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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是什么？
文化冲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
么变化？4 月 1 日上午，在新郑市
举办的第八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
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张颐武以《中国心 世界观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精神》为
题，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
化作了丰富阐述。

“在中国文化发展方面，2012
年有两件事情具有象征性。一是
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二是
电影《泰囧》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
的最高票房，这两件事象征中国社
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是中国社会
影响力提升的标志和见证，说明文
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日
益凸显。”

“中国的大学、企业开始在美
国纽约时报广场做广告，这能够让
世界看到中国的发展实力。”张颐
武说：“但文化传播不能只做表面

文章，不能仅仅是一个形象展示。
文化传播有时候不能‘毕其功于一
役’，立刻取得很大的成果，而是需
要做很多扎实的、具体的文化传播
工作。我相信，经历了一定阶段的
发展后，中国的文化传播将会在世
界上产生更大的影响。”

“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转换
成世界其他民族易于理解的文化
内容，也就是‘可译性’问题，是我
们在文化‘走出去’中经常遇到
的。如何让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新
的‘可释性’和‘可译性’，需要我们
付出艰苦的努力，需要我们对传统
文化进行认真思考和理解，同时要
在世界的文化发展中具有开放的
视野和胸怀。”张颐武说。

“青年充满活力与朝气，充满
激情与梦想，青年是祖国发展的未
来和希望。”张颐武寄语“80 后”和

“90 后”青年一代：“年轻人要坚
强、勇敢、坚定和敢于担当，能够经
受挫折和困难，要把自己打造成一
个有能力、能担当起未来的人，一
个打不垮的人。”④4

文化传播不能只做表面文章
——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实习生 焦莫寒

本报讯（记者陈 元 何 可）3
月 30日，记者从省高尔夫球协会获
悉，2014年汇丰全国青少年高尔夫
冠军赛郑州站将于 4 月 18 日至 20
日在金沙湖高尔夫球会举行。

汇丰全国青少年高尔夫冠军
赛归属“中高协汇丰中国青少年高
尔夫发展计划”，以推动中国青少
年高尔夫运动发展为目标，为青少
年选手提供全面的竞赛体系，提供
向顶尖球手近距离学习的机会，为
他们未来走向世界赛场构筑专业
的平台。2008 年 3 月，“汇丰全国
青少年高尔夫积分排行榜”正式启
动，它也是国家青少年高尔夫球队

选拔选手的评估标准之一。
此次赛事举办地的郑州金沙

湖高尔夫球会，是省会唯一的 18
洞国际锦标赛级球场，2012 年因
举办了伍兹与麦克罗伊的对抗赛
而扬名国内外高尔夫界。球会除
举办高水平赛事外，也注重全省高
尔夫运动的推广和普及，尤其重视
青少年球员的培养，2010 年与省
高尔夫协会共同组建了金沙湖青
少年高尔夫球队，无偿提供训练场
地和设施，帮助培养河南自己的高
尔夫选手，这也是促成 2014 年汇
丰全国青少年高尔夫冠军赛落户
郑州的重要原因。④11

全国青少年高尔夫赛将在郑开杆

本报讯 （记者陈 元）记者从
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获悉，当地时
间 4 月 1 日，2014 年射击世界杯美
国站在本宁堡结束了第四比赛日
的较量。来自河南焦作的中国选
手常静以 458.2 环夺得女子 50 米
步枪三姿的银牌。此前，她曾赢得
女子 10 米气步枪的金牌。

在 女 子 50 米 步 枪 三 姿 比 赛
中，中国队三名队员出战资格赛，
常静和陈东琦分别以预赛第二和
第四的成绩入围决赛，广东的李佩
璟仅获得第 21 名出局。决赛中，
常静以 458.2 环获得亚军，这也是
常静在本站比赛中斩获的第二枚
奖牌。冠军被预赛排名第一的意
大利选手祖布拉辛格夺得，她发挥

