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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程 梁）2月 6
日，村民董娜把她家的七八万件
中国结产品全部销售一空，获得
了年三十多万元的利润。在夏
邑县火店镇，被称为“中国风”
的手工艺品生产已形成一个支
柱产业，年出口创汇 2000 多万
元。

红红的宫灯、旗穗、中国结
由于传承和体现了中华民族传
统的审美元素，所以被称为“中
国风”产品，具有“中国风”产品
生产传统的火店镇被命名为“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近年

来，火店镇的民间艺人不断进行
技术和造型创新，以满足市场需
求。以董娜为例，她的中国结目
前已开发出手编结、板结、串联
等三大类几十种产品。

象征喜庆、吉利的“中国风”
产品在春节前迎来销售旺季，也
成 就 了 火 店 镇 的 一 个 支 柱 产
业。据该镇党政办主任赵清华
介绍，目前该镇从事这种传统工
艺品生产的家庭作坊和小型企
业达 8000家，实现年产值近 8亿
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
等地。④4

本报讯 （记者刘 洋）聆听
故乡故事，重拾温馨记忆。2月
7日，由河南文艺出版社主办的

“2015新春乡情朗诵会”在郑州
举行。与以往的诗歌朗诵会不
同，此次朗诵会诵读的全是著
名作家的散文。

来自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
播音员、主持人用富有磁性的
声音，为现场观众朗诵了李佩
甫、刘庆邦、史铁生、阎连科、乔
叶等著名作家的乡情散文。这

些出自小说家的散文展现着作
家对故乡浓烈的怀念之情，而
诵读这种方式也如涓涓细流滋
润着观众的心田。

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崔向
东认为，此举不仅开拓了一种
新的阅读形式，更能让观众通
过这些文字，从另一个侧面了
解 小 说 家 的 内 心 世 界 。 在 散
文 里 ，小 说 家 是 藏 不 住 的 ，他
们把自己和盘托出，与最真实
的灵魂照面。④4

本报讯（记者王晓欣 实习
生陈 雷）“‘送马年春花融白雪，
迎羊岁喜鹊闹红梅’、‘五羊争献
瑞，万马喜留春’……这些对联
写得真好。”2月 6日的新郑市孟
庄镇社区，排队领春联的百姓对
春联赞不绝口。

在孟庄镇社区为群众免费
写春联的，包括河南省美术馆
馆长化建国，还有武庆平、周斌
等 一 批 书 画 家 。 羊 年 春 节 将
至，省文化厅联合省美术馆开

展“文化下基层，温暖送寒冬”
活动，组织书画名家为群众免
费写春联，给群众送去新年祝
福。

化建国说：“贴春联是中国
过年的民俗，体现着百姓对生活
的热爱、祝福和向往。我们这次
组织开展免费写春联活动，就是
要让百姓的年味儿多些文化味
儿、传统味儿。”

据悉，“文化下基层”活动过
年前还将举办几场。④4

第 65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2
月 5 日拉开帷幕。电影节开幕
第三日，危地马拉电影《火山下
的人生》和法国电影《女仆日记》
带领观众一起走进年轻女性视
角，引发人们对特殊环境下女性
命运的思考。

“极端情况下的女性”和“民
族身份认同”是柏林电影节导演
迪特·考斯里克对今年电影节两
大主题的阐述，而 7 日首映的

《火山下的人生》正是对此最好
的诠释。

《火山下的人生》是导演杰
罗·巴斯塔曼特的长片处女作，
首次角逐金熊奖。影片将观众
带进危地马拉火山脚下一个远
离现代文明的村庄，在那里，人
们的命运似乎早被长期坚持的
信仰和传统定格。影片的女主
角是一名 17 岁少女，她一直向
往着“火山另一边的世界”，并试
图掌握自己的命运，却最终无力

逃出命运的枷锁。巴斯塔曼特
本 人 成 长 于 危 地 马 拉 火 山 脚
下。为拍摄《火山下的人生》，巴
斯塔曼特再次返回家乡，在近距
离观察当地人目前的生活状况
后，他感受到当地妇女与其女性
长辈所坚守的礼仪之间的特殊
联系。

同样无法逃出命运束缚的
还有影片《女仆日记》中由法国
女星蕾雅·赛杜饰演的塞莱丝迪
娜。这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
影片讲述了 19 世纪晚期，一位
年轻女仆为法国一个富人家庭
工作的所见所闻，及其为摆脱奴
役生活所做的种种努力。影片
借助塞莱丝迪娜的人生悲剧对
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虚伪发出
了嘲讽之声，同时引发人们对当
代社会问题的思考。

