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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市文物局公布文物重点工作，
其中在遗产宣传方面就提出了整体规划：借
助国际古迹遗址日、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等时机和实施的重点文化工程，大
力提高郑州文物的社会影响力。

在此背景下，公众号“吾空空博物馆”悄
然上线，每周日晚上“开门”的“博物馆”推送
的内容有古人怎么过情人节、5000年前的潮
流趋势、商朝青年就业白皮书，还有那些极具
现代风格的插画……令不少青年用户看得大
呼过瘾：“这个博物馆真酷！”

“以前大家学历史或是看到一处遗址、一
个文物，首先就会想到它的历史价值、文物价
值，但是这些东西和普通人关系并不太大，不
容易引起大众的兴趣。”“博物馆”主创人员认
为，面向公众普及历史文物知识，首先要找到

一个“点”，让大家关注到这个东西，那么这件
文物的历史价值也会随之被大家关注到，“吸
引人们关注，这是我们进行选题和创作时首
先要考虑的问题。”

在市文物局副局长胡鹏看来，做这个公
号的初衷其实很简单：“我发现年轻人其实对
咱们的民族文化有很强的好奇心，但是却没
有一个符合他们兴趣的渠道去了解。而他们
对政府机构的印象大概是板起面孔说教，心
理接受度不高。”因此，文物局一开始就“隐
居”幕后，下了决心要放下“架子”跟年轻人打
成一片。令人欣慰的是，关注吾空空博物馆
的人除了业内人士，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今年，在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文物知识、走
进博物馆上，文物局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令人对“文化郑州”的建设更加充满信心。

不一样的精彩 让文物“活”起来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 李焱 通讯员 王羿 图

文物不是尘封的古董和沉闷的历史，它可以是生动的交流和创意的分享，也可
以是一场舞台剧演出的主角或者一段历史的讲述人……昨日下午，市文物局举办的
“文物知识进校园”活动的第10场在郑州师范学院压轴上演。创新的宣传方式、灵
活多样的宣讲形式，使得一个个郑州的历史事件，一件件文物知识，伴随着动人的乐
曲、趣味横生的小品表演深入同学们的心田。如何让文物“活”起来？如何让看起来
“高大上”的专业知识入脑入心？市文物局做出了诸多探索和尝试，更多的市民通过
文物了解了郑州的历史。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昨
日获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发展
战略研究——以郑州市为例》日前
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随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
三五”规划》《中原城市群发展规
划》和《关于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的指导意见》的相继出台，
郑州的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
高度和起点，开启了向全国乃至全
球城市体系中更高层级城市迈进
的新历程。该书以郑州市为例，分
析阐述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使
命与定位、机遇与挑战，以及在引

领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支撑中
部崛起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中如
何展现新作为的战略思考和政策
建议。

该书由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常战军、郑州市档案馆彭志
超、郑州大学博士金香爱共同主持
完成，注重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
实、当前和未来相结合，汲取借鉴
了国内外中心城市建设中的新理
论、新思想、新方法，具有较强的科
学性、理论性和操作性，力求为当
代中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实践和
理论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出版发行

助力我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中国爱乐
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河南省话
剧艺术中心……河南高校大学生
身在校园，就可以欣赏到这些一
流艺术团体的精彩演出。6月 12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在全省
2018 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中，将有 88场精彩演出走进河南
高校。

“高雅艺术进校园”是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加强学校艺术教育、
提升当代大学生审美素养的一个
重要平台，活动由教育部、文化
部、财政部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
推动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学

生文化艺术素养，丰富校园文化
生活。

2018，我省的“高雅艺术进校
园”活动将举办 88场艺术演出和
艺术教育专家讲学，其中包括国
家级艺术院团演出 17场；省级艺
术院团演出 41场；省内高校艺术
团演出 21场；全国艺术教育专家
讲学 9场，内容涉及交响乐、民族
乐、歌剧、话剧、舞剧、民乐等。

按照计划，活动由中央和省
财政专项经费支持，为学校进行
免费演出、讲学，演出院团、讲学
专家不得向承接活动的学校收取
任何费用。

2018年河南省“高雅艺术进校园”

88场艺术演出走进河南高校

提起作家马原，离不开“先锋”二
字。上世纪 80年代步入文坛的他，著有
《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纠缠》等作品，
和余华、格非等人一起被称为“先锋文学
五虎将”，曾影响深远。阔别文坛多年的
他，日前带着新书《黄棠一家》做客我市
松社书店，围绕其新作内容、对先锋文学
的看法等话题，记者采访了他。

“先锋”意指小说的突围之道
条纹衫、五分裤、斜挎包，再加上随

性的洞洞鞋，宛如邻家老爷子一样的马
原，斜靠着椅背，侃侃而谈，间或啜口茶
水。采访一开始，面对记者“您当初被称
先锋文学的代表，您如何怎么看待‘先
锋’，您觉得文学的先锋又意味着什么”
的提问，马原一张口陡然换了种风格。

“先锋是批评家戴到我们头上的帽
子，帽子随人戴，但帽子底下的人还是马
原，”马原认为，写小说的人不大重视概
念、理念、观念，以前的小说多半被指先
锋，不过是那时候他们还年轻愿意多做
挑战，做的是跟前辈相似的事情，就是小