稳定，成绩为 462.0 环。美国选手
斯切雷尔以 447.2 环获得季军。陈
东琦以 424.3 环获得第五名。

河南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马宇峰告诉记者，女子 50 米步
枪三姿是常静的强项，就是在这个
项目上，她去年在全运会上为河南
夺得首枚金牌。这次在射击世界
杯美国站取得的成绩比她的全运
会 夺 金 成 绩（462.3 环）差 了 4.1
环。就是冠军的成绩也比常静全
运会上的成绩差 0.3 环。但这也正
是射击运动的最有魅力之处，弹孔
的毫厘之差，就决定了领奖台上的
位次。常静从去年全运会后一直
在国家队训练，这个成绩也算是她
的正常发挥。④11

射击世界杯美国站

河南射手常静又夺一银

3 月 31 日上午，著名藏族女登
山家潘多在无锡因糖尿病并发症
医治无效去世，享年 75 岁。39 年
前，她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从 北 坡 登 顶 的 女
性。生长在珠峰脚下的潘多，藏语
名字的意思是“有用的人”。她曾
深情地说：“是祖国让我成了有用
的人。”在她身边人看来，潘多用一
生永不停歇的“攀登”精神，影响和
激励着更多的人。

潘多 1939 年出生在一个普通
的西藏农家，幼年时家里生活艰
难，她经常背驮六七十斤货物往返
于喜马拉雅山脉间。1958 年，19
岁的潘多加入了中国登山队，就此
开始了“攀登”生涯。海拔 7546 米
的慕士塔格峰，海拔 7595 米的公

格尔九别峰，潘多一次次打破了世
界 女 子 登 山 高 度 的 记 录 。 1975
年，她和队友成功登顶珠穆朗玛
峰，并在世界之巅留下一份心电图
纪录。虽然只差 11 天没能成为世
界上首位登顶珠峰的女性，但她仍
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顶的女
性，同时也是新中国登顶珠峰的第
一位女性。

从国家登山队退役后，潘多就
随丈夫邓嘉善回到丈夫的老家无
锡，在无锡市体育局工作。这个藏
族儿女，在江南度过了她人生的后
30 多年。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上，潘多成为八名护旗手之一。
2009 年，她获得最具影响力的新
中国体育人物提名。④11

（据新华社电）

“珠峰第一巾帼”潘多去世

1975 年 5月 27 日，中国登山运动员索南罗布、罗则、侯生福、桑珠、
大平措、贡嘎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饮、潘多从北坡登上珠峰，潘多成为
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顶成功的女性。 新华社发

左图 2009 年 6 月 5 日潘
多接受采访。

右图 中国登山队队员潘
多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入窑人间事，出
窑万古花，敢向大河塑儿女，一捧黄土捧出了你我
他……”电视剧《大河儿女》除了主创阵容群星闪
耀外，著名女歌唱家宋祖英演唱的主题曲《窑变》
也为该剧增色不少。

在这首歌曲中，观众能欣赏到宋祖英标志性
的美声唱法，她的高音配合着大气磅礴的曲调，给
人一种大河奔涌的震撼感。该剧出品方表示，《窑
变》由宋祖英演唱，其悠扬别致的嗓音仿佛一支画
笔，在描摹出钧瓷古朴韵味的同时，也唱出了大河
魂。可以说，《大河儿女》展现了中国人民“大仁大
爱大情大义”的精神品格，宋祖英唱出了这首歌里
所蕴含的民族情怀。

据悉，《大河儿女》尚未播出，由邹野作曲、朱
海作词、宋祖英演唱的主题曲《窑变》已在网上悄
然走红。不少网友被这首极具民族特色的歌曲所
吸引，纷纷“求下载”。④4

本报讯（记者王晓欣）“大河”
今日始奔腾，“儿女”荧屏竞风流。
由中央电视台、河南省委宣传部、
河南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联合摄制的年代传奇电视剧《大河
儿女》，今晚将在观众的期盼中登
陆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

43 集电视剧《大河儿女》以 20
世纪 20 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
30 年为时代背景，以中原儿女自
强不息、顽强奋斗、抵御外来侵略

者的事迹为主线，通过贺家、叶家
两大钧瓷世家的命运浮沉，传递出
大仁、大义、大气、大爱的“大河精
神”。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
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钧
瓷、豫剧堪称中原文化三大元素。

