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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由省文联、省文学院主
办的河南作家创作会议吸引了我省
文学界近 30 位代表齐聚一堂，他们
在孕育出诸多文人骚客的黄河岸边
对河南文坛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深
入、激烈而又饱含深情的探讨。

最大的问题是观念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作
家开始感叹“生活远比小说精彩”，感
叹作家的创作力和想象力已经滞后
于生活。如何寻找创作灵感和精神
出口是很多青年作家面临的问题。

与会作家认为，当下许多作家面临的
最大问题是文学观念问题，他们持有
的文学观念大多是从西方拿来的，总
是把社会问题直接当作材料来创作，
对现实生活变化的速度和复杂性没
有心理准备，在深度表达上显得力不
从心。

省文联主席杨杰表示，近年来，我
省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与
全国一样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下
广大人民寻梦、追梦、圆梦的历史实践
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
题材和诗情画意，一个有才华、有理
想、有抱负的作家只有把自身价值的
追求和伟大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才
无愧于这个时代，才能大有作为。

最好的状态是百花齐放

“放眼当今文坛，小说占据着绝
对优势，而散文、诗歌、评论等文体要
么创作上相对沉闷，要么抒发个人的
小情小调，要么不被文学刊物重视，
这种现状不改变，我们文学艺术的发
展将失去方向。”评论家张延文的观
点使与会作家们心有戚戚焉。他们
认为，在当下市场规律和经济利益的
驱动下，很多青年作家对文学本身的
敬畏少了，文学变成了急功近利的手
段，他们缺乏对生活、对创作的激情，
尤其缺少诗意的人生和接地气的写
作，这种现象要引起警惕。

“文坛最好的状态就是像现在的
季节，草木繁盛、百花盛开。一个作
家要会写小说，还要会写诗歌、散文，
要会用不同的文学样式表达自己对
生活的热爱与思考，从火热的生活中
酿出文学的蜜来。”著名作家郑彦英
他的话引来了一阵掌声。

最需要做的是“三个自觉”

尽管我省老中青三代作家梯队
十分齐整，但也存在着精品力作不够
多、有广泛影响力的青年作家人数较
少、文学创作存在结构性缺陷等问
题。如何明确历史使命、凝聚力量、
激发活力，是整个作家群需要深思的

问题。
与会作家认为，青年作家成长

在社会大变革时代，知识准备充分、
起点较高、观念开放、视野开阔，具
有较高的创造力和比较丰富的想象
力，但仅仅具有这些不足以成就伟
大的作家。作为为时代立言、为人
民放歌的文化建设者，青年作家还
需要有责任自觉、文化自觉和艺术
自觉，要在乱花迷眼的文化思潮和
价值观念中保持清醒头脑；要继承
人类一切文化的优秀成果，融会贯
通为我所用；要坚持文学创新，在文
学的叙事手段和表现形式上有所突
破，使我省的文学创作水平呈现更
宏大的气象。④4

4 月 25 日起湖南卫视开播的新
节目《花儿与少年》受到众多网友和
电视观众的持续关注，成了今年热议
话题最多的娱乐节目之一，引发了观
众对生活态度和方式的思考。

一个微缩版的现实人际圈

所谓的“花儿与少年”，实际上是
由“武侠影后”大姐郑佩佩、凭《渴望》
出名的二姐张凯丽，“气质美女”三姐
许晴，“国民贤妻”四姐刘涛、“俏皮迷
糊”五妹李菲儿以及“人气偶像”张翰
和“快男”冠军华晨宇两个弟弟组成
五女两男的“欧洲自助旅行团”。他
们卸下明星“光环”，作为普通人开启
一段为期 15 天，从意大利到西班牙

的“囧游之旅”。
“对于节目嘉宾的选择，力图打

造出一个和谐家庭的感觉，那么就要
涵盖 20 岁－ 60 岁这个社会成人群
体，所以就会有每隔 10 年的一个年
龄代差。之外，我们希望他们每个人
有着不同的成长阅历和性格差异，这
个出发点也是基于体现社会人群多
元化的考虑。7 个人到底会有怎样
的化学效应，也是我们所期待的。”总
导演廖珂说。

在节目中，导游张翰首站买巴士
票，就让姐姐们对他的“大男子主义”议
论纷纷。在西班牙首站讨论时，许晴也
因脱队独行被点名批评，好在凯丽及时
化解僵局。节目中冲突和矛盾不断，一
群陌生人在沟通中难免会有摩擦。从

