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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惠 婷 通讯员
贝 宁 吴 杰）记者 4 月 29 日从中
牟县了解到，中国美协会员、河南
漫画家协会副主席郭士厂近期创
作了 40 余幅漫画，通过群众喜闻
乐见的表现形式弘扬焦裕禄精
神，推动中牟县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郭士厂爱好书画，获过多项大
奖，尤其擅长漫画，第二批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后，他绘

就了一幅幅形象生动、诙谐幽默、
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的漫画，形象
地展示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精髓，把“照镜子、正衣冠、
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和学习
焦裕禄精神贯穿始终。

如今，郭士厂义务创作的漫
画被印发张贴到中牟县各乡镇

（街道）、县直单位，进一步营造
了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的浓厚
氛围。④4

精彩漫画弘扬焦裕禄精神

本报讯（记者刘 洋）一部以
研究先锋作家墨白作品为主要内
容的专著《墨白小说研究》日前由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周末，
我省多位文学评论家在向该书作
者、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宏志
表示敬意的同时，也将讨论的锋
芒指向了当今被边缘化的文学评
论界。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当前我
国的文学评论与西方相比比较
落后，还没有上升到哲学层面去
进行研究，这是我国文学评论发
展的一大障碍。目前，中国文学
批评界“重思想、轻形式”的传统
还没有被打破，人云亦云、互相
吹捧的现象依然存在。河南大

学文学院教授孟庆澍认为，《墨
白小说研究》是一本严肃认真又
带有学院派风格的专著，而文学
评论界缺少的正是严肃的学院
派研究。

作为被研究的对象，作家墨
白对评论家心存敬意。他说，文
学评论是一项艰辛的工作，评论
家不仅要查阅大量资料，还要去
熟悉作家的生活。评论家的创
造力、发现力十分重要。郑州师
院教授张延文表示，好的评论家
会对读者和作者产生双重影响，
评论家对中原作家的研究只有
走向系统化、专业化、科学化，才
能真正起到文学评论助推中原
文学的作用。④4

《墨白小说研究》研讨会举行，评论家认为：

文学批评要科学化

华鼎奖组委会 27 日宣布，原
定于当地时间 3 月 9 日在好莱坞
萨班剧院举行的第 12 届华鼎奖
全球电影满意度调查颁奖礼改为
6 月 1 日举行。凭借《一代宗师》
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北京国际
电影节天坛奖双料“影后”的章子
怡，此番再度入围华鼎奖。

第 12 届华鼎奖全球电影满
意度调查颁奖礼除了要给国际巨
星颁奖外，还设置有 2013“华语
十 佳 影 片 ”以 及 华 语 部 分 的 颁
奖。其中入围华鼎“华语十佳影
片”的《一代宗师》赢得第 33 届金
像奖 12 个奖项，打破了金像奖得

奖数纪录，此番又以 6 项提名领
跑华鼎奖华语部分的 9 个奖项。

在早前公布的入围名单中，
梁朝伟、刘青云、刘德华、黄晓明、
冯绍峰以及章子怡、汤唯、舒淇、
郑秀文、白百何将分别争夺本届
华鼎奖华语电影“影帝”“影后”宝
座。

据介绍，本届华鼎奖提名名单
由媒体人和影评人首轮投票以及
专家评审团的第二轮投票产生，投
票范围为 2013年在全球上映的影
片及其演职人员。各个奖项最终
由社会调查结果确定。④4

（据新华社电）

章子怡入围第12届华鼎奖

本报讯（记者刘 洋 刘 勰 通
讯员陈 蓓）“魂飞万里，盼归来，此
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
泪焦桐成雨……”4 月 29 日下午，兰
考县文化广场上空飘荡着我省青年
女高音歌唱家王园园的歌声，这首
为习近平总书记词作《念奴娇·追思

焦裕禄》谱曲创作的同名歌曲感动
着台下数千名兰考的父老乡亲。

这是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舞台
艺术送农民·纪念焦裕禄专场文艺
演出”中最有分量的节目。“追思寄
松柏，颂扬赋泡桐。”与以往的“舞台
艺术送农民”文艺演出不同，这场演

出中许多节目，如歌曲《桐花颂扬焦
书记》、河南坠子《一片丹心焦裕
禄》、快板书《咱的书记焦裕禄》、配
乐诗朗诵《焦裕禄来到咱兰考》等，
都是演职人员在学习焦裕禄精神过
程中有感而发、全新创作的。

