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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伴着热闹的盘鼓
声，舞龙舞狮喜庆登场，非遗
展演、文创展示、美食品尝等
处处彰显老家河南的浓浓年
味……1月5日上午，2020年

“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主题系
列活动在郑州市园博园主会
场启动。

在园博园活动现场，设置
了中原彩车展示区、黄河文艺
展演区、群众演艺互动区、老

家美食年货区、黄河民俗展示
区、文旅产品展销区六大展
区，18个省辖市文旅局精心组
织了文艺演出、非遗展演、文
旅产品推介等百余项活动，通
过静态展示与动态展演相结
合、现代艺术与黄河民俗文化
相结合、主题推广与现场销售
相结合的形式，展示灿烂的中
原文化。游客到这里不仅可
以看彩车、赏演出、观展览，还

有“听最美书声”图书展、河南
特色美食展、猜灯谜互动活动
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互动项
目可以体验。

据悉，郑州市园博园主会
场活动持续7天，活动期间门
票全免，游客可凭身份证入
园。此外，开封、鹤壁、三门
峡、周口四个分会场以及其他
省辖市的系列活动也将陆续
启动。

本报讯 1月 4日上午，
由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文
化和文史委员会、河南省书
画院、香港商报联合主办的

“礼赞祖国”当代书画名家
作品巡展在郑州举办，200
余幅当代书画名家作品参

展。
据了解，此次展出的

200余幅书画作品，主要是
从河南籍书画家创作的500
幅优秀作品中挑选出来的。
展出的作品紧扣时代主题、
突出特色，融思想性、艺术
性、纪念性为一体。

从俄罗斯世界杯预选
赛，高洪波“二进宫”救法国
人佩兰的火，到高洪波兵败
塔什干下课，里皮救高洪波
的火。如今到了卡塔尔世界
杯预选赛，这次教鞭交到了
李铁手上，但以成绩为准绳
的半年合同期，让李铁看来
只是在救里皮的火。中国足
球的未来为何总是维系在不
断地“救火”之上？

1月5日，中国国家男子
足球队主教练就职见面会在
北京举行，新帅李铁发表就
职感言并接受了记者提问。

“我用了 35 年的时间，从不
会踢球的小孩，到成为国足
主帅。今天我很开心，我可
以骄傲地和孩子说，爸爸实
现了人生中的梦想。当国足
的位置向你招手，还在乎其
他什么呢？”见面会上，李铁
非常动情地说。

作为全程参与国足唯一
一次世界杯旅程的球员，李
铁说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
事，“2001年10月7日的那个
晚上，中国足球几代人的梦
想，在我的家乡实现，我永远
都忘不了那个夜晚，这段经
历让我受益终身。我们所有
的努力都是希望能够和中国
男足再一起进入世界杯”。

目前，在世预赛40强赛
小组赛中，里皮已经带队打
完了第一个循环，大胜马尔
代夫、关岛，战平菲律宾，败
给叙利亚。目前，国足位列
小组第二，争夺小组第一名
出线的希望已不大，只能寄
望于争取四个成绩最好的小
组第二从而出线。今年，国
足将先后在 3 月 26 日和 31
日迎战马尔代夫、关岛，拿下

这两支弱旅没有问题，关键
在于 6 月 4 日和 9 日迎战菲
律宾与叙利亚的比赛。

而6月份也是李铁执教
合同的期限。对于这份短合
同，李铁表示：“压力也是动
力，会驱使我们更努力。我
和足协的合同到 2020 年 6
月，如果进入 12 强赛，合同
就延续下去。”

纵观李铁此次拜帅国
足，完全以成绩为考量，显示
出中国足协对李铁这个年轻
的教练并不信任，李铁的角
色短期来看仍是救火。6月
份两场世预赛将是李铁的大
考，一旦国足无法从40强赛
中突围，李铁难逃下课的命
运，而或许舆论可以轻易地
得出一个“本土年轻教练能
力不足、缺乏经验”的结论，
让他来背锅。

同时，这份短期合同也
体现了决策者一如既往地缺
乏耐心，只追求短时间内的
成绩。事实上国足打 40 强
赛并不难，如果连40强赛都
过不了，别说李铁，就是里皮
还在也得下课，只不过到时
候主教练下课还有意义吗？

假设国足顺利打进了
12强赛，李铁的合同还能延
续，但在强队林立的 12 强
赛，万一出岔子谁又能保证
李铁会不会因成绩不佳被解
雇，那么这半年多不又白折
腾了吗？从俄罗斯世界杯预
选赛到卡塔尔世界杯预选
赛，从佩兰到高洪波，从里皮
再到李铁，中国足球的未来
总维系在不断地“救火”之
上，白白浪费时间、精力和金
钱，何时才能回归一种健康、
长久、理性的发展模式？

