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2 日播出的“出彩中国
人”节目中，一组来自郑州的特
殊选手让评委范冰冰、蔡国庆泪
流满面、言语哽咽。由郑州师范
学院聋哑舞团演出的舞蹈《妙手
生花》让评委们发出了“媲美甚
至超越《千手观音》”的评价。

舞台下，一位中年男子无语
凝噎。他就是这部作品的编导
赵力民。“花无声，是我们不懂花
的语言。手语如花，表达的是他
们想说、想喊、想唱，又需要我们
理解的渴望。”赵力民说。

用手语创造舞蹈

《妙手生花》中，聋哑少年全
部身着黑色纱裙，每双手上鲜红
的长手套格外显眼，通过双手和
肢体的变换，舞台上呈现着一种
安 静 又 独 特 的 美 。 范 冰 冰 说 ：

“红色的双手象征着舞者鲜活的
生命，在无声世界里用这双手生

出花来。”
范冰冰的想法与赵力民不

谋而合。赵力民说，他的灵感正
是来自于学生们日常使用的手
语。“手语很美，动作又丰富，是
天然的舞蹈动作。这支舞蹈就
是把手语作为舞蹈的基础进行
发展、衍生和放大，表达这些孩
子们青春、生命和梦想在开花，
引起大家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
注，聆听他们的心声。”

凭艺术争取公平

在参加“出彩中国人”之前，
《妙手生花》已经在央视以及地
方卫视的很多节目中亮相，收获
不少好评。去年 3 月，赵力民和
舞 蹈 团 接 到 了 来 自“ 出 彩 中 国
人”的邀约，之所以等到今年，赵
力民说：“我们不想通过孩子们
背后的故事博得同情分，而是要
在舞台上用纯粹的艺术去感动

人，这是对孩子们的尊重，也是
我们追求的公平。”

为了“公平”二字，赵力民与
这批平均年龄 19 岁的舞者吃了
不少苦。尽管孩子们的手语十
分熟练，但把生活性手语变成舞
蹈术语，对于这些听不见的孩子
们来说十分困难。赵力民与郑
州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的师
生们招募了许多舞蹈志愿者，将
舞蹈动作一遍一遍示范给这些
聋哑孩子们看，学会后就开始反
复练习，直到把舞蹈动作训练成
身体的本能反应。其间赵力民
和孩子们都哭过、累过，可没有
一个人放弃。

“这些聋哑孩子们中流传着
一句口号——除了听，我们能做
好一切。他们对机会的渴望超
越正常人，只要有一点机会，他
们就不留后路地全力以赴。我
在感动中和他们一起成长。”赵
力民说。

为梦想全力以赴

自编导由残疾人马丽、翟孝伟
演绎的双人舞《牵手》后，赵力民就
与特殊人群结下了不解之缘。他
编导的《手舞四季》、《妙手生花》屡
次在全国大赛中获得金奖。这些
孩子们也把赵力民当亲人来看
待。最后一次审查节目当天，孩子
们的舞蹈动作突然全部走样，赵力
民正想发脾气的时候，被孩子们用
身体拼出的一颗“心”震撼了。当
孩子们用手语打出“祝赵老师生日
快乐”时，眼泪如泉涌般在赵力民
的脸上肆意流淌。

除了帮助残疾人编舞，赵力
民还为基层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登封垌头村、中牟女子监狱等地
都时常能见到他的身影。“舞蹈
作品单纯为了比赛毫无意义，唯
有演下去的作品，才能一直传递
美和正能量。”赵力民说。④4

中原传统美术面临创新。而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美
术，如何合理创新？

3月 21日，省文化厅在淮阳县
召开中原传统美术保护传承座谈
会，这个问题再度成为焦点。

消失与“变异”在加速

3 月 21 日，为期两年的“河南
省传统美术抢救保护工程”开始
实施。谈到此项工程的背景，省
文化厅负责人说，传统美术面临
的首要危险，是消亡速度加快。

该负责人说：“以陕县澄泥砚
为例，在唐宋盛行时工匠艺人数
以千计，能制作 500 多个种类，新
中国成立初期尚有 50多名制作艺
人，能制作种类近 200 种，但是目
前仅存工匠艺人不到 10 人，制造
种类不到 120 种，已处于濒危状
态。”

参加座谈会的国家、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的委
员们说，传统美术另一个值得警
惕的动向是“变异”。

南京大学教授、国家级非遗
专家徐艺乙说，淮阳泥泥狗过去
用蛋清涂表面，晾干后对人体无
害；现在改用油彩等新材料，看上
去贼亮，失去了原生态的感觉。
省非遗专家刘建友说，宜阳县舞
狮用的狮子头过去系着红缨，重
40来斤，极具北方的雄强风格，现
在改用广东的塑料狮子头，表演
时那气势一下子没了。

