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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2日，记者在驻马店西平县看到，集
祭祀、观光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嫘祖文化苑
主题工程已经完工。

举办嫘祖祭奠、以嫘祖诞辰申报“中国母
亲节”……倾力打造“嫘祖故里”品牌的西平
人说，敬嫘祖，是为了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祭奠传承文化认知

翻开初一历史课本，很多人都知道：黄帝
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的妻子嫘
祖发明了养蚕抽丝技术，使人们告别了赤身
裸体的荒蛮时代，被誉为“人文女祖”。

西平人为身居“嫘祖故里”而自豪。当地
有许多与嫘祖相关的传说、习俗等遗存：西平
民间有农历三月初六、小满节祭祀嫘祖的风
俗；吕店乡董桥村相传为嫘祖诞生地和始蚕
地，这里建有嫘祖庙……2007年 7月，西平县
被中国民协批准为“嫘祖文化之乡”。

2006 年，西平县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历

史、民俗、音乐等方面的专家，挖掘、整理出几
近灭绝的《嫘祖祭奠》词章和乐谱。2008年以
来，西平县已连续举办了 7届嫘祖故里拜祖大
典，大典分为“迎神”、“上香”、“上供”、“祭
拜”、“献舞”、“送神”六章，程序规范而不繁
杂，乐舞粗犷而不失庄严。该祭奠后来被列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平县文化馆馆长陈向阳说，嫘祖祭奠
体现的是文化认知和情感归属：它告诉后代

“我们从哪里来”，承载着嫘祖家乡老百姓对
先祖的尊崇和浩浩功业的颂扬。

产业拼接文化品牌

在 2011年第七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上，西平县签约了嫘祖文化苑建设项
目。

嫘祖文化苑目前已露出倩影。该项目占
地约 300 亩，投资 1.45 亿元，包括可容纳 500
人的多功能演播厅、嫘祖广场、嫘祖像、嫘祖

殿、丝苑、锦苑、念祖湖、音乐喷泉、农耕文化
体验区等，是一个集寻根拜祖、文化展示、旅
游体验、产业窗口为一体的综合园区。

西平人不断拉长“嫘祖产业链”。当地企
业不仅开发出“嫘祖酒”，而且在国家传统纺
织品研究协会的支持下，开发出以“嫘祖锦
尚”为商标的多品种老粗布纺织品。

西平县县委书记聂晓光说：“嫘祖文化苑
的建设不仅给国内外华人前来寻根问祖创造
了条件，而且成为一项提升西平城市形象的
工程。通过产业拼接，打造嫘祖文化品牌，我
们将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软实力。”

“母亲节”寄托文化自信

提起设立“中华母亲节”，长期从事嫘祖
文化研究、倡导设立“中华母亲节”的西平县
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吴双全说：“原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曾经题词‘中华民族

之母——嫘祖。’我想，既然美国有历时 98年
的母亲节，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为什么不
能有自己的母亲节呢？”

2012 年，西平县向全球华人和炎黄子孙
提议，以农历三月初六嫘祖诞辰日为“中华母
亲节”。2013年 4月 14日，西平县委、县政府
主办的“中国·西平首届中华母亲节研讨会”
召开，中国民协节会委员会主任、中华母亲节
促进会会长李汉秋等专家出席。专家们说，
出自嫘祖之后的姓有 172 个，约有人口 10.5
亿，占全国人口的 80%以上；史载五帝中的颛
顼、帝喾，都是黄帝和嫘祖的后代。会议认
为，母亲节应该流淌着自己民族文化的血液，
承载着自己的民族精神，无论是在血缘上，还
是在植桑治衣的功劳上，嫘祖理应被尊为“中
华之母”。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吴双全
说，目前西平县正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
设立“中华母亲节”，争取使西平成为“中华母
亲节”的始源地。④4

本报讯 陈可辛的经典影
片《甜 蜜 蜜》将 继《一 代 宗 师
3D》和《功夫 3D》后在内地重
映。发行方光线影业日前表
示，影片正在推进当中，上映日
期还未确定。

《甜蜜蜜》曾于 1996 年在
香港公映，堪称上世纪 90 年
代的经典爱情之作。故事讲
述 了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黎 小 军

（黎明饰）来到香港讨生活，并
与同样从内地到港讨生活但
避讳谈自己身份的李翘（张曼
玉饰）结识，因为共同喜爱邓
丽君，两个孤独异乡人之间产
生了真爱。

《甜蜜蜜》曾获第 16 届香

港电影金像奖 9 项大奖、台湾
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美国
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等
奖项，1997 年被美国《时代周
刊》评为年度全球十大佳片第
二位。

