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
并肩前行

9月29日，首届南丁文学奖在河南省文学院揭晓。周大新的《天
黑得很慢》以“拟纪实”的晓畅文学表达，对生命的思考臻于哲学高度，
体现自觉的社会责任和温暖的文学情怀，获此殊荣。

12月25日，河南第六届文学艺术成果奖颁奖，收获丰硕成果。
那一天，值得纪念。这一天，值得喝彩。
中原，一直是文艺创作的一片沃土。古老厚重的土地，滋养着古

往今来的许多文人墨客，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在所有的艺术类别中，文学大概是最贴近生命的，它用符号记录

了人类和个体的思想轨迹、情感律动。省文学院院长何弘说，近年来，
文学豫军的活跃作家的数量、创作成就以及实力和影响，地域性创作
群体能与之匹敌的不多。他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开拓题材领
域，表达也更加多样化，开创了新时代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与此同时，我省今年的出版工作也是百花齐放。《中国大科学家故
事丛书》入选2018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国创造故事丛书》
《我是谁》入选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中国火车头》等入
选中原文艺精品创作出版工程项目，《中国三十大发明》《中国创造故
事丛书》入选2018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刘兴诗爷爷讲地球》荣获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金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1月，中原
出版传媒集团所属出版单位今年累计出版图书6026种，一批少儿类、
文学类、传记类图书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中原图书大厦一楼，除了畅销书架、热卖书籍，还有一些是按照
出版社的不同进行分类的。

周末的书店总比往常要热闹一些，回声馆里的木质楼梯上坐满了
来看书的大人小孩、老者少年。读者李欣和女儿满满紧挨着书架坐
着，她们正在阅读绘本，这是她和女儿每周的活动之一。“用这种方式
度过我们的亲子时光，非常有意义。”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里，书店总能穿越烟火市井，将人们送达温
暖的彼岸。当夜幕降临，下班回家的人们走进书店，或驻足翻阅，或购
买回家，在时光的流转中体味人文的温润之美。

在电子阅读如此便捷的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走进一家实体书店
呢？正在一家书店享受静谧时光的赵薇薇说：“捧着书，闻着咖啡香
气，耳边回响着古典音乐，这种情感上的美妙享受，是其他事物所不能
替代的。”

前几日，坐车路过金水东路，等红灯时，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个简易
的小书店。一位女子，站在书店的灯下，认真地挑选自己想要的书。

那一刻，这个城市是温暖且柔软的。

戏
艺术腔调

小时候在乡下，一碰到大的节日庆典或者婚丧嫁娶，都会“请
戏”。一个临时搭建的戏台子，几块幕布，台上的演员卖力演绎，台下
的人看得津津有味。

长大后才知道，家乡的戏大多是秦腔。那些咿咿呀呀的唱腔，黑
色的厚底靴，脸上的油彩，乡亲们的喝彩声，至今记忆犹新。

中国戏曲，流传千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从宫廷到文
苑，从市井到乡村，戏曲曾全面覆盖人们的娱乐生活。

河南因有光辉灿烂的戏曲文化，被人们称为“戏曲之乡”。中国五
大戏曲剧种之一的豫剧，唱腔铿锵，其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花木
兰》享誉国内外，加上坠子、越调、曲剧、怀邦等共有18种“腔调”，是剧
目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戏曲走进了校园，“戏曲梦”的
种子在校园里发芽。

今年，是戏曲进校园蓬勃发展的一年。
郑州市文化路二小的学生郝鑫在豫剧名家的教导下，唱腔更加专

业，她希望未来能站在舞台上，向全国、全世界展现河南的戏曲文化。
11月21—27日，清华大学举办了“河南戏曲艺术周暨稀有剧种

公益展演”活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商丘四平调《小包公》、内乡宛梆
《潼关台》、太康道情《张廷秀私访》以及越调《老子》、豫剧《北魏孝文
帝》等剧目先后在清华大学精彩亮相。许多学生走台步、穿戏衣、化戏
妆，拉近了青年人与传统戏曲的距离。同时，也举办了“下社区”和“进
小学”系列活动，总计举办活动22场。这类最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艺
术活动，培养戏曲“小种子”，促进河南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根植沃土，结合生活。随着人们娱乐方式多样化需求的提高，话
剧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成为中原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被誉为“离都
市人灵魂最近的艺术形式”，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让城市更有