“最操心”的大姐郑佩佩，到“最迷糊”的
华晨宇，被热议的同时，“花少团”每个

成员都被网友说长道短，混搭明星的碰
撞让节目引来更多非议。

“《花儿与少年》能让大家意识到
亲情、友情、沟通的重要性，再现了真
实人性和典型性多元社会关系，这是
节目独一无二的显性特点。”廖珂说，

“现在，大家的集体生活都停留在手
机的APP上，实际上没有真正的集体
生活。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待在一起生活会怎么样。
答案是——还挺好的。”

打开一扇独特的文化之窗

通过镜头，观众领略了欧洲的美
妙风情和浓厚文化历史。在这一层
面上，《花儿与少年》也是中欧文化的
一次积极交流。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打开了

一扇独特的文化之窗，用另一个视角
去了解欧洲的人文景观。”湖南大学
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副院长梅
文慧说。

据总导演廖珂透露，节目在异国
取景拍摄需要得到很多审批，一个国
家就要四五十份审批，意大利、西班
牙两国官方给了很大的支持。“他们
不仅把这次节目的拍摄认为是中国
优秀电视机构与他们的一次有益交
流，更将其视为是国与国之间在文
化、旅游等方面的一次重要的相互促
进。”总导演廖珂说，“节目播出后，西
意两国官方已在筹备‘走进中国·旅
游推荐’活动。”

慎对“说走就走”的旅行

节目中呈现出准备不足、盲目出

行导致的狼狈状况：由于有限的经
费、仓促的准备，7 个大明星甚至会
睡大通铺、2个多小时的路程竟开车
走了 8个小时、一瓶矿泉水要分着喝
等等。旅途中各种遗憾还是让他们
感慨没有吃好、没有玩好，同时也因
为此影响到了旅行的心情。

此外，远在 8000 多公里外的欧
洲固然美不胜收，但似乎给国人的印
象中更多的是欧洲的奢侈消费。对
中国人而言，经费问题还是要认真考
虑，仅仅追求“穷游”会令本应快乐的
旅游变成捉襟见肘的“苦涩之旅”。

湖南省怀化市旅游局文化研究
专家蔡海军认为，自助游一定要在出
发前规划好详细的行程。“说走就走”
的旅行有甜蜜也有苦涩，在丰富阅历
的同时，不要因为旅途中的遗憾破坏
了原有的好心情。④4

由华影公司、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等联合主
办的“那些年，错过的好电影”放映活动第一季 12
日在京开幕。《双旗镇刀客》《那山那人那狗》《红高
粱》3部影片将在全国 350多家影院展映，时间为
一个月。

华影公司执行董事长傅若清说：“电影市场经
过发展，已经到了质的提升阶段，不仅需要商业电
影，更需要经典电影；电影观众不仅要看新电影，
还要看老电影。铁杆影迷的口味也在不断提升，
那些经典的影像值得回味。”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会长明振江说，活动的
持续性可以使更多经典电影从片库走向银幕与观
众见面。

导演何平 1991 年执导的武侠片《双旗镇刀
客》讲述一个少年孩哥为保护媳妇好妹而不得不
杀死流氓及其后台一刀仙的故事，影片风格独树
一帜，与此前和此后的武侠片都有很大差别。

霍建起 1999 年执导的《那山那人那狗》讲
述的是一个 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于中国湖南西
南部绥宁、通道县乡间邮路上的朴素感人故事，
表现出父子间的脉脉温情、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

张艺谋 1987 年执导的《红高粱》改编自莫言
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
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④4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20多位来自辉县市红领巾小
记者团的孩子们日前走进省美术馆少儿美术体验区，在
省美术馆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行了一场“正与反的神奇
——河南省美术馆少儿版画体验之旅”。

省美术馆结合自身的馆藏特色，以版画为主题，将刚
启动不久的美术馆少儿美术体验区打造成了一个欣赏和
体验版画的小天地。省美术馆公共教育部的彭晓雷老师
结合美术馆内的馆藏资料为孩子们讲解版画的创作方
法、艺术特点以及历史发展，并带领孩子们进行现场版画
创作，半个小时之后，一幅幅生动的作品在孩子们手中陆
续诞生。

看着自己的作品展示在河南省美术馆少儿美术体验
区内，孩子们既高兴又满足。省美术馆的工作人员说，希
望通过本次活动，除了给孩子们送去快乐，还能让他们得
到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一颗感受艺术的心灵、一种通过艺
术表达内心的方式。④4