2013 年，陈可辛的“我们
制作”公司曾与华纳兄弟联手，
邀请意大利一家著名电影拷贝
修复公司对《甜蜜蜜》的胶片拷
贝进行修复。当年 9 月，修复
版《甜蜜蜜》在威尼斯电影节经
典单元展映，当时陈可辛也透
露，希望让内地影迷在大银幕
上重温《甜蜜蜜》，“十几年前的
故事，拿到现在看，其实会有更
多的理解。”④4 （文娱）

“15年前《国画》出版时，可以说是一夜
风靡。我猜想，我的小说之所以流行，也许
是让人们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真相。”擅长写
官场小说的作家王跃文日前在京谈及新作

《爱历元年》时表示，“我的立意还是想让它
成为一部说真相的书。”

长篇小说《爱历元年》透过一对知识分

子夫妻的家庭、婚姻及情感生活，梳理和回
望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社会世相的种种变
迁。小说通过对人性心理的深层探索，勾
勒出中国社会世情百态的酸甜苦辣，是一
部深入人心又兼具社会容量的长篇力作。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评论家李敬泽
认为，从《国画》《漫水》，到《爱历元年》，读

者看到了王跃文的丰富性，期待他能持续
致力于书写生活之真和人性之痛，创造出
更多文学精品来。

王跃文是一位涉及题材多样、创作面貌
多元的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
事》《大清相国》等。2014年，他的中篇小说

《漫水》获得鲁迅文学奖。④4（据新华社电）

畅销书作家张嘉佳日前
在 京 宣 布 ，他 自 己 编 导 的 爱
情电影《摆渡人》将于近期开
机。

影片由王家卫监制，梁朝
伟主演，讲述一个独立又充满
侠气的都市女孩小玉痴情暗恋
画家马力的故事。

张嘉佳 2005 年出版首部
长 篇 小 说《几 乎 成 了 英 雄》，
2010 年首次担任电影编剧的

《刀见笑》获得第 48 届台湾电
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提名，

2014 年 7 月起担任江苏卫视
《非诚勿扰》现场点评嘉宾。他
创作的包括《摆渡人》在内的

“睡前故事”系列在网络上拥有
广泛的读者群。

张嘉佳说，所谓“摆渡人”
的寓意就是解救每一个为爱迷
茫的人，希望梁朝伟的演绎传
递出故事中的淡淡忧伤和浓浓
暖意，在这个动不动就“再也不
相信爱情了”的时代，告诉大家
关于爱的真谛。④4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在真人秀节目火
热的当下，这档节目专为老年人打造，为老年
人提供了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非常好。”1月
14日，在国内首档中老年音乐真人秀《金色好
声音》决赛录制现场，评委杨洪基对探班的记
者说。

由省老龄办和河南卫视联合打造的《金
色 好 声 音》，参 赛 者 是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50
后”、“60 后”音乐爱好者，三位导师分别是著
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甜歌皇后李玲玉、著
名歌手林依轮。从乐坛隐士到民间高人，全
国层层遴选出的多才多艺中老年选手的不老
传奇和励志故事在舞台上呈现：不识谱的 70
岁“山东阿宝”李相银，一曲天籁般的《天下黄
河九十九道弯》震惊全场；微博走红的 75 岁

“最美理发奶奶”于红芝玩转花腔；上世纪 80
年代力压韦唯的上海歌后金炜玲惊艳复出献
唱……舞台上这些古稀之年的老唱将们展示
着音乐新态度，他们不仅轻松驾驭美声和民
歌，更霸气抢摊“90后”地盘，说唱、嘻哈在“50
后”的全新诠释下被彻底颠覆。

亲子家庭、户外探险、婚恋情感，在这些综
艺节目大行其道的今天，《金色好声音》别开生
面，将电视话语权缺失的“50 后”推到荧屏
前。导师杨洪基认为，老年人也要有梦想，“和
国内大热的《中国好声音》相比，《金色好声音》
一点也不逊色，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让老年人老
有所乐，给老年人提供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

歌手林依轮说，《金色好声音》非常温暖、
温馨。甜歌皇后李玲玉说，节目中的真情流
露随处可见。相比年轻的选秀歌手，这些中
老年人参加比赛的目的是为了快乐，没有功
利心。④4

作为中国第一档导演竞技电视节目，旨在
挖掘电影新人的“中国影响力”青年导演剧情
短片创作季“十强突围赛”将于 1月 16日起在
央视电影频道播出。24位青年导演将在 6期
节目中竞争 10 强席位，争夺总额千万元拍摄
基金。唐季礼、胡玫、冯小宁分别担任导师。

据主办方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频
道节目中心介绍，创作季自 2014年 8月启动以
来，吸引近 100 位华语导演报名参赛，在随后
的 5个多月中，经过笔试、面试、作品审核等环
节初选，以及集训营、多轮淘汰赛，有 24 位导
演进入 10强赛。