“文艺范儿”。
从《奔驰！奔驰！》《悟空传》《开放夫妻》到《关虎屯的艳俗生活》

《碧沙岗往事》，“土生土长”的话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观看，一
些高校的话剧社也在茁壮成长。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春雷话剧社自1998年成立以来，演出了《茶
馆》《日出》《爱有来生》《威尼斯商人》等二十余部精彩话剧，不仅加强
了校园文化建设，让大家领略了话剧的独特魅力，而且展现了我省高
校学子朝气蓬勃、才华横溢的青春风采。

莎士比亚说，戏剧是时代综合而简练的历史记录者。
深厚的文化积淀，优秀的人才，优越的地理位置，用不了多久，话

剧会慢慢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这座城市的一种潮流生活方式。
朋友小梁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一个跨年“儿童主义”戏剧节的演

出信息，大家看到纷纷点赞、留言，表示想去或陪孩子去。小梁说，在
城市的月华灯影里看话剧，是品味生活的另一种滋味。

食
味道情结

在中国，食物总是承载着一个人的乡愁，一个地方的故事。
9月，“中国菜”在郑州正式发布。34个地域菜系、340道地

域经典名菜、273席主题名宴出炉。我省豫式黄河鲤鱼、扒广
肚、炸八块等10道名菜，汴京御筵、海参席、洛阳水席等10大主
题名宴上榜。

名单一出，中原18城的人们不淡定了，纷纷表示，乡愁呼之
欲出。

黄河流域滋养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这里树木葱郁，水草丰
美。于是，位于这一流域的河南，在全国的地位就被奠定了。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风
俗习惯，孕育了河南独特的饮食文化。

这里有“中国粮仓”之称，盛产小麦。勤劳、质朴的河南人能
将普通的一把“麦”吃出花儿。蒸、煮、烧、烤、炒、焖、烙、腌……让
河南的饮食文化独具特色。

很多南方朋友总会问：河南的特色美食是什么？这让作
为河南人的我颇为纠结，一方面，家乡的美食很多，各具风味，
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很多美食
带有浓郁的风土人情，自己也没有吃过，不知如何形容。

河南小伙李磊在西北的一座小城里生活，那里的天空到处
弥漫着拉面的味道，他在电话里认真地说：“我想吃一碗烩面。”
然后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记忆里的味道，随后又抱怨现在楼
下的那家烩面不正宗，却经常在晚上去吃一碗。“面对生活的勇
气，任何的心灵鸡汤，都不如来自家乡的味道。”

是啊，幸福很简单，可以是他乡里的故乡味道，也可以是平
日里的一蔬一饭。

每每此时，总会感叹生活的种种美好。对人们来说，食物已
经从“充饥”变为“文化”，并逐渐成为地域文化的一个有力表现
形式。

随着消费升级和互联网的发展，外卖成就了第三种就餐方
式，并逐渐成为饮食界的潮流。食客只要对着手机上的外卖
APP轻轻一点，不用出门就能享受餐厅里的各种美味。

2018年已近尾声，家门口又增加了一个便民菜市，1公里外
的另一家超市也是人流如织。晌午时分，小区里的一对老夫妇
拎着一兜蔬菜回来，电梯里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对她妈妈说：

“回家我要先吃饭，肚子很饿。”
携手度过柴米油盐的岁月，读懂了，珍惜了，就是幸福的味

道。2

创
重温传统

今年5月不简单。在第十四届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来
自咱河南的文化创意项目和产品闪亮
登场，惊艳四方。还是在 5月，我省有
16个项目入选首批国家级传统工艺振
兴目录，随后出台《河南省传统工艺振
兴计划》。到了本月中旬，我省正式公
布第一批省级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中原
棉纺织技艺等 12个门类、49个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

新时代意味着新要求、新发展。
“文”和“创”相辅相依，谁也离不开谁。
就拿开封来说，《东京梦华录》《清明上
河图》见证着这座城市永远的骄傲。如
今，在这座老城里，我们还会惊喜地遇
到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化创意街区。比
如在鼓楼东南不远处的复兴坊历史风