动人的旋律、精彩的演出感染

了现场观众，人们回忆起焦裕禄的往
事时不禁红了眼眶。演出结束后，许
多观众不愿离去，拉着演员的手诉说
着对焦裕禄的怀念。观众们纷纷表
示，看到这样亲切感人的节目仿佛又
回到了那个年代，似乎焦书记还在我
们身边，从来都未曾离开。

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总经理张
振中表示，演出前，全体演职员参
观了焦裕禄生前工作过的地方，重
温了焦裕禄震撼人心的事迹。文
艺工作者应当以焦裕禄精神为指
引，为人民进行艺术创作，使文艺
作品解民意、聚民心。④4

追思寄松柏 颂扬赋泡桐

“舞台艺术送农民”缅怀焦裕禄

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4 月 28
日晚，郑州市绿城广场洋溢着浓浓
的节日气氛。为迎接“五一”国际
劳动节，郑州市举办了“祝福劳动
者 实现中国梦——迎五一群众
文化文艺汇演”，特别邀请的建筑
工人、环卫工人、铁路工人等农民
工代表，与现场 4000 余名市民共
同观看了演出。

此次活动由郑州市委宣传部、
郑州市文广新局主办，郑州市群众
艺术馆承办。气势恢宏的民乐联
奏、悦耳动听的歌声、诙谐幽默的
相声、奇幻有趣的魔术、韵味十足
的戏曲等丰富多彩的节目，使晚会

高潮迭起，演出现场掌声、笑声此
起彼伏。

“这台晚会真好看，其中很多
节目讲的就是我们的故事，看了很
感动。”一位环卫工人说。

据悉，参加此次演出的演员都
是活跃在郑州市群众文化舞台上
的佼佼者，也是长期为基层服务的
文化志愿者。郑州市群艺馆的负
责人说，这次文艺汇演既充分展现
了郑州市群众文化的靓丽风采，也
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营造了积极向上、健康活泼、格调
高雅的社会文化氛围，活跃了人民
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④4

本报讯 （记者刘 洋 实习生
康亚飞）4 月 29 日，中国文联文艺
支教志愿服务河南项目点启动仪
式在登封市告成镇中心小学举行。

为了帮助欠发达地区提升艺
术教育工作水平，中国文联启动实
施了文艺支教志愿服务项目，选派
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到中西部贫
困地区的乡村中小学校教授音乐、
美术、舞蹈、书法等艺术类课程。
今年，省文联经过积极争取、协调，
登封市告成镇初级中学和中心小
学被列为中国文联选定的全国 10
个文艺支教服务地之一。启动仪

式前，省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在
全省范围内组织了招募、报名、面
试，首批 12 名文艺支教志愿者已
全部到岗。

启动仪式上，省文联以及《故
事家》杂志社向两所学校捐赠了
价值 2.5 万元的 4000 册中小学读
物。省文联主席杨杰表示，文艺
支教项目既是文艺惠民工程，也
是教育惠民工程。我们希望更多
的文艺名家和文艺志愿者来到河
南开展志愿服务，为孩子们营造
出一片阳光、灿烂、美丽的艺术蓝
天。④4

中国文联文艺支教志愿服务
河南项目点启动

文艺演出送给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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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五一”前
后类型各异、精彩纷呈的国产大片扎
堆，为影迷们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
择。

4 月 25 日，3D 国产大片《冰封：重
生之门》强势来袭，同日上映的青春爱
情电影《同桌的你》试映时口碑不俗，
有望成为中小成本影片中的黑马。《冰
封：重生之门》由甄子丹、王宝强、黄圣
依、任达华等巨星领衔主演，讲述了这
样一个故事：明朝嘉靖末年锦衣卫贺
英押运“时空金球”途中突遇元龙、聂
虎和萨獒袭击，争斗当中巨大雪崩将
四人淹没。400 年后，意外解冻的贺
英来到了现代社会，“时空金球”之争
继续展开……《同桌的你》由周冬雨、

林更新主演，是“五一”期间唯一的青
春爱情题材电影。青涩的校园爱情、
熟悉的教室和宿舍场景，让观众重回
青葱岁月。

4 月 29 日上映的《催眠大师》由
“票房灵药”徐峥、“性感女神”莫文蔚
主演，讲述了知名心理治疗师徐瑞宁
和女病人任小妍之间发生的故事。

“五一”期间，一批优秀的中外动
画电影也将陆续登场，为小观众们送
去欢乐。4 月 30 日，南非 3D 动画《赞
鸟历险记》来袭，讲述了猎鹰卡伊在寻
找鸟类乐园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的
励志故事。此外，《聪明的一休》、《考
拉大冒险》也将在“五一”期间和小朋
友们见面。④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