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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 悦）31 岁的
建业老将李昭楠几经周折终于找
到了新东家，2 月 18 日，建业俱乐
部和湖南湘涛正式达成协议，新
赛季李昭楠将以租借的方式身披
湘涛队 2 号战袍征战中甲，为期
一年。

和陆峰、姚冰同属“81 一代”
的李昭楠，2002 年进入建业一线
队。个子不高但速度快、助攻能力
强的他很快就受到时任建业队主
教练米罗西的青睐，由此成为球队
的主力右边后卫。他作为绝对主
力，2006 年为建业队冲上中超立
下了汗马功劳。随着年龄的增长，

李昭楠也逐渐失去了主力位置，尤
其是最近两个赛季，他几乎没有上
场机会。

在建业队很难打上球的窘境，
让李昭楠去意渐决，虽然年过 30，
但他仍相信自己有能力继续职业
生涯。冬训期间，他经过多次试训
后，终于得到了湖南湘涛教练组的
认可。

随着李昭楠的离开，曾经扛
起建业队大旗的“81一代”目前仅
剩队长陆峰一人尚在队中，而他
也因为去年年初的严重受伤，本
赛 季 能 否 出 现 在 赛 场 上 都 成 问
题。④11

本报讯 （记者刘 洋）2 月 18
日晚，伴随着舞蹈《太行之光》，“美
善 林 州·太 行 之 光 —— 林 州 市
2013 年度慈善颁奖晚会”在林州
举行，一批红旗渠畔涌现的“林州
好人”走上前台，接受来自四面八
方的鲜花和掌声。

此次颁奖由林州市慈善总会
主办，近 200 名来自不同行业、热
心慈善公益事业的基层群众获得
了“慈善使者奖”、“慈善爱心奖”、

“慈善模范奖”、“慈善捐赠先进个

人奖”、“优秀慈善义工奖”等多个
奖项。数十名“朝阳助学”工程帮
助的中小学生演唱的《爱的奉献》
把晚会推向高潮，很多企业家、文
化名人纷纷现场捐款，助力慈善事
业。

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近年来
林州市在扶贫济困、安老扶孤、助
医助学、赈灾救助等慈善事业方面
有了显著发展，仅“朝阳助学”工程
一项就使 20万名中小学生受益，慈
善的光芒温暖了林州城乡。④4

本报讯 北京时间 2 月 18 日
晚，在 2014 年索契冬奥会短道速
滑女子 3000 米接力决赛中，由刘
秋宏、范可新、李坚柔、周洋组成的
中国队在最后一圈被韩国队沈石
溪反超，以第二位通过终点，但却
被裁判判罚犯规。最终韩国队、加
拿大队、意大利队分获金银铜牌。

根据半决赛成绩，参加女子
3000米接力决赛的四支队伍的道次
依次为：韩国队、加拿大队、中国队
以及意大利队。比赛开始后，中国
队第一棒刘秋宏起跑占位不利，掉
落到最后一位，韩国队和加拿大队
暂列前两名。当赛程剩 16圈时，周
洋完成对加拿大队的超越，当比赛

剩余 13圈时，中国队又完成了对韩
国队的超越，本场比赛首次领先。
但进入比赛最后9圈，韩国队朴升智
由内道反超刘秋宏，开始领滑。

冲刺阶段，范可新内道反超韩
国队，以领先者的身份将最后一棒
交至李坚柔手中，但韩国队沈石溪
最后两圈的起速效果却相当理想，
最终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越，率先通
过终点，中国队居第二位。

但赛后裁判判决认为，中国队
最后一次交接时，没有完成交接任
务的周洋滑上赛道，对对手造成了
某些程度的干扰，判中国队犯规。
这样，韩国队、加拿大队、意大利队
分别获得金银铜牌。④11（文宗）

本报讯 著名作家、编剧王海
鸰的珍藏版文集日前由作家出版
社出版发行。这套文集包括 6 部
长篇小说——《牵手》《大校的女
儿》《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

《成长》和《新恋爱时代》，被称为王
海鸰 20年来创作成果的总结。

王海鸰擅长写“家长里短”，
特别是中国式婚恋。这套珍藏版
文集，可以带读者重温王海鸰的
经典之作“婚恋三部曲”——《牵
手》《中 国 式 离 婚》《新 结 婚 时
代》。在她笔下，婚姻是个最温馨
也最惨痛、最丰富也最乏味、最给

人安全感也最折磨人的话题。她
曾入木三分地剖析了中国人无比
真实又无处言说的婚姻真相，很
多 话 题 都 是 由 她 首 先 抛 向 大 众
的，如《牵手》中的“第三者”、《中
国式离婚》里的“三种背叛”、《新
结婚时代》的城乡差异对婚姻的
考验等。