貌区，不仅可见一些旧院落以及“汴梁
百货”“建国文具店”等颇有历史感的商
铺，更可以在某个傍晚与一场洋气的

“胡同音乐会”不期而遇。当然，还有开
街4年多的七盛角文化民俗街，今年10
月底开园的960非遗文化创意园……

郑州德化街、滑县道口古镇历史文
化商业街、焦作温县太极小镇、漯河河
上街古镇……每当流连于这样的所在，
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客，都能从中感受
到古老历史的复苏，传统手艺的活态传
承，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仿佛正在眼前浮
现，一缕“慢生活”的悠长韵味也由此悄
然生发。还觉得不够过瘾？那就来看
场音乐剧吧：近日，原创音乐剧《宫灯》
在郑州大学首演。它以流畅精彩的剧
情、活力四射的表演，呈现了古老的“宫

灯”技艺和现代新思想、新观念的碰
撞。现场观众不断叫好，也引发了人们
对非遗传承和发展这一命题更深入的
思考。

对了，还是说回到今年5月，当记者
走进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一楼展厅的两
台 VR体验设备相当亮眼。戴上头罩，
拿起手柄，走进原始村落与先民们一起
狩猎、捕鱼，那种逼真的感觉让人惊
叹。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让古老

“遭遇”时尚，也可以碰撞出绚丽的火
花。

当过去与现下碰撞，南方与北方交
融，“非遗”与“网红”并存，飞檐斗角与
艺术民宿相映，必能浸润出超然的生活
态度、兼容并蓄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
活，让人期待。

5月 ●我省16个项目入选首批国家级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第一批省级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公布。12月 ●

11月 ●

城
生活图鉴

冬日清晨，6时30分，地铁准时驶出一
号线站台，许多人带着梦想与希望，开始了
一天的生活。

地铁，是一座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符号。这些年，郑州地铁从无到有，从1号
线、2号线的开通运行到整个地铁交通网的
全面建设，郑州的变化，可以用“深刻”一词
来形容。

这个月，地铁5号线开始空载试运行，
标志着郑州“十字加环线”的地铁网络已经
建成。待到正式开通，将极大地改善我们
的出行。

高金英17年前从哈尔滨来到河南上
大学，四年的求学时光让她喜欢上这里，并
在这里安居乐业。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
异乡也成了故乡。提到这个城市，她说：

“地铁、城际、公交等公共交通四通八达，回
老家有高铁，非常便捷。”骄傲之情溢于言
表。

11月 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
制的意见》，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的引领
者，再次受到全国瞩目。

“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实

现中原城市群互联互通的基础，是保障其
快速融合的支撑。”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当下的每一刻，郑州都以惊人的速度
发生着变化——

高架四通八达，地铁横穿城市，高铁通
向远方；新郑机场跻身国内最高等级机场
行列，可起降全球各类民航客机。每天，都
有数以万计的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为
了梦想奋斗着。每个人在城市发展中实现
自我价值，这正是我们追求的美好生活。

李硕每天清晨乘公交车、搭地铁到公
司，对目前的生活，他感触很多：“每天从车
窗里，看到熟悉的地方变了模样，曾经狭小
的街道，过几周就会‘变脸’。生活在这座
城市，走过大街小巷，它的变化每天可见，
它的魅力随处可见。”

“历史记忆的惯性、现代发展的动感，
以及历史与现实交融互补、交相辉映的魅
力，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激扬着人们的情
趣，提升着人们的思想境界及生活品位。”
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全德说。

的确，一座城市始于文化，喜于颜值，
怎能不惹人爱呢？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
制的意见》，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地位再受瞩目。

地铁5号线空载试运行。12月 ●

不经意间，2018的年轮即将完成岁月的使命，时光的弧将伴着新年的钟声完

成闭合。

回望来路，我们流下了奋斗的汗水，迈出了努力的脚步，展露过欣喜的笑容，

当然，也或多或少流下过懊悔的眼泪。不是年初定下的每一个目标都能达成，不

是日复一日都如彩虹般绚烂。但，流转的年轮里，总有一刻让我们激情澎湃，总

有一刻让我们喜笑颜开，总有一刻令我们柔情似水，总有一刻令我们勇气十足。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2018年即将过去，那些绽放着幸福与美好的时刻，你会

