联赛河南
女排还引进了两名美国外
援 ，接 应 凯 特 和 主 攻 凯
蒂。24岁的凯蒂曾经入选
过美国女排国家队，技术
全面。25岁的凯特则具有
极强的弹跳能力，拦网和
进攻能力极佳。“她们两个
不算是超一流的球员，但
是却非常敬业和认真，一
点不摆架子，和队伍的磨
合没有任何问题。”焦帅告
诉记者。

1月26日，河南女排将
结束本赛季的全部征程，届
时能取得什么名次，还要看
最后这一阶段的努力。在
焦帅心中，本赛季没能进入
前八是一个遗憾，“下个赛
季，我们没有理由不进前
八，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这
样的实力”。

醉心艺术梦园

黄海碧从艺40年，曾导
演过豫剧、歌剧、影视剧，出版
影剧赏评专著《祈祷生命的耳
语》《与幽暗约会》《守望的尊
严与忧伤》、随笔《伪文明的抱
怨》等。在扉页的作者介绍
中，他这样说：“纵已双鬓丛
芜，仍怀童稚，醉心艺术梦园，
迷途而不知返……”

谈到为何要尝试写小说，

黄海碧笑言：“老分析别人的
作品，有时觉得自己也能上
手，尤其是看到该关注的还没
被关注，便忍不住想补上空
缺。”

的确，有读者认为，《巢鸭
五丁目》是中原罕有的书写留
学生题材的文学作品。黄海
碧在上世纪80年代去日本留
学，是改革开放初期留学热中
的一员，新书写的正是他“曾
经旁观的陌生而又熟悉的世
界和曾经亲历的峥嵘而又蹉
跎的岁月”。他希望展现改革
开放进程中走出国门的留学
生特殊的情感经历、生活态度
和人生观的一角。

其实，这部小说的创作动
机在黄海碧心底埋了 20 多
年，十多年前就动笔写了15
万字，却因电脑被盗遗失存
稿，后来重新敲出来的句子怎
么都觉得“含氧量不足”。直
到去年被编辑党华读到半部
残篇时，鼓励他完成。

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
文学黄金时代，黄海碧和所有
文学青年一样怀揣过文学梦，
至今他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常
常在文学里遭遇激情的人”。
写这部长篇小说，他形容说，
就像是和文学谈了一次恋爱，

“阅读小说，是在观望别人笔
下的世界；写作小说，则是浸
淫在自己的讲述中。”

让爱情更有诗意

爱情是《巢鸭五丁目》书
写的重要主题。通过对经典
的阅读和生活的阅历，黄海碧
发现，“真正能揭示我们对生
活的认知、对生命的理解，某
种意义上说爱情是试金石”。

他说，生死爱情是文艺作品永
恒的主题，爱情将人生的体
验、情感的体验上升到审美体
验的层面。

为何人到中年，决定着墨
于爱情？黄海碧说，人不管到
什么年龄段，关于爱情的那颗
心永远是童真和年轻的，所以
有许多年迈作家写的爱情故
事还是那么青春飞扬，“和青
春时期的懵懂冲动相比，中老
年时期理性的生命感知，让爱
情更有诗意和情怀”。

整部作品充满优美忧伤
的质感，有伤感分离亦有生死
结缘。黄海碧说，幸福或成功
从来不是故事的核心，那些在
社会法则里难以定义的不幸
或失败，才是小说该有的疆
域。爱情小说关键在于是否
能够凸显处于两难困境的人
性，这恐怕才是文学作品中要
用笔硬戳的。

虽然说着“这部小说不存
在半点文学野心”，黄海碧还
是透露了写作时的期待：小说
文学性的表达，其实是在写困
境和纠结，大不幸大悲哀才能
唤起我们的大悲悯，“今天消
费主义冲击的环境下，我们共
同的悲悯被打了折扣，这需要
通过文学被唤醒”。

黄海碧认为爱情最珍贵
的还是老生常谈的“真诚”，与
物质条件的关系并不大。他
在郑州街头就遇到过坐在自
行车后座上的幸福夫妻，“等
红绿灯时，丈夫对妻子说工资
发了，还多了几十元奖金，妻
子说那咱们去看场电影吧，现
在就去，我看着他们掉头开心
地走了，他们没有去吃烛光晚
餐，但他们的爱情很幸福”。

第六届河南省博物馆
文创设计大赛启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康翔宇 实习生 张亚杰

系列活动将持续两个多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春满中原 红红火火过大年

河南女排
年轻球员要“亮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李晓星

文艺评论家写小说
的越来越多了，文化批评
家朱大可创作了神话题
材长篇小说，出版多部随
笔集的文学评论家李敬
泽以“新锐作家”自称。
如今，有着文艺评论家、
导演双重身份的黄海碧
也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
说《巢鸭五丁目》来了。1
月8日，黄海碧在郑州接
受了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的专访。

评论家、导演黄海碧
和文学谈了一次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