“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主题系列活动启动

郑州园博园免门票7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周瑞娟

为“穿越”寻找合理性

穿越剧创作者都要为“穿
越”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
由。在小说《庆余年》的设定
中，范闲是直接从现代穿越，
要想如实表现在电视剧中是
不太现实的，编剧王倦并没有
简单粗暴地“用一道光就穿越
了”来糊弄过去，而是从熟读
古典名著的文学系大学生张
庆的一堂专业课入手。

为了让教授认可自己用
现代观念剖析古代文学史的

论文命题，张庆就通过写网络
小说，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
点，所以剧版《庆余年》的主题
就是“大学生讲故事”。对原
著熟悉的观众大可把它当做
一部穿越剧来看，而未接触过
原作的观众也能把它当做一
部有趣的历史剧来欣赏。

纵观整部《庆余年》，范闲
的言行举止乃至思想，都站在
现代人角度去拍摄，大量细节
让观众跟随剧情辗转于两个
时空。王倦考虑到范闲是个
穿越的现代人，除了满口“求
更新”之类的现代词汇外，默

“红楼”、斗唐诗这些古装穿越
剧的常见戏码也并未缺席，这
些在网文小说中烂俗的梗在
剧中得以全新的体现。

尤其是“范闲斗酒诗百
篇”的那段戏，范闲念的每首
诗都投射给了剧中的每个人
物，即使是反派也拥有自己的
高光时刻，让观众体会到天地
之间悠悠众生的况味，堪称近
年来穿越剧中的高光时刻。

既是喜剧又是权谋剧

范闲、范思辙、范建、司理
理、战豆豆、海棠朵朵、肖恩
……小说作者猫腻赋予了书中
人物不正经的名字，原本就自
带喜剧效果，再加上王启年表
面上是鉴查院文书，背地里还

干着贩卖地图、书籍等投机倒
把的生意，范思辙虽然大多数
时间是“地主家的傻儿子”，但
本质上是个商业奇才。王倦在
影视化改编中，赋予了范闲很
多身边的烘托类角色很多戏
份，不管是反派还是正派，几乎
每个人物形象都很完整。

但《庆余年》本质上是一部
权谋剧，剧中一旦转到这一部
分，就显得特别正经。编剧王
倦曾经向媒体表达过自己的创
作理念，往常的宫廷争斗往往
是主角一边站，本质上也融入
了争斗当中，但范闲不一样，他
一直在坚持用现代思想来改造
那个社会。叶轻眉的理念也为
范闲的思想提供了合理性，“范
闲的所有争斗都是在反抗规
则，而不是融入某一个派别之
后去参与斗争”。

王倦去掉了原作中范闲
的暗黑气质，他表示，IP剧的
改变关键是原著和剧本之间
应该如何权衡，“对于《庆余
年》的规则是可以修改人物，
可以改变情节，加戏也有，删
减也有，但要留住原著特色，
要保住的不仅仅是经典场面、
对话，更重要的是留住气质。
编剧要做的，就是把一个世界
呈给观众看，所有的改动、铺
排、人物塑造、情节打磨，都是
想让这个世界鲜活、有趣、真
实”。

据统计，2019年共有 38
部古装剧上线，其中10部为
穿越剧，占比约为26%，在这
10部作品中，其中有6部为穿
越小说IP改编，这也说明了为
什么在受到种种限制的情况
下，穿越剧依然有那么大的市
场。同时，承包了网文半壁江
山的穿越小说，也为荧屏上的
穿越剧奠定了丰富的故事素
材源头。但如何打造雅俗共
赏的高质量古装剧？《庆余年》
提供了一些思路，至于后来的
影视从业者是否能够吸取精
髓，做出一部部精良的剧集？
观众拭目以待。

“礼赞祖国”
当代书画名家作品巡展开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珂

《庆余年》能让古装穿越剧回暖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不管是普通观众、VIP，
还是超前点播的进度，网剧
《庆余年》第一季都陆续落下
了帷幕。虽然有盗版流出、超
前点播多收费等不利因素影
响，但截至目前，该剧在豆瓣
评分7.9分，腾讯视频的播放
量为57亿次，爱奇艺的播放
热度为8021，堪称跨年最火
的剧，也是近年来首次出圈的
古装穿越剧。在古装穿越剧
频频受限的当下，《庆余年》为
什么能够成功？《庆余年》大获
成功，第二季的拍摄也马上提
上议程，它能够为其他渴望成
功的古装、穿越剧带来一些启
示吗？

李铁只是“救火”临时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皓言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