怀念吗？

二
零
一
八

12月 1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公
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我省 78个
村落入选。此前，我省共有124个村落入
选这一名录。12月下旬，全国 128 个村
被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命名为“全国生态文
化村”，我省的郏县广阔天地乡大李庄村、
光山县孙铁铺镇江湾村等 6 个村上榜。
12月 25日，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
新闻发布会，对正式出炉的《河南省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进行了
政策解读。

“十来年前开始，村子修起了平坦的
水泥路和柏油路，乡里一些较大的路口陆
续架起了红绿灯。现在，村里几乎家家户
户都买了车，节假日里还会堵车。”老家豫
南、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的“80后”青
年杨文成这样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家乡。
他还说，村里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发现，
最近一两年，春暖花开之际，骑着自行车
到村里和周边一带游玩的城里人越来越
多，还拿着大相机咔嚓咔嚓拍个不停。

眼见为实。就在今年8月，当记者走
进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华庄社区，见到
这里院落和楼房错落有致，路面整洁，绿
植丰富。“过去村子里的路不好，交通不
便。生活垃圾也是随意丢弃，一到夏天，
蚊蝇乱飞。”一位居民介绍，后来村里重点
做好了道路硬化、荒芜宅基地整治和旱厕
改造等工作，效果立竿见影。

而在不远处的火龙镇刘沟村，除了修
建污水处理厂、铺设覆盖全村的污水管
网，还与专业环保公司合作，配备了垃圾
分拣员和保洁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
从实现“煤改气”提高了生产效率，刘沟村
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豆腐”也重焕生
机。目前，当地豆腐坊已增至四五十家，
每天产销量达2万公斤。下一步，村里还
会打造豆腐产业园，逐渐成为集豆腐餐
饮、豆腐文化于一体的特色村庄。

整体人居环境的改善，也在吸引着
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走进乡村。曾经，
捏泥人儿、剪纸、杂技、唱戏等民俗艺术
在乡野大地发芽开花。时光流转，一些
比较时尚的现代艺术也在不断地嬗变中
走进乡村。今年 7 月，记者走进孟津县
平乐镇，发现这个自古以来的书画之乡，
近年因“牡丹画”而闻名全国；郑州市西
南郊的樱桃沟有个创客艺术村，60多位
艺术家在这里带动着村民增收。而在不
远处的艺术园区，创作之余，艺术家们还
积极参与公益课堂项目，免费为当地的
孩子提供绘画、诗歌、音乐、雕塑、语言等
多方面的教育……

乡村美不美，事关广大农民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从“脏乱差”到文明宜居，从

“单打独斗”到集约发展……环境优美、产
业升级、艺术渲染的乡村，无疑会让人生
出无限期待。

村
换了新颜

“今年，哪些电影让你印象深刻？”“文牧野的《我不是药
神》，姜文的《邪不压正》，贾樟柯的《江湖儿女》，曹保平的《狗
十三》，饶晓志的《无名之辈》，大概这些吧，对了，还有佟晟嘉
的那部纪录片《大三儿》。”面对记者提问，刚从郑州一家影院
走出来的陈进坤想了想，掰着手指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蚁
人2》《毒液2》《海王》等好莱坞大片虽也曾大热一时，但显然，
在他这样的资深影迷看来，优秀国产影片的涌现，才是即将
过去的一年中值得铭记的事情。

纵观2018年上映的国产电影，虽未出现去年《战狼2》那
样票房超过 50亿元人民币的爆款，但春节档的《捉妖记 2》
《红海行动》，暑期档的《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富》《一出好
戏》等影片，仍取得了相当亮眼的票房成绩。一些小成本的
现实主义题材佳作，如《暴裂无声》《未择之路》《大三儿》等，
虽然排片率不算高，但上座率不低，足以证明用心之作仍然
会有非常良好的回报。

郑州奥斯卡熙地港影城营销经理吕志敏介绍，今年以
来，该影城票房最好的5部国产电影分别是《我不是药神》《红
海行动》《西虹市首富》《唐人街探案 2》《一出好戏》。“对于那
些小成本佳作，我们这里的排片率和上座率综合数据均高于
大盘整体数据。”吕志敏说，“平时留意的话可以发现，今年以
来，观众观影更趋于理性，而且很关注影片在一些网站上的
评分高低。观众最在意的，仍是影片本身的口碑。”