提及自己的文学创作，王海
鸰很是感慨，表示 20 年来一直对
生活充满激情就是仰仗写作。虽
也曾遭遇创作瓶颈，但不会为迎
合市场流行去写作，否则会丧失
自我。④4 （文娱）

2月 13日，在索契冬奥会速度
滑冰女子 1000 米比赛中，中国黑
龙江运动员张虹以 1分 14秒 02的
成绩夺得冠军，实现了中国队在速
滑项目上冬奥金牌零的突破。而
为体育和公益事业筹集资金的体
育彩票，也在这“零的突破”背后发
挥着“助推器”的作用。

“我的奥运金牌中，有广大彩
民的贡献，感谢彩民朋友们的爱
心奉献。”伦敦奥运会女子 200 米
蝶泳冠军、黑龙江体彩形象大使
焦刘洋曾这样为彩民朋友签名留
念。

“奥运会金牌的获得，是不畏
强手、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结

果。勇夺奥运冠军，展现了‘更快、
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展现
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蓬勃朝气
和精神风貌。投注体育彩票，也为
奥运赛场上赢得‘中国骄傲’的健
儿们提供了一份默默而有力的支
持。体育彩票工作者和彩民为之
骄傲和自豪。”黑龙江省体彩中心
负责人说。

事实上，无论是竞技体育、群
众体育，还是举办大型运动会、体
育基础设施建设、体育队伍建设，
体 彩 公 益 金 都 发 挥 了 重 要 的 作
用。发行体彩所筹集的公益金，已
成为“体育事业的生命线”和“公益
事业的助推器”。④11 (张 凯)

“中国。”
“河南。”
“《朝阳沟》。”
2月 11日-18日，在雅加达街

头，在棉兰城乡，在印尼各大媒
体，在无数印尼人口中，这些词语
突然热了起来，就像当地的气温
一样。众多印尼华侨奔走相告，
扶老携幼，赶到雅加达，追到棉
兰，为的是看望来自祖根地的亲
人，聆听炎黄故里河南的现代交
响。上自印尼的议长、部长，下至
普通民众，见到我们总是伸出大
拇指，一口一个“峇古什”（印尼语

“好”）——“中国峇古什”、“河南
峇古什”、“《朝阳沟》峇古什”、“中
华文化峇古什”……

这么多“峇古什”，都是因为
“亲情中华”来了，大型交响合唱
《朝阳沟》来了。

■“带着最具特色的
东西走出去”

“这是按照中国侨联‘亲情中
华’海外慰问演出的基本模式组
织的一次文化‘走出去’活动。一
开始，我们的定位就很明确，就是
要带着最具特色的东西走出去。”
面对记者的采访，省侨联主席董
锦燕说。

她说，在考虑带什么东西走出
去的时候，大家的心里是有一个标
准的，就是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
的；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既是
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在中国，在
河南，哪部文艺作品最符合这个标
准？就是交响合唱《朝阳沟》！

省文化厅厅长杨丽萍此前一
直推荐这部作品。因为这部以豫
剧现代经典剧目《朝阳沟》为蓝本
创作的大型交响合唱，集领唱、伴
唱、重唱、合唱、朗诵、交响乐队为
一体，既保持了豫剧的基本风格，
又富有清新的歌剧色彩，呈现出
一种中西交融、极具现代感的艺
术形式。去年 5 月 27 日，这部作
品在中国大剧院上演，轰动京华。

印尼客属总会总主席吴能彬
很喜欢这部作品。他说：“我在上
世 纪 70 年 代 看 过 电 影 版《朝 阳
沟》，后 来 听 到 交 响 合 唱《朝 阳
沟》，感到既亲切又新鲜。我把它
邀请来印尼演出，主要是觉得这

部作品既承载了祖根地河南的乡
音，又运用了国际通行的音乐形
式，易于使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
人华侨接受。”

大型交响合唱《朝阳沟》创意
人、著名指挥家吴涛，对这部作品
满怀信心。他说，交响乐的形式
为《朝阳沟》插上了翅膀，它不仅
是“河南的交响”，也是“世界的旋
律”，相信它能载着中原人的心
曲，走到世界人民的心里去。

于是，在中国侨联和省侨联
的支持下，由河南歌舞演艺集团
交响合唱《朝阳沟》剧组、河南省
国乐演艺公司百余位艺术家组成
的“河南省侨联亲情中华慰问艺
术团”，应印尼客属总会总主席吴
能彬之邀，开始了在印尼的亲情
之旅、文化之旅。

■“咱走出来，就要
‘走’得精彩”

“亲家母，你坐下，咱俩说说
知心话……”