《大河儿女》正是依托这三大元素，
充分彰显出中原文化的大气魄，河
南人的大胸怀。

《大河儿女》是继《闯关东》后，

著名编剧高满堂书写的又一部“史
诗传奇”。为了创作《大河儿女》，
高满堂曾 16 次来到河南，被深厚
博 大 的 中 原 文 化 深 深 震 撼 和 折
服。他说，中原大地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发源地，而我们的影视作品却
鲜少触及，这里有很多东西仍待挖
掘。《大河儿女》将带观众回到这片
土地，通过透视我们共同的民族记
忆，寻找支撑我们的精神脊梁、文
化根脉。这部电视剧以小人物曲

折复杂的人生故事透射了风云变
幻的历史，以中原大地宽阔的胸怀
抒写了浩气长存的民族精神。

《大河儿女》是高满堂与导演安
建自《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之后的第三次合作。除了实力派编
剧、导演组合外，《大河儿女》的全明
星阵容令人期待。该剧吸引了陈宝
国、李小冉、印小天、张歆艺等著名
演员。其中，陈宝国把钧瓷烧制第
一高手贺焰生的“义、理、情”演绎得

生动传神。陈宝国和妻子赵奎娥一
同出演，堪称本剧一大看点。

张歆艺在剧中饰演一个黄河
滩上的“拉纤女汉子”；印小天在剧
中饰演贺焰生的儿子贺青；李小冉
在剧中饰演钧瓷烧窑世家叶鼎三
的女儿叶飞霞，与印小天上演了一
段感人的爱情悲歌。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主题曲
《窑变》由邹野作曲，朱海作词，宋
祖英演唱。④4

今晚登陆央视今晚登陆央视

有消息称，《大河儿女》拍摄期间，
主演陈宝国多次片场施令改剧本。对
此，陈宝国 4 月 1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几乎我的每一部戏都会曝出这样
的新闻。但我和剧组所有人一样，所
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把戏
拍 到 最 好 。 为 了 演 好 戏 ，我 甘 当‘ 戏
霸’。”

陈宝国表示，他一向对剧本要求比

较高。他说：“如果故事在我这里过关
了，正式拍摄时我绝不会动主干的东
西。至于有些台词或镜头，我如果有意
见一定会提，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
对戏负责。”

对于陈宝国在《大河儿女》中的表
现，导演安建给予很高评价：“陈宝国作
为国家一级演员，有几十年的电视剧拍
摄经验。他对某个角色和镜头有自己的
想法很正常。只要是有利于角色和电视
剧的建议，我们都会适当采纳。”

在《大河儿女》中，陈宝国饰演的钧
瓷贺家窑掌门人贺焰生是个固执、爱打
抱不平的“纯爷们”。对于这个角色，陈
宝国说：“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有时
候过于较真，难免给人留下执拗的印象，
所以才经常有人传我是‘戏霸’。但这个
贺焰生比我还拗，比如一开场‘斗瓷’这
事儿，要不是这个老头子太固执，也不会
引起一连串的‘副作用’。但我十分喜欢
这个角色，他的真实、执拗使故事更加精
彩、更加好看。”④4

宋祖英献声
《大河儿女》

陈宝国：为了演好戏，我甘当“戏霸”

在电视剧的虚拟世界里，感情戏已
经成为堪比奥数题的解谜游戏，动作戏
也沦为施展超能力的舞台，婆婆和儿媳
不吵不舒服，格格和阿哥不爱不罢休，这
些娱乐化元素在缔造出一个又一个收视
奇迹后，徒留一地鸡毛。在这样的背景
下，今晚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的文化寻
根巨制《大河儿女》，以质朴和真诚的故
事为荧屏带来正能量，让人眼前一亮。