工 业 化 进 程 中 的 流 水 线 作
业、新材料运用，改变的是与生活
方式、审美习惯相对应的工艺，这
是传统美术传承中面临的一个核
心问题。

回归“融入生活”的本色

作 品“ 变 异 ” 的 原 因 是 逐
利。“有些地方片面地把非遗项目

当作经济资源进行开发利用，过
度的商业开发导致传承工作走样
变形，弱化甚至异化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文化
内涵。”省文化厅负责人分析说。

参加座谈会的专家不约而同
地指出，探寻中原民间传统美术
的来源和价值，可以发现它首先
是融入百姓生活。

多次来淮阳赶过庙会的中国
艺术研究院教授、国家级非遗专
家邱春林说，过去的民间艺人多
为“熟人社会”生产，其作品生存
于方圆十几里到一百多里的范围
内，具有地域识别性和乡间的温
度，可谓当地生活的一个组成部
分。刘建友考证说，泥泥狗最早
被淮阳人当作看守太昊陵的“陵
狗”，是一种信仰表达，后来衍生
为对天、地、人的尊重，以及人类
的爱情表达。可见，淮阳人做泥
泥狗，本来不是为了赚钱的。

徐艺乙说，保护和传承传统

美术，不单单是艺术上的事，其方
向和价值首要在于弄清传统美术
与生活的关系，恢复和重建我们
的生活方式。

创新不能离开“核心元素”

专家们对中原传统美术深怀
推崇之情。省美术馆馆长、省非
遗专家化建国说，剪纸艺术中的
虚与实，方城石猴的雕刻线条，一
看就是从人们内心迸发出来的。
徐艺乙、邱春林说，朱仙镇木版年
画的雄浑不同于天津杨柳青年画
的飘逸、江苏桃花坞年画的清新，
很有中原特色。河南传统美术所
秉承的核心理念，让人一看就知
道是“中原”的。

美术创作十分容易个性化。
省文化厅主管非遗工作的巡视员
孙鹏认为，部分项目保护单位和
传承人在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上
还处于浅表层，对于传统文化的

精髓了解不够、关注不够、整理不
够、研究不够。专家们一致呼吁，
抢救保护传统美术，重点是从核
心技艺上、文化元素上予以传承。

如何进行“核心要素”保护？
邱春林认为，根据非遗保护的法
律要求和应有的文化使命，传统
美术创新时首先要弄清“变”中有

“常”。在梯队建设中，老一辈应
首先将传统系统化，中青年要着
力从传统中提取要素和符号，面
向当代生活进行创意设计，从而
实现传统文化的造血和再生。

守住核心技艺和文化元素，
这就是中原传统美术的底线和
疆界。年届八旬、一直从事河南
民间美术研究的省非遗专家倪
宝诚认为，河洛文化奠定了中华
民族的礼仪文明，开启了中华文
化。他呼吁，中原传统美术中的
中原文化基因不能变，河南人应
以足够的文化自信进行传承与
创新。④4

如何合理创新中原传统美术？中原传统美术保护传承座谈会上，专家认为：

应守住核心技艺和文化元素
□本报记者 程 梁

聋哑舞团《妙手生花》惊艳“出彩中国人”，该节目主创、我省著名编舞赵力民：

我们要用纯粹的艺术打动人
□本报记者 刘 洋

《《妙手生花妙手生花》》剧照剧照

曹禺女儿、作家万方日前在天
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小说、剧
本、诗歌就像中国武术一样，她都

“练”过，但每个门类使的劲道不一
样。如果要排序，在她心里，诗歌第
一，戏剧第二，小说第三。

3月 20日至 21日，由万方编剧
的小剧场话剧《报警者》在天津大剧
院上演。4 月 19 日，由万方担任编
剧的另外一部小剧场话剧《有一种
毒药》也将亮相天津。她希望人们
能够多走进剧场看戏。“多看戏就会
发现戏剧是非常有魅力的，它会使
你的生活变得更丰富。”

万方擅长讲述女性复杂细腻的
感情故事，其代表作有小说《空镜子》

《空房子》《女人心事》《香气迷人》等。
谈及小说和写剧本，万方坦言，

这是两码事。“电视剧、电影剧本、小
说和话剧我都写过，感觉像中国的
武术，比如耍刀和练锤的，虽然都是
武术行业，但使的劲儿却不一样。”
万方坦言，如果让她排，第一位是
诗，其次是戏剧，再次是小说。“诗歌
是天生的，如果生来注定是诗人，那
么你就是，如果你不是，后天再使多
大劲你也不是。”

小说排在戏剧后面，是因为小
说随意性很强。“写作的自由度很
大，一支笔，就可以上天入地，而戏
剧却受严格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万
方说。④4 （据新华社电）