本届柏林电影节将于 15日
闭幕，14日揭晓“熊”落谁家。④4

（据新华社电）

第 67 届美国导演公会奖 2
月 7 日晚在洛杉矶揭晓。凭借
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等 9 项提
名领跑奥斯卡的影片《鸟人》导
演兼编剧亚历杭德罗·冈萨雷
斯·伊尼亚里图获导演公会最佳
剧情片导演奖，这意味着他 18
天后最有可能赢得奥斯卡最佳
导演奖。

如能得奖，他将成为继《地
心引力》导演阿方索·卡隆之后
又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的墨西哥人。

伊尼亚里图被誉为墨西哥
“电影三杰”之一，是第一个被美
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以及美
国导演公会提名最佳导演，也是
第一个拿到戛纳电影节最佳导
演奖的墨西哥籍电影人。此次，
伊尼亚里图击败克林特·伊斯特
伍德（《美国狙击手》）、韦斯·安
德森（《布达佩斯大饭店》）、理查
德·林克莱特（《少年时代》）和莫
滕·泰杜姆（《模仿游戏》）等强有
力的竞争对手，一举夺魁。

伊尼亚里图 1963年出生于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23 岁开
始学习电影，1991 年组建了自
己的电影公司，从事编导电影、
短片、广告和电视节目等，该公
司也逐渐发展成墨西哥最具影
响力的制作公司之一。

《鸟人》是伊尼亚里图拍摄
的首部黑色喜剧幽默片，讲述一
位过气演员试图通过一部舞台
剧重获成功的故事。《鸟人》聚焦
演员本身，挖掘了演员和表演深
层的意义。拍摄《美国 X 档案》
的好莱坞英国导演托尼·凯耶 7
日告诉记者，“说实话，第一遍看

《鸟人》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
感觉，但第二遍之后，我越来越
喜欢这部影片，它让人感到真
实、透彻。”

美国导演公会奖被誉为奥
斯卡最佳导演奖最可靠的风向
标之一。在此奖 66 年历史中，
仅有 7 次获奖导演未同时获得
奥斯卡最佳导演奖。④4

（据新华社电）

新春临近，我省文艺界生机盎
然。6 天时间里，一场由省委宣传
部、省文联、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联
合主办的“百花回报沃土——2015
年河南省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文化进万家主题实践活动”
为全省各地的基层百姓送去了党
和政府的关怀，让基层群众在冬日
感受到了文化暖阳。

文艺演出要走下去

2月 6日，郑州市经开区的中铁
工程装备集团盾构机生产基地里
一片热闹景象。奋战在生产一线
的工人放下手中的工作，集中到基
地中的一块空地上，激动地等待着
演出开始。

“来了！来了！”随着演员们步
入场地，工人们纷纷站起来鼓掌欢
迎这些平日里只能在电视里见到的
熟悉身影，而艺术家们也不停地向
工人们鞠躬致敬。就在大型钢铁机
械前面，著名戏曲演员李树建、杨帅
学、杨红霞带来的戏剧选段让戏迷
过足了瘾；歌唱家陈静、黄惠惠以及
河南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演唱的歌曲
演变成了全场大合唱；范军、唐满意
表演的相声《说学逗唱》把观众逗得

前仰后合；郭民演奏的二胡《战马奔
腾》、董世英吹奏的《打虎上山》和

《西班牙斗牛》则让工人们领略了民
乐的魅力……

曾经跟随下基层小分队赴兰
考、邓州等地演出的著名豫剧表演
艺术家、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感
慨地说：“在剧场里演出，观众是有
数的；而走到广阔人民中演出，收
获是无数的。文艺演出应该坚持
走下去，走到最基层的人民中，只
有人民才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衣
食父母。”

艺术之根要扎下去

除了为基层群众送去文艺产
品，此次活动还凸显着文艺扎根基
层的理念。2月 3日，河南省书协组
织书法家赴邓州市裴营乡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移民新村，为当地 75岁
以上老人送去了书法家精心创作、
装裱精美的 24幅“福”、“寿”书法作
品，现场为村民们书写春联，并对
当地书法爱好者进行指导。

而在兰考焦裕禄小学，艺术家
们不再单纯为孩子们表演节目，而
是义务当起了艺术老师，向他们讲
授、普及艺术知识。据了解，由于师

资力量不够，这里的很多孩子从小
没有接触过戏曲、音乐、舞蹈、书法、
美术等课程，对艺术的渴望使他们
在跟随艺术家们学习时迸发出了极
大的热情。很多艺术家纷纷称赞有
些孩子具有艺术天赋，稍加培养，艺
术之花将在孩子们的童年盛开。