创作季总策划、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教授
赵宁宇说，为真实考察青年导演的现有水平和
发展潜质，24 位选手的“十强突围赛”采取了
紧张刺激的限时模式，例如要在 1分钟内根据
电影剪辑片段即兴讲述一个新的故事；根据 1
分钟电影配乐描述画面；给出命题，限时完成
构思、挑选演员、道具、说戏、排练，然后面对评
委公开表演；限定资金，短片实拍，有什么能
力、能调动什么资源，用作品说话；项目阐述，
制片人、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录音、演员 17
位评委和观众共同打分。

评委包括导演翟俊杰，演员娜仁花，录音
师陶经，美术指导曹久平，摄影师赵小丁，音乐
人舒楠，编剧任宝茹、高璇等。

“每一位青年导演，在紧要关口的考验中，
人性、素养、性格、特质的大爆发，是这个节目
最有看点的地方。业界大师们的相互较力，更
是节目的有趣之处。”赵宁宇说。

据介绍，节目结束后，产生出来的 10强导
演将每人获得百万元拍摄基金，用以拍摄 10
部“中国故事”主题剧情短片，然后在电影频道
展播，由观众和专家评审团共同打分，最终评
选出创作季“金羽毛”奖得主。④4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记者王晓欣）不仅保留
经典原曲，还将经典新唱注入流行音
乐元素。好莱坞女神卡梅隆·迪亚兹
颠 覆 性 感 形 象 ，在 银 幕 上 大 展 歌
喉……改编自百老汇经典音乐剧《安
妮》的影片《安妮：纽约奇缘》，自 1月 9
日上映以来深受影迷好评，在我省同
期上映的影片中上座率比较高。

经典音乐剧《安妮》承载了许多观
众儿时的记忆，剧中充满希望与正能
量的歌曲“Tomorrow”、“Maybe”等广为
人知。《安妮：纽约奇缘》是由《绯闻计
划》导演威尔·古勒执导，杰米·福克斯
和卡梅隆·迪亚兹等出演的贺岁喜剧
片。影片讲述了拥有乐天派性格的小
萝莉安妮，因“天上掉下个富爸爸”而
发生命运转变的前后生活大比对，谱
写出一个有笑有泪的现代版童话故
事。影片的笑点很密集，杰米·福克斯

和奎文赞妮·瓦利斯扮演的父女相处
时的各种爆笑生活趣事，以及卡梅隆·
迪亚兹大玩颠覆，塑造的刻薄养母雷
人桥段让观众“笑中带泪”。

值得一提的是，《安妮：纽约奇
缘》和同期上映的国产片《重返二十
岁》有异曲同工之妙。两部影片相同
点众多：都是喜剧片、都注重对于亲
情的刻画、都有经典歌曲翻唱。“《安
妮：纽约奇缘》虽然在排片量上不敌

《重返二十岁》，质量却明显‘技高一
筹’。这部影片虽贵为好莱坞大片却
更接地气，没有任何说教意味，在轻
松活泼中展现出安妮在生活道路上
的各种辛酸与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同时点明了‘笑对生活’的人生主题，
可以说是好莱坞喜剧电影的上乘之
作，值得国产影片学习。”一位业内
人士表示。④4

“你发誓会永远爱我，我今
天来就是要你履行诺言。”20
年不能磨灭一个女人极致的爱
情，20 年营造的美好家庭，也
抵不过一场突如其来的到访。
德国当代名剧《旧爱》于 1月 14
日至 18 日在北京鼓楼西剧场
展开了令人战栗的质疑和拷
问。

该剧导演杭程介绍，《旧
爱》讲述了一个带有象征意味
的极端爱情故事：人近中年的
弗兰克一家收拾行装准备搬
迁去新的城市，突然出现在门
外的神秘女人罗米，却要求弗
兰克兑现 20 年前关于爱的承
诺……

杭程说，这是一部探讨什
么是爱情的戏剧，这个戏里没
有报复只有质疑。“什么是真正
的爱情？你价值观里固有的爱
是不是真的爱？剧中角色具有

强烈的象征意味，不仅让人对
爱情产生思考，也能延展到旧
日所爱事物与今日现实之取舍
间存在的永恒困境。”

《旧爱》的编剧罗兰·施梅
芬尼今年 47岁，其作品已被翻
译成 20 多种语言在 40 多个国
家上演，是演出频率最高的德
语当代剧作家。他擅长在作品
中设置不同时空，以此构建平
行世界中的错综关系。作品时
常从诗意的片段或怪诞的事件
切入，具体捕捉剧中人物在社
会里的无所适从与情感上的失
落。