曹禺女儿万方谈创作：

诗歌第一 戏剧第二 小说第三

农历二月二，随着“乙未年全
球华人恭祭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拜
祖连根大典”的举行，淮阳古庙会
大幕开启。庙外广场上，泥泥狗摊
位前聚集着一群又一群人；庙内大
殿上，祭文宣读引发了众多拜祖者
的遐思。深沉斑斓的文化，将海内
外“寻根”人士连在一起。

泥泥狗据说最初是给埋在这
里的“伏羲爷”和“女娲奶奶”守灵
的，后来变成了对生命活力的演
绎。59岁的农村妇女孙兰英说，她
刚嫁到婆家时只会学做屁股带哨
的小燕子，而现在她的摊位前，人
面猴、人面鱼、猴头燕、九头鸟不一
而足。身边 9岁的孙女任意菲能
画出可爱的大马、猴子和葫芦。配
着她们“山海经”般的故事解说，游
客们如痴如醉，一会儿工夫，几百
只泥泥狗被买走。

结 网 罟 ，兴 庖 厨 ，定 姓 氏 ，
制 嫁 娶 ，画 八 卦 ，刻 书 契 ，兴 礼
乐……人文始祖伏羲的故事代代
说不尽，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华人
前来寻文化之根。诚如河南省范
蠡商文化促进会宣读的祭文所
言：“朝拜人祖，连根养根，根深叶
茂。”该研究会在承办祭拜仪式的
同时，还别出心裁地专门设计了

“连根卡”、“祈福灯”活动。在太
昊陵东南角的一棵连根树上，人
们在一个个黄色的薄纸片上填上
已故三代先人的姓氏名讳。微风
过处，“连根卡”似佩玉鸣銮，先祖
们的殷殷嘱托仿佛在耳边响起。
夜幕降临，在悠悠的古琴曲中，
800 盏祈福烛灯依次从主殿内传
出，从一个人的手中传递到另一
个人的手中。传灯祈福传递的，
是 800名参与者的信任、合作、坚
持和希望。文化已成为“连根”的
纽带。据统计，自 1989年以来，海
内外先后有许、叶、谢、郑、陈、黄、
温、林等姓氏的后裔前来寻根。

庙会上，民间文艺演出纷纷登
场。耐人寻味的民间舞蹈担经挑、
悠扬的贵州侗族大歌、气势恢弘的
陕西安塞腰鼓和少林武术，天南海
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游客享受
着“根亲”文化的滋养。④4

庙会“寻根”
文化“连根”

□本报记者 程 梁

2015 年巴黎图书沙龙 3 月 20
日至 23日举行。然而，日前公布的
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却令法国出版界
忧心忡忡，因为如今法国人读书越
来越少。

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和 Ipsos 民
意调查机构上个月针对 1000 名 15
岁及以上法国人进行了“法国人与
阅读”的调查。结果显示，33％的受
访者承认自己“读书越来越少”，这
一比例在 15岁至 24岁人群中更是
达到 45％；只有 18％的受访者说自
己的读书量有所增加。

调查还显示，72％的法国人认

为自己没有时间阅读更多书籍，
61％的人认为是新闻、博客等多媒
体信息“抢”走了他们的读书时间。

日前公布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显
示，电子图书没能很好地融入法国人
的生活。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至
2015年间，阅读过电子图书的法国人
比例虽然从 5％增长到了 18％，但是
2014年电子图书在法国图书销售额
中所占比例只有 1.6％，不仅低于其
欧洲邻国，更远远低于美国的27％。

巴黎图书沙龙创办于 1981年，
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公众文化活动之
一。④4 （据新华社电）

民调显示

法国人读书越来越少
时间被多媒体抢占

记者从北京曲艺家协会得
知，相声演员笑林因病医治无效，
3月 23日凌晨在京去世。

笑 林 原 名 赵 小 林 ，1956 年
生，为中国铁路文工团相声演员、
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笑林自幼喜欢曲艺，3 岁时
随曲艺家刘司昌学山东快书，4
岁开始登台表演，后拜马季为师
学习相声，不仅形成了以歌柳见
长的相声表演风格，并充分领悟
了马季传授的捕捉生活的方式
和全身心投入的敬业精神。因
相声中独特的表演风格，被观众
誉为“笑林广播电台”在中国广
为流传。

笑林曾连续 12 年登上中央
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表演
了《怪声独唱》《学播音》《攀比》

《别挤了》《招聘》《笑星劝酒》《送
春联》《咱也试一把》等作品。

2010 年，笑林荣获由北京市
委 宣 传 部 、北 京 市 文 联 评 选 的

“北京市第五届德艺双馨”艺术
家。④4 （据新华社电）

“我要去飞翔，乘着梦飞翔，飞
过大地的苍茫……”