“ 文 化 下 基 层 不 能 只 刮 一 阵
风，而是要把文化的种子种在基
层、种在人民心中。只有这样，文
艺的根才能深深地扎在基层，汲取
营养和力量，发挥‘以文化人’的功
效。”省文联党组书记吴长忠说。

为民精神要传下去

此次实践活动不仅是一次文
艺下基层的文化活动，对每一个参
与其中的人来说，无论是艺术家
们，还是跟随团队跋山涉水进行报
道的媒体，以及后勤服务人员，都
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在兰考，艺术家们在焦裕禄纪
念馆祭拜、瞻仰，又到焦桐园追思、
感悟，再到兰考县行政服务中心，实
地感受新时期人民公仆的风貌，更
深刻地理解着“为人民服务”的精
髓；而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新
村，听着乡亲们对故土的思念，感受

着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在
场的所有人都被感动了。参与此次
拍摄的河南电视台导演庄园对记者
说：“现场很多老乡都希望经常看到
精彩的演出，让我们不要忘了他们，
听到这些我们的眼眶都湿润了。无
论是从事任何职业，为人民服务的
精神一定要坚持下去。”

乡野撷芬芳，酿蜜谢沃土。每
位参与此次活动的艺术家们在接
受 采 访 时 都 会 提 到 四 个 字 ：“ 幸
福”、“责任”。艺术离不开人民，百
花回报沃土是幸福之事；艺术源于
生活，艺术奉献人民是应尽之责。
演出虽有完结，但文化为民永不落
幕。④4

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音乐
剧版的《聂小倩与宁采臣》和电影
的味道大不一样，真的很精彩。”2
月 7 日，当音乐剧《聂小倩和宁采
臣》的最后一场演出在河南艺术
中心拉上帷幕时，剧场内掌声经
久不息，观众点赞不已。

由著名作曲家三宝、著名编
剧关山联合制作，韩红献唱主题
曲《贪念》的音乐剧《聂小倩与宁
采臣》，与相同题材的电影、电视
剧以及话剧作品相比，没有简单

复述《聊斋志异》原故事，而是将
故事锁定在聂小倩与宁采臣的情
爱发展脉络中，叙事环环相扣、张
力十足，通过歌舞、对白等多种方
式诗意地呈现给观众一个凄美的
悲剧故事。

三宝介绍，音乐剧《聂小倩与
宁采臣》运用了京剧、民间小调和
极具东方色彩的音乐表现方式，
在保留传统精华的基础上，突破
了古装戏剧的表现手法，展现出
人物角色复杂的内心世界。为

此，他们专门请来一位京剧老师
辅导演员。但剧中的京剧元素并
不是唱京剧，只是利用了京剧的
一些动作。他说：“我想做有中国
气质的音乐剧，而不是模仿百老
汇音乐剧。”该剧全程由现场乐队
演奏，拒绝伴奏带，保证了演出的
真实与生动。

为期两天的演出中，观众反
响强烈。不少观众表示，期待郑
州多一些高水平的音乐剧和舞台
剧，带给人们更多美的享受。④4

刘德华加盟央视春晚的消息，让
无数喜爱他的歌迷激动不已。央视春
晚剧组日前发布消息，透露刘德华将
在羊年春晚上演唱新歌《回家的路》，
并希望这首新歌成为人们回家征程上
心灵的慰藉。

据介绍，阔别春晚舞台多年后的
刘德华再度归来，将登台独唱一首深
情款款的《回家的路》。因这首歌曲完
美契合了羊年春晚“家和万事兴”的主
题，也应时应景地描绘出中国人“回家
过年”的集体情绪，春晚剧组选择了

《回家的路》作为 2015 年央视春晚预
热宣传曲。

“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
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
哭。”这首歌的歌词由刘德华本人操
刀，饱含着人生哲理。

羊年春晚歌舞类节目导演王公冠
说，在日常生活中，刘德华就是一个重
视家庭的“顾家好男人”，他 1998年就
曾经参与创作并演唱过歌曲《回家真
好》，并发行了同名专辑。《回家的路》
这首歌再次主打“家”的温情牌，和今
年春晚的主题“家和万事兴”一脉相
承，非常适合在除夕夜进行表演。