从 2 月 12 日至 2 月 16 日，在
雅加达总统歌剧院，在大丛山，在
棉兰圣城，每天都回荡着《朝阳
沟》那欢快的唱段、优美的音乐。

还有交响合唱《卡门序曲》、
《好日子》、《星星索》；

还有管弦乐曲《春节序曲》、
《法兰多拉舞曲》；

还有唢呐交响《沸腾的黄土
地》；

还有长笛交响《西班牙斗牛
士》；

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化
蝶》；

还有女声独唱《茉莉花》、《哎
哟，妈妈》；

还有男声独唱《古老的信天
游》……

每一场，指挥家吴涛都像一
个音乐精灵，他满头的长发与指
挥棒一起翻飞，随观众的节拍翻
飞；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散发
着音乐的芬芳；他的脸膛，在音乐
声中焕发着天使般的光芒。

每一刻，导演刘跃军都是一
个艺术的保姆，他额头的汗珠，与
场上的掌声一起飞溅，随着奔跑
的脚步流淌。

演员们都是那样认真。每场

演出之前，在车上，在休息室，在餐
厅的角落，他们利用点点滴滴的时
间，对词，化妆，排练，随时随地总
能听到他们咿咿呀呀的哼唱。天
不亮就起床，深更半夜还在奔忙，
一场接着一场，他们是那样的紧张
和劳累，但到了舞台上又总是那样
神采飞扬、神情激昂。

女演员陈静，已经是名满中原
的歌唱家了，每次上场前都依然像
一个新手那样，认认真真地吊嗓
子、整衣装，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
极致。50多岁的合唱演员程建，演
出前都要跟年轻人一起一遍一遍
地哼唱、校音，商量注意事项。他
说：“这是代表咱中国、咱河南来演
出，可马虎不得。咱走出来，就要

‘走’得精彩！”在 2月 12日的演出
中，当演奏家董世英上场的时候，
音响突然出现故障。他镇定自若，
在无伴奏的情况下，满怀激情地演
奏了《西班牙斗牛士》。一时间，场
上沸腾了，人们响亮地打着节拍，
陪伴他演完整个节目。人们用长
时间热烈的掌声，向这位来自中原
的艺术家致敬。

■“这一次‘走’得很响”

这是一场真正的“交响”。
《朝阳沟》凭借着独特的音乐

与歌唱，像阵阵和风在印尼观众
的心灵之上激荡；而无数的华人
华侨和印尼朋友，又用整个心灵
呼 应 来 自 中 国 、来 自 中 原 的 交
响。一连几天，交响合唱《朝阳
沟》所到之处，观众一场比一场
多，气氛一天比一天热烈，当艺术
团来到棉兰圣城的时候，能容纳
3000 多人的大厅，已经是座无虚
席了。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
邵一峿说：“在马年春节期间，你
们带着交响合唱《朝阳沟》来到雅
加达，为‘亲情中华’和‘欢乐春
节’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在中国
人民与印尼人民之间架起了友谊
桥梁。”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早知
道是这样，我会邀请更多的朋友
来。”印尼国家公园总裁、印尼前
陆军司令庞邦在看了交响合唱

《朝阳沟》首场演出后，激动地说。
印 尼 大 同 党 主 席 助 理 叶 德

信，这些日子一直为了演出跑前
跑后。每看一场演出，这个印度
裔印尼人都会用稍显生硬的汉语
感叹：“我听懂了。演出太棒了！
中国文化真的很伟大！”

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处公共
事务局局长李键雄在观看了首场
演出之后，颇有感慨：“音乐无国

界，这种方式真的很好。你们用
极具中国特色的交响乐，让我们
认识了中国、记住了河南！”

2月 14日晚，在大丛山演出现
场，在印尼任教的美国人迈特·帕
德被《朝阳沟》那欢快的旋律、幽
默的唱词深深地陶醉。面对记者
的采访，他眨着惊讶的眼睛，说：

“你们把东西方音乐的元素完美
地结合起来，真是很奇妙！我没
去过中国，也不熟悉河南，看完了
演出，我实在是太想去中国河南
看看了……”

每次演出结束，总能听到这
样的赞美和赞叹，这让吴涛很是
享受。2月 16日晚，指挥完最后一
支曲子，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像
是在自言自语：“啊，这一次‘走’
得不错……”

“不是不错，而是‘走’得很
响！”同伴们纠正着他的话，大家
一起开怀大笑。

这时候，董锦燕对吴涛说，希
望他们带着《朝阳沟》继续走，走
出河南、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更
多地了解中国、了解河南。吴涛
透露说，今年 5 月份，他们会继续
带着《朝阳沟》到深圳参加国际文
化博览会；10月份，他将应美国交
响乐团的邀请，在那里指挥他的