杭程说，《旧爱》只有五个
角色，每个角色象征一种对待
爱情的态度，平静的叙述下不
乏欲望、杀戮和毁灭，对演员
的表演和气质有着很高的要
求。④4

（据新华社电）

张曼玉再坐黎明单车

《甜蜜蜜》将重返大银幕

《甜蜜蜜》剧照

《国画》作者推新作《爱历元年》

王跃文：这是一部说真相的书

王家卫监制 梁朝伟主演

张嘉佳将编导爱情片《摆渡人》

敬嫘祖，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西平县倾力打造“嫘祖故里”品牌

□本报记者 程 梁

记者北京探班《金色好声音》

老年人
也有舞台梦想

唐季礼胡玫冯小宁担任导师

青年导演短片
10强赛登陆央视

第 67届美国导演公会奖入围名单 1月
13 日在洛杉矶揭晓。包括美国老牌导演、
执导《美国狙击手》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在内的 5位导演获最佳故事片导演提名。

除伊斯特伍德外，入围导演还有韦斯·
安德森（《布达佩斯大饭店》）、理查德·林克
莱特（《少年时代》）、莫滕·泰杜姆（《模仿游
戏》）和亚历杭德罗·伊尼亚里图（《鸟人》）。

此次是伊斯特伍德第四次获得导演公
会奖最佳导演提名，1993年和 2005年他分
别凭借《不可饶恕》和《百万美元宝贝》夺得
导演公会最佳故事片导演奖。2006 年，76

岁的伊斯特伍德获得导演公会终身成就奖。
伊斯特伍德 2014 年执导的影片《美国

狙击手》根据前美军海豹突击队队员克里
斯·凯尔同名自传《美国狙击手：美国军事史
上最致命狙击手的自传》改编，此前曾被评
为美国电影学院 2014年度最佳影片之一。

理查德·林克莱特历时 12年拍摄的影
片《少年时代》11 日刚赢得金球奖最佳导
演、最佳剧情类影片和最佳女配角奖。首
次入围导演公会奖无疑为他冲击奥斯卡再
添加一份筹码。

首次入围导演公会奖的还有赢得金球

奖喜剧／歌舞片类最佳影片《布达佩斯大
饭店》的导演安德森和讲述二战密码破译
高手的影片《模仿游戏》导演泰杜姆。

导演公会奖对于墨西哥著名导演伊尼
亚里图并不陌生，此次他凭借《鸟人》一片
第三次入围。2012年他曾凭一条商业广告
赢得广告片类最佳导演。

本届美国导演公会奖定于 2月 7日在洛
杉矶揭晓。美国导演公会奖是预测奥斯卡最
佳导演奖归属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之前，获
得此奖的导演未获得同年奥斯卡最佳导演
奖的情况只出现过6次。④4（据新华社电）

美国导演公会奖入围名单公布
伊斯特伍德第四次获得最佳导演提名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美国狙击手美国狙击手》》海报海报

卡梅隆·迪亚兹银幕展歌喉

《《安妮安妮：：纽约纽约奇缘奇缘》》受好评受好评

展现“旧爱”与“现实”取舍的永恒困境

德国名剧《旧爱》搬上中国舞台

面对气势汹汹的禽流感，专家们总结出了 4条防治建议，
如果大家照章执行，禽流感也就不用怕了。

（1）远离禽鸟：不要吃野禽，避免食用未经煮熟的鸡、鸭，
吃禽肉要煮熟、煮透。与活的禽鸟类保持适当距离，尽量避
免触摸活的鸡、鸭等家禽及宠物如鹦鹉等鸟类，对其粪便分
泌物等尤其小心。

（2）清洁流通：保持地面、天花板、家具及墙壁清洁；使用
可清洗的地垫，避免使用难以清理的地毯，并确保排水道去
水顺畅；利用蒸醋进行室内消毒并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应每
天开窗换气两次，每次至少 10分钟，或使用抽气扇保持空气
流通。

（3）服药：可适当服用一些抗病毒和预防流行性感冒类
药物，如板蓝根颗粒、中草药汤剂等，在抗病毒的同时提高自
身免疫力。板蓝根颗粒在非典中疗效让世界卫生组织惊叹
不已。2007年 10月，白云山和黄中药与钟南山院士共建呼
吸疾病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汇集英国爱丁堡大学、澳门科技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等开展“板蓝根抗病毒研究”国
际课题。初步研究表明，白云山板蓝根颗粒不但对流感病
毒、新型流感变异病毒等十几种病毒具有明显的抑杀作用，
而且还可为正常细胞提供一层保护膜而免受病毒攻击。

（4）注意休息，使自己保持较好的精神和身体状态。并
注意营养平衡，为抗击病毒提供营养和能量。

战胜禽流感的四大要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