刘德华此前多次在春晚演唱歌
曲，许多歌曲都成为经典，《心中常驻
芳华》《忘情水》《大中国》《恭喜发财》
等都是传唱至今的不朽金曲。④4

（据新华社电）

“孩子们，叔叔阿姨们来看
你们了！”2月 7日，听到省越调
剧团团长、著名越调表演艺术
家申小梅的一声亲切呼唤，临
颍县窝城镇司庄村凤梅小学的
孩子们纷纷拥出教室，将申小
梅一行团团围住。

这已不是申小梅与社会爱
心人士第一次看望这些孩子
们，因此大家非常熟络。从叔
叔阿姨们手中接过水果、面包
以及书包、文具盒等食品和学
习用品后，孩子们高兴地向这
些爱心人士鞠躬表示谢意。“别
着急，还有新衣服呢。”申小梅
一边说，一边拿出了为孩子们
定做的全新校服。这一下，孩
子们高兴坏了，急忙穿在身上
试来试去。

穿着新校服的孩子们站在
叔叔阿姨们面前显得格外漂
亮，他们的笑脸也感染着现场

的每一个人。申小梅对孩子们
说：“有什么困难就找叔叔阿
姨，叔叔阿姨一定会帮助你们
上完学。你们一定要努力读
书，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望着这座由恩师申凤梅大
师捐资兴建的学校，申小梅感
慨地说：“这所学校是恩师留给
家乡的最重要的遗产。你看，
校名还是由王光美同志题写
的。教室和大门前几年被爱心
企业家修葺一新，又购置了篮
球架、乒乓球案等教学设施，越
来越像样了。”

听说申小梅来了，村里很
多老戏迷早都在校园里等着
了，他们纷纷喊着“唱一段吧。”
申小梅毫不犹豫地说：“没问
题！为乡亲们唱戏，唱多少我
都不嫌多。”随即，她就站在路
上为乡亲们和学生们演唱了

《收姜维》《大明朱元璋》等剧中
的经典唱段。寒风中，大家的脸
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④4

火店镇做大
“中国风”工艺品产业

“2015新春乡情朗诵会”举行

书法家免费为群众写春联

柏林电影节
关注女性命运

《鸟人》导演
赢得美导演公会大奖

百花回报沃土 文艺扎根人民
□本报记者 刘 洋

艺术家走进基层演出，受到群众欢迎。

本报讯 （记者刘 洋）提起
风靡全国的豫剧《朝阳沟》，大
家都会想起“朝阳沟之父”杨兰
春。其实，《朝阳沟》的成功还
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
是与杨兰春并肩战斗的我省著
名戏剧导演许欣。2月 8日，许
欣最新著作《戏曲现代戏探索》
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首发，来自
全省戏曲界、理论界的专家学
者以及豫剧《朝阳沟》的新老演
员齐聚一堂，回顾河南豫剧院
三团的历史，展望戏曲现代戏
的未来。

与会专家认为，豫剧《朝阳
沟》搬上舞台 57年来，虽然时代
和观众审美都在发展、变化，但
该剧常演不衰的最主要原因是
演到了人民心里去，而做到这一
步必须真正深入生活。因为深
一点就真一点，观众就相信一
点，效果就强一点；而浅一点，就
假一点，观众就不信更不爱看。

在豫剧现代戏发展的过程中，以
杨兰春、许欣等为代表的豫剧工
作者常年深入最基层，搜集生活
经验，丰富创作素材，在火热的
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做到“心
中有人笔下活，内在有情笔下
灵”。这些豫剧前辈甚至在提笔
写剧本前，脑子里已经搭好了舞
台，要让老百姓能听懂、能看
懂。剧本写成后，还会找一个同
志给他念念，让他听听顺不顺。
他们一切以人民群众为重的戏
曲创作理念值得当代戏曲工作
者学习。

见到如此多并肩战斗过的
“战友”，85 岁高龄的许欣十分
感慨。他说：“戏曲工作者要经
常到农村去，因为生活是我们
艺术生命的主体。凡是有良心
的艺术家，总要把自身的前途
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
系在一起。人民接受了自己的
作品，才是艺术家的幸福。”④4

生活是现代戏创作的源泉
许欣《戏曲现代戏探索》研讨会举行

越调名家希望小学送温暖

□本报记者 刘 洋

三宝关山联合制作 韩红献唱主题曲

音乐剧《聂小倩与宁采臣》
郑州上演

刘德华再登央视春晚舞台
演唱《回家的路》，表达国人“回家过年”集体情绪

音乐剧《聂小倩与宁采臣》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