作为一部年代史诗，主打“大历史、小
人物”的《大河儿女》来得正当时。论卖相，
它不如都市剧那么洋气时尚；论场面，它也
不如动作戏来得紧张刺激；论感情，它没有
言情剧那么你侬我侬，但这些丝毫不影响
它的精彩。相反，创作者对戏剧冲突心无
旁骛的追求，反倒成就了该剧无与伦比的
故事张力。剧中，一对充满传奇的钧瓷“龙
凤盘”，牵扯出城头变幻大王旗年代的惊心
动魄；一对东方式“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与
命运抗争后，各自不同的归宿看得人不胜
唏嘘；一群黄河岸边穷苦的纤夫在受尽凌
辱磨难之后，毅然决然奔向光明。通过这
些人物的命运，观众既能看到动乱岁月里
史诗般的爱情，又能看到两个打断骨头连
着筋的钧瓷家族在岁月沧桑中的分分合
合、恩怨情仇。

尽管该剧的故事性令人拍案叫绝，
但其“点睛之笔”还属贯穿始终的大河精

神——大仁大爱大情大义。陈宝国饰演
的“一代宗师”贺焰生，继承了祖传的烧
窑技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打破自古以
来“钧不盈尺”的宿命，烧出一尊钧瓷大
鼎来告慰祖宗。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手
艺人，却因战争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
尖。面对日本人对钧瓷的贪婪，贺焰生
牢记对祖宗的誓言与责任，用拳头将各
种威逼利诱拒之门外，堪称十足的“精神
硬汉”。剧中，他数次遭受酷刑考验，但
从未让“龙凤盘”落入他手，也不曾将钧
瓷大鼎拱手相让，他的倔强激起了乡亲
们的爱国心，也阻止了日本人的阴谋。
他对传统的坚守，在亲人看来虽是冥顽
不灵，但又让人无限感慨，因为传承中国
传统文化，离不开贺焰生这样的“傻瓜”。

除了重情重义的贺焰生，剧中的其他
人物同样出彩。贺焰生的大儿子贺青和二
子贺晨虽然不肯接受父亲教授的手艺，为
了理想而各奔前程，但无论走到何处，两人
始终不忘贺家“重情重义”的传统。对待爱
情，两人都是奋不顾身；对待战争，两人从
来不甘人后。在他们的热血青春中，饱含
着乡土之情、爱恨之情、男女之情、儿女之
情。更重要的是，从这些“瓷二代”身上，观
众能看到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在闪耀。在国
难家难当头之际，他们拒绝苟且，用义气和
豪气向世人证明了何为大河精神。

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在贺焰生、叶
鼎三等人看来，他们身边的这条大河也是知
己，以这条大河为代表的这个民族，为她粉
身碎骨——值！除了这些，大河儿女们对技
艺的不懈追求，同样令人钦佩。剧中，贺焰
生可以为与叶鼎三争“钧瓷魁元”之匾，吵得
不可开交，也可以为与手艺人张敬之切磋，
以礼相待。尽管略显分裂的性格令贺焰生
看起来阴晴不定，但只要细细品味就不难发
现，他的骨子里藏着对“烧瓷”的狂热。为追
求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他有着超乎常人
的韧劲与执拗。“烧瓷宗师”贺焰生的人生故
事，既是一部传奇，也是一部励志书。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影视剧为自己贴
上了“美剧标签”，它们的制作费用多半不
菲，演员阵容大多强大，再加上一两个名
导演和名编剧组成幕后阵容，从而催生出
许多视效华丽、场面恢弘的荧屏大剧。起
初，观众对这些“穷奢极欲”的视觉盛宴趋
之若鹜，但随着欣赏水平的提高，越来越
多的观众开始回归理性，他们渴望贴近生
活的故事、感同身受的情感而非天马行空
的幻想。总之，观众期待多些为平凡生活
带来温暖和正能量的好剧。④4

民族文化正能量
照亮荧屏黄金档

□大河

□本报记者 王晓欣

《《 》》

文娱快评

除 了 陈 宝 国 ，《大
河儿女》的主演阵容还
包括赵君、赵奎娥、李
小冉、印小天、王同辉、
赵锦焘、吴小娱、刘涛、
张永强、吕凉、于恒、石
维坚、李正彦琦，此外
还有张歆艺、岳红、冯
雷、李东霖、袁苑友情
出演。

右 图 为《 大 河 儿
女》海报，左图均为《大
河儿女》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