《朝阳沟》……④4

“出柜”、“捡肥皂”，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根据一则新的腾讯微博介绍，它们是将在 2014年
走入我们生活的网络热词，经过检索，才知道“出
柜”是向公众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取向，“捡肥皂”
是防止有人暗中攻击。当网络这个新世界来临
时，诸多令人费解的词语已让人们见怪不怪。经
过多年来约定俗成的筛选，一些网络热词已经站
稳了脚跟。例如，“埋单”、“搞掂”、“剩男”、“宅
女”等一大批新词已经入主新版《现代汉语词
典》。有人称网络热词时尚、简洁，但细看质量，
恐怕未必。

在构词上，大量网络热词不按常规出牌。现
代汉语如“叮咚”、“杨树”，大量以语音或偏旁构
词，泾渭分明。相比之下，以缩写英汉拼音为一
大发明的网络热词，其中有的有规律可循，例如，

“PK”(引申为“对决”)、“mm”(“妹妹”)等尚便于理
解，而有的如“ZT”(“转帖”)、“BS”（“鄙视”）等，如
果不看注释，根本不知所云。还有大量以阿拉伯
数字谐音代替汉字的，例如“045617”（“你是我的
氧气”）、“5201314”（“我爱你一生一世”）等，让人
如堕烟海，徒增记忆困难。

在为词库增量上，一些网络热词做着相反的
工作。和“生日”、“诞辰”、“问世”等意义相近的词
语增加了汉语在不同场合的用法不同，网络热词
却是把大量不同表象、不同内涵的事物混为一谈。
例如，一个象征面部表情的“囧”字，就超负荷地承
载了无奈、尴尬、痛苦等多重含义；“喜大普奔”（“喜
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人艰不
拆”（“人生如此艰难，有些事就不要拆穿了”）等网
络热词，因过度缩写同样让人难以理解。

在为词感增色上，一些网络热词乏善可陈。
例如以“大虾”指代网龄比较长的资深网虫或某
一方面特高超的人，以“蛋白质”作为“笨蛋+白
痴+神经病”的总称，都缺乏质感和美感。

此外，某些一度流行的网络热词所表现的人
生态度值得警惕。今天，当“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一类的传统格言渐行渐远时，一些网络社
区演绎出的“比我 CJ(纯洁)的都没我 BT(变态)”、

“YY（意淫）是我思考的方式”等“名言”，肆意直白
自己的无赖。

由于青少年的广泛参与，网络支持了追踪时
代前沿的个性，不断变幻着新的创作图景，但个
性应当便于让人确认，创造应当体现文明进化。
在这个意义上，网络不应成为不循规则的跑马
场，网络热词榜不应成为“假冒伪劣”的大超市。
但愿网络热词别再“热”到失度时。④4

拼，虽败犹荣！不拼，胜亦
有憾。北京时间 2 月 18 日凌
晨，索契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男子决赛，中国两名选
手贾宗洋与齐广璞在完成难度
分别为 4.9和 5.0的动作时均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误，结果贾
宗洋为中国队斩获一枚铜牌，
齐广璞位列第四名。中国队重
温了温哥华的铜牌之路，未能
再续 8 年前都灵金牌的历史，
但却收获了拼搏的感动。

索契冬奥会“玫瑰庄园”雪
上项目场地，积雪皑皑的高加
索山脉笼罩在云雾之中，深浅
交织的白色勾勒出奇境之幻。
17 日晚，中国男队 4 名队员向
重返冰雪之巅发起了“总攻”。

随后，以第一、第二成绩晋级 4
人决赛的贾宗洋和齐广璞，一
度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队“双保
险”的金牌梦。然而，白俄罗斯
老将安东·库什尼尔难度系数
高达 5.0 的反身向后翻腾 3 周
转体 1800度动作近乎完美，将
最后两个出场的他们逼上了绝
境。

“我没看到安东的分数，但
我决赛准备的也是这套动作。
这个时候不拼，还留到什么时
候？拼了，就没遗憾了，否则就
是拿了奖牌也有遗憾！”安东

“克隆”的动作，正是齐广璞在
2013年世锦赛上首创并夺冠的
看家本领。然而，这一次，运气
的天平让他在落地时失衡了。

如果保守一些，降低难度，
最后一个出场的贾宗洋为中国
队添一枚银牌应该没有问题。
然而，这个“90后”选择了拼到
最后。“当时的想法，只能拼了，
拼的效果可能比这个要好。可
能是老天在磨炼我们吧，每一
次都是距离金牌只有一点点的
距离。四年后，我会用新的状
态去面对。”

时光荏苒，回溯八年。男
子空中技巧点燃了“冬天里的
一把火”，韩晓鹏夺得中国雪
上项目首金。索契的今天，同
样的项目，不同的精彩，记录
的是中国自由式空中技巧队 8
年来力图重返冰雪之巅的执
着。④11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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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沟》在印尼“交响”
□本报记者 张鲜明

网
络
热
词
，别
再
热
得
失
了
度

□

程

梁

文化漫弹

拼，
虽败犹荣

◀完成最后一跳的贾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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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洋在最后一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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