本报讯 （记者王 映 通讯员马鹏宇 王世勇）孝道
文化题材拍成微电影。6 月 14 日上午，清丰县电影院
内座无虚席，近千人在这里观看以清丰孝道文化为题
材拍摄的微电影《七彩梦》，现场不时有人擦去眼角的
泪花。

清丰县孝道文化底蕴深厚，孝道美德扎根于民，从上
古时期舜帝“孝感动天”，到因唐代大孝子张清丰的事迹
取县名并沿用至今，更有“割肉孝姑”、“万里归亲”、“赵氏
孝子坟”等千古佳话。每一件感人至深的孝行事迹，都是
清丰人孝风、孝俗、孝行的体现，因此，清丰被称为中国孝
道文化之乡。

据介绍，《七彩梦》是一部由武打演员王洪祥主演，清
丰本地群众参与拍摄的亲情教育追梦题材的“孝文化”新
媒体电影，讲述了一个追求幸福的三口之家努力追逐梦
想的故事。④4

本报讯 （记者刘 洋）“‘贱内’不能与‘夫人’混用、
‘淑女’不等同于‘美女’。”上周末，在漯河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举行的“我们为什么会犯错”国学专场讲座上，著名
历史作家、河南大学教授郭灿金为莘莘学子澄清了许多
被误读的文史知识。

讲座中，郭灿金为师生们详细讲解了哪些国学常识
经常被误用、为什么会犯错以及如何避免犯错，如“忘年
交”不能随便使用、乱说“哇塞”伤风雅、“万人空巷”坑万
人、“慈母”曾是伤心事……翔实、接地气的语言在传播传
统文化的同时，也使现场笑声阵阵。

郭灿金表示，汉语是流动的，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
化的。但词语的形成有渊源，有特定的用法和色彩。只有
了解古老灿烂的文化，才能正确表达，不至于在说话写文章
时闹出笑话。今天的年轻人需要补上国学常识这一课。

演讲结束后，郭灿金还签售了自己的新书《中国人最
易误解的文史常识》。该书曾于 2007年出版，成为当年
的行业畅销书。此次再版，郭灿金对原书进行了修订完
善，增添了三分之一的内容，并收入将近 300条中国人不
可不知的文史常识。④4

本报讯 （记者刘 洋）6月 16日，记者从中华宋庆龄
国际基金会、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获悉，备受瞩目的“庆
龄枫叶奖”在郑州颁出，我省老艺术家毛爱莲、吴韵芳、郭
惠兰获得该奖。

“庆龄枫叶奖”旨在表彰活跃在海内外为传承与发展
祖国优秀民族文化艺术而作出突出贡献且艺龄在 50年
以上、具有传承人资格的华人艺术家。毛爱莲、吴韵芳、
郭惠兰 3位老艺术家不仅每人获得 10万元奖金，还受聘
为中华宋庆龄国际基金会艺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越调“毛派艺术”的创始人毛爱莲八旬有余，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被誉为“越调皇
后”，代表剧目有《无佞府》、《白奶奶醉酒》、《火焚绣楼》
等；京剧表演艺术家吴韵芳先后受教于碧艳芳、尚小
云，代表剧目有《红娘》、《玉堂春》等；豫剧表演艺术家
郭惠兰年近七旬，自幼受教于豫剧大师崔兰田，她丰富
并推动了崔派及豫剧声腔、表演艺术的发展，代表剧目
有《陈三两爬堂》、《三上轿》等。

据悉，此次颁奖结束后，“庆龄枫叶奖”将移师其他省
份以及港澳台地区进行表彰。④4

“庆龄枫叶奖”在郑颁出
老艺术家毛爱莲、吴韵芳、郭惠兰获奖

河大教授
走进漯河高校讲国学

清丰孝道文化拍成微电影

美术馆里学版画

在伟大的时代中创造灿烂的文学
河南作家创作会议召开

□本报记者 刘 洋

明星真人秀《花儿与少年》走红
生活态度与旅行须知最受关注

□新华社记者 张 涛 明 星

为期 7天的第六届太极文化节日前在驻马
店市正阳县落下帷幕，10万人在这块地处淮北
平原的土地上感受了魅力无穷的太极文化。

面对全县 15万人同练太极的盛况，国内外
众多专家学者连连惊叹“没想到”，纷纷赞叹正
阳县是“典型的太极文化之乡”。酷爱太极文化
的同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刘强还欣然受聘
为该县袁寨乡一所国内规模最大、以太极拳为
教学特色的农村学校的名誉校长。