另据一些业内人士介绍，今年，国内影城突破了一万家，
银幕数量也接近六万块。不久前，中宣部和各部委明确表态
支持电影的发展，且对未来院线给予更宽松的态度。未来，
院线会变得更加繁多，电影市场的竞争也许会变得更加激
烈。唯有竞争，才可以催生出质量上乘的作品——对影迷来
说，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影
国产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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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高金光
统筹 陈炜 陈茁
执行 胡春娜 赵大明 刘竞
摄影 邓放 聂冬晗

根据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免
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对符合要求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购置税。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 1—11月，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销均突破 100 万辆。11 月
底，省政府发布《河南省新能源及网联汽
车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8—2020
年）》。据了解，2020年，我省新能源汽车
产能将达 30万辆，市民购买新能源汽车
也将享受市区停车免停车费等诸多政策
红利。

绿色出行,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在
咱河南，城市里的公交和地铁系统越来越
发达，也为它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许昌等地流行的“水上公交”，更是将

“出行”蝶变为“观光”，为看似单调的日常
生活平添了许多韵味，吸引着不少市民和
游客前去体验。

在省会一家私企上班的潘晓燕，今年
3月试了一次共享单车后就喜欢上了这
种出行方式。在她看来，这不仅为人们提
供了出行和健身的便利，更是为城市增添
了一道亮丽风景，“花花绿绿的，赏心悦
目。”当然，遇到雨雪天气，潘晓燕也会选
择网约车。她注意到，最近几个月，大街
上挂着白绿相间的新能源牌照的汽车越
来越多了。最近常在金水区一家驾校练
车的学员刘丹也向记者表示，等拿到驾照
之后，买车首选新能源车，“不仅环保，还
能选到靓号，多好！”

“绿”起来的不仅是出行方式，还有河
流山川。在郑州，一群淳朴的人们常常利
用业余时间，漫步在大河之滨、乡野田园，
彼此交流着所到之处的人文历史，吟诵着
流传下来的诗词歌赋……“环境越来越
好，愿意到户外徒步的人越来越多了。”
50来岁的张朝民经常为这样的“亲水行”
活动承担讲解和指导任务。活动组织方、
我省民间公益组织“绿色中原环境保护协
会”负责人卢志峰亦向记者介绍，2018
年，这样的活动已经举办过 8次，参与人
数最多的一次有50多人。

卢志峰表示，为助力我省河长制的全
面实施，今年 9 月，他们还启动了“亲水
行”升级版——“我帮河长来巡河”活动，
号召市民关注河流生态状况，以巡查非法
排污口、捡拾岸边垃圾、普及水污染防治
知识等形式参与水环境社会共治。不久
前，近 30位市民和学生在参与巡河活动
时，将郑州某段河流中存在的水面垃圾漂
浮和河岸垃圾堆积等问题向郑州市河长
制办公室进行了及时反映。几天后，问题
便得到了有效整改。

“河南塞罕坝”、黄柏山、太行山……
一处处绿水青山，寄托着百姓的无限希望
和憧憬。今年1月底，两只金钱豹在济源
山区被拍到，后来还产下了幼崽；11月，
大批候鸟飞临长垣县黄河湿地，孟津县的
黄河滩边还发现了珍稀物种火烈鸟的踪
迹……未来的日子里，愿你和万物生灵一
起，享受并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绿
爱护家园

12月 ● 我省6个村上榜“全国生态文化村”。

《河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正式出炉。●

1月 ●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开始实行免征。

我省拟制定新能源汽车停车免费政策。11月 ●

9月 ●话剧《碧沙岗往事》作为“郑州三部曲”第二部正
式推出。

河南戏曲艺术周暨稀有剧种进清华系列活动举办。11月 ●

9月 ●首届南丁文学奖在郑州揭晓。

我省累计出版图书6026种。截至11月 ●

●春节档、暑期档，国产片表现亮眼。

●国内影城突破一万家。

9月 ●河南“十大名菜”名单出炉，惹网友纷纷诉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