“颂和平·梦飞翔——李雨儿美
国新春音乐会”将于 3月 28日在洛
杉矶圣盖博大剧院举行。音乐会由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中国歌剧舞剧
院、美国华人联合总会联合主办。

从湘南农家走出，成为乡村教
师；由一介“草根”折桂央视《星光
大道》进入中国歌剧舞剧院；从放
歌黄河壶口到登上纽约林肯艺术
中心……这位有着歌唱天赋、被称
作“中国海啸音”的湖南女孩，乘着
梦想越飞越高。

“近 20 年来，我坚持的不只是
梦想，是理想。”李雨儿说，“唱歌不
应该是谋生、成名的手段，应该传递
人类共同的需求——爱和温暖。”

2012年，她把在黄河壶口举办
《爱在黄河》演唱会所得捐给留守
儿童；2013 年，她在家乡永州成立
李雨儿助学基金会，迄今捐资 110
余万元，使 300 多名贫困孩子重返
校园；在她个人境遇有所改变后，
她设立了助学基金会……

这次美国演唱会上，李雨儿除
了演唱《雨花石》《梦飞翔》《云上山
歌》等代表曲目外，还将演唱以华
侨献身祖国抗战为背景的著名歌
曲《梅娘曲》。

“我想以此表达对世界和平的
向往，对海内外炎黄子孙赤子之心的
敬意。”李雨儿说。④4（据新华社电）

笑星笑林走了
“笑林广播电台”成绝响

本报讯（记者刘 洋）今年是丹
麦著名作家安徒生诞辰 210 周年。
3 月 22 日下午，在中原图书大厦一
楼“三希堂”内，由河南省中外经典
朗诵艺术团举办的“安徒生经典童
话朗诵会”让听众在声音中感受着
奇幻的童话世界。

“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
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
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多么
温暖多么明亮的火焰啊，简直像一
支小小的蜡烛！这是一道奇异的火
光！”来自河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

中原工学院等院校的朗诵志愿者与
艺术团一起，为参加朗诵会的读者
们朗诵了《拇指姑娘》《海的女儿》

《丑小鸭》《两兄弟》《老橡树的最后
一梦》等安徒生代表作品的精彩片
段。朗诵者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博
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此次活动的总策划陆进良表
示，安徒生童话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超越了国家、种族和文化的界限，历
久弥新。通过诵读他的作品，使读
者在丰富想象力的同时，弘扬真善
美。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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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经典童话朗诵会”
在郑举行

“中国海啸音”李雨儿唱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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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 16 时在洛阳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 A区 5楼召开
拍卖会，依法对洛阳泽隆机械
有 限 公 司 8.5% 股 权 进 行 拍
卖。竞买者须符合 2015年 2月
13 日在《河南日报》和洛阳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

《洛阳泽隆机械有限公司股权
转 让 公 告》（洛 公 交 易 产 权
[2015]9 号）中的要求，并具备
规定的受让条件，接受相关单
位资格审查后，于拍卖会前到
洛阳会展中心 A区 4楼服务大
厅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
公告之日起至 3月 30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电话：0379—65999868
工商监督电话：

0379—62325608
洛阳天瑞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23日

近日，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在全国 100多
个城市开展“预防流感，快乐奔跑”迷你马拉松户外健康活
动。而本次活动的发起者，正是抗非勇士——钟南山院士。
在 2015 年初，他发挥“科学大使”的责任担当，倡导并发起

“预防流感，快乐奔跑”公益活动，该活动旨在将中医药、运
动、健康很好地结合起来，希望能给群众开启全民健康的新
方式。白云山板蓝根率先响应钟院士“健康养生”的号召，也
参与了当日的启动仪式，并将在全国推广钟院士发起的“预
防流感，快乐奔跑”公益活动。

同时，白云山板蓝根科研再获新突破。钟南山院士团队
研究发现白云山板蓝根抗病毒作用充分体现了传统中药多
靶点、多途径协同的特点。并且从板蓝根中分离得到的一种
新的抗病毒成分，专利获国家授权，并成功实现人工合成，有
望开发抗病毒一类新药。

作为板蓝根颗粒生产企业的翘楚，白云山和黄旗下的板
蓝根颗粒一直占领第一品牌的阵营，年产销板蓝根制剂超过
5亿元，占同类产品六成以上市场，全国销量第一。2014年 5
月国家低价药目录发布后，企业斥资 10亿元扩建板蓝根等
产品主要原材料的 GAP种植基地和 GMP生产车间，确保白
云山板蓝根等高品质低价药的市场供应。

马拉松热潮席卷全球
白云山板蓝根约您跑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