这一切并非一日之功。从 2008年开始，正
阳县将普及太极拳作为一项利民惠民工程打
造，通过习练太极拳提高正阳县人的品位和身
体素质，并将太极拳的培训、练习、表演、比赛作
为全县各学校丰富校园文化的一项重要工程来
抓，在小学三年级以上学生和全县教师中利用
每天的“阳光体育一小时”推广太极拳，在全市
第一个把太极拳纳入中招体育考试。目前，正
阳县中小学中有 10万名学生习练太极拳，这么
大的规模在全国并不多见。

“举办太极文化节旨在以此为平台，更好地
推广、弘扬太极文化，为群众送去健康和精神文
化大餐，为家乡经济建设尽绵薄之力。”活动发
起人、从正阳走出去的太极名家王大春道出了
太极文化节的终极目的。而王大春也是太极文
化在正阳县如火如荼开展的领头人。出生于该
县袁寨乡的王大春痴迷太极，事业有成后投资
3000多万元在家乡创办太极协会、太极山庄和
文武兼修的学校。“我决心用 10 年时间将正阳
县建成全国太极文化之乡，让太极拳惠泽更多
的家乡人。”王大春说。

在全县的共同努力下，正阳太极文化节正成
为正阳县乃至全国太极文化界颇具影响的盛会。
从 2009年起，太极文化节一年比一年规模大，太
极“四大金刚”或亲自参加或派大弟子参加文化
节，内容也在太极名家表演、太极拳比赛的基础上
增加了吴桥杂技、安徽民间小调、豫剧表演等。此
外，太极文化节从刚开始仅限于正阳县逐步辐射
到其他省市，福建、湖北、广东等地客商借参加文
化节前来正阳观光、考察，寻找合作的契机。“正阳
县太极文化节吸引了国内众多太极名家、客商，正
成为正阳的一张新名片。”该县相关负责人说。

太极名家陈正雷、陈照森以及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教授韩建中等在参加太极文化节后，不
约而同地说出了同样的话语，认为“正阳太极文
化热全国少见，作为新兴的太极文化之乡名不
虚传”。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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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分类信息

郑州大有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拟变更称为郑州大
有投资公司。凡涉及我公
司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
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提
交相关证明材料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核查登记手
续 。 接 受 社 会 监 督 电 话
0371-67179822。

变更公告

遗失声明

▲淇县粮食局检验检测中
心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
失，证号：06138225X，声明作废。

▲赵战强全国职称外语
等 级 考 试 成 绩 单（ 编 号
01763594）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新众达建筑安装
有限公司王好杰二级建造师
注 册 证 遗 失 ，证 号 豫
241070807694，声明作废。

端午节期间，正值获嘉县公安局大新庄派出所户籍民警
孟娜轮休，她暗自庆幸，多年来终于可以有一次和家人一起
吃粽子的机会。

然而，一大早她却接到了辖区群众的电话：“警察同志，
我在深圳打工，端午节回家收麦子，在网上订购了返程火车
票，取票时发现身份证丢了，麻烦你帮帮忙吧。”电话的一端
透露出焦急万分。孟娜二话没说，起身赶往 20公里外的派出
所，心里盘算着：1600多公里比起 20公里，挺值得！

20多分钟后，孟娜赶到派出所，核对信息、采集照片，打
印证明，一气呵成。“行了，祝你一路顺风！” （浮海岩）

户籍警孟娜的端午节 拍卖公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定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上午 10 时在本公司拍

卖厅依法公开拍卖位于郏县城老安良路口北 30米路西土地使用权
一 宗 ，土 地 权 证 编 号 为 郏 国 用 [2014]第 140035 号 ，土 地 面 积 约
3873.60平方米。

有意竞买者应于 2014年 7月 14日 16时前将 50万元保证金及履
约保证金 200万元汇入拍卖人指定账户（以实际到账为准），然后持
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办理竞买手续，若竞买不成功保证金 7个工作日
内全额无息退还。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起至拍卖会前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人电话：0375—2206358
拍卖人地址：平顶山市新华区中兴路北粮食局五楼
工商监督电话：0375—2588126

河南得正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7日

《红高粱》等老电影将再现全国银幕

《《那山那人那狗那山那人那狗》》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