说的突围。
“19世纪是小说的黄金世纪，好故事

都被前辈们写尽了，所以 20世纪的小说
家苦啊，比如说乔伊斯、普鲁斯特、弗吉
尼亚·伍尔芙等，他们其实都是被前辈逼
得无路可走，一直在寻求突围。我们这
代人写小说时面临的是和他们一样的困
境，他们写的时候没有退路，我们其实也
一样，同时代的作家都挺难过的。”如今
反观历史，马原又稍稍有点庆幸，在他看
来，他们这代小说家把前辈们设下的障
碍藩篱，比较有效地绕过去了，“真该感
谢20世纪初的那些前辈。”马原说。

生病让人反观生命认真生活
对于创作者来说，不断反转的生活

本身就是部跌宕起伏的小说。2008年，
正值创作巅峰期的马原被查出患上肺
癌，他放弃了医院的常规治疗，选择回归
山野，重新审视自我。十年过去了，从死
亡的直视中一步步走过来的他，如今如
何看待死亡和生命，写作之于他的意义
又是什么？

“生病让你有机会去反观生命，就像
没有空气的时候，你需要呼吸，这时候你
突然觉得空气太要紧了，生命受到威胁的
时候，生病就显出了生命的意义。不然生
命虽然在，但人们意识不到，意识到的只
是升职加薪等。”交谈中的马原，言语中充
满了经历过死亡的大彻大悟，也正是这段
非同一般的人生经历，为他开启了生命的
更多种可能。

画画、旅行、建书院……在云南南糯
山姑娘寨上，他为自己和家人打造了一
个浑然天成的世外桃源。或许是有感于
这些年的生活，在其新作《黄棠一家》中，
马原以主人公黄棠及其家人的经历为主
线，围绕洪锦江等权力人物，展开新贵家
族兴衰起伏的生活图景，堪称一部中国
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

“先锋”马原“落地”现实
有人借着这些新作品说“先锋”马原

已经落地现实了，对此马原回应道：“人
们会认为《纠缠》《黄棠一家》是接地气的
小说，其实根本不是，是因为我很多年没

写，所以攒了许多当下生活的心得，拿来

作为素材。写《黄棠一家》时，是觉得今

天生活出了问题，荒唐成为生活主调，过

去比一个生命长的房子就是永恒的，现

在很多这样的概念都崩塌了。”

从 1971年开始写作，到如今已有 48

年。回首这段写作生涯，马原觉得自己

还算幸运：没有太多的偏离小说的阳光

大道，尽管也曾经被拒绝、被诟病、被笑

话、被指责，但还是觉得算幸运。“我做过

一个有趣的实验，把7篇旧作放到几十年

后的新作中，竟然没有违和感，我挺为这

个开心，一辈子走的是同一条路，虽然曾

经有过中辍，但没有断线，没有断裂。”马

原如是说。

作家马原的“先锋”之道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由邱礼
涛执导，吴镇宇、张智霖、佘诗曼、
周秀娜、郑则士、刘浩龙领衔主演
的犯罪动作悬疑电影《泄密者》将
于 6 月 15 日正式上映。昨日下
午，影片在奥斯卡熙地港影城举办
看片会，省会各界媒体和部分观众
到场提前感受了这部港片的独特
魅力，不少观众纷纷表示看了一部
有血有肉的纯正港片，值得推荐。

据了解，电影《泄密者》讲述了
新型病毒在马来西亚爆发，并以惊
人速度扩散至全球各地，人心惶惶
之际，一个自称“泄密者”的神秘恐
怖组织现身，病毒肆虐背后的阴谋
亦浮出水面……影片凸显出“最敢
拍”特色，以强烈的纪实风格和全

新的视角将一场席卷各机构背后
阴谋的神秘案件的真相呈现银幕。

据介绍，《泄密者》日前已正式
开启全国超前业务观影之旅，各平
台收获如潮好评。昨日活动落地
郑州，观影现场气氛热烈，看至剧
情险峻之处更爆发出阵阵惊呼。
观影结束后，大家表示，熟悉的港
味让大家回味，原汁原味的粤语放
映也避免了国语配音带来的违和
感，强化“纯正港片”的观影效果。

还有观众认为，影片将经典的
港片元素一网打尽，飞车、病毒、警
匪激战扣人心弦，整部电影节奏紧
凑、张弛有度。此外，此次吴镇宇、
张智霖、佘诗曼三大经典港片组合
再度携手，也让人满满感动。

犯罪悬疑电影《泄密者》本地点映

“港味”十足引人入胜

本报讯（记者 秦华）好莱坞
越狱动作巨制《金蝉脱壳 2》昨日
发布“厚积薄发”版黄晓明特辑，同
时曝光的还有一组人物海报。海
报上“破牢之师 蓄势待发”的文案
预示着三人已经就绪，只等时机来
临同“冥府”展开一场终极交锋。
影片将于6月 29日公映。

特辑伊始，黄晓明全神贯注训
练打斗动作的画面就颇为吸睛，一
招一式力度十足，持匕首近身肉搏
的片段激燃刺激。特辑中，黄晓明
自曝首次参演纯粹的好莱坞大片，
并且搭档儿时的偶像史泰龙并肩
作战，身为前作粉丝的他格外珍惜
此次机会。不但提前数月背英文
台词，更是坚持健身并训练武打，

只为给观众呈现出更为惊爆眼球
的激燃动作场面。导演史蒂文·
C.米勒和师父“史泰龙”都对黄晓
明在片中的全英文对白和漂亮的
动作戏赞不绝口。

同时发布的全新人物海报一
组共四张，由史泰龙、黄晓明和戴
夫组成的越狱天团主力军到齐，他
们身怀“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
越狱绝技，即使身陷囹圄也能运筹
帷幄，生动勾勒出越狱天团主力军
群雄形象。海报与富有科技感元
素的背景相结合，酷炫十足。密不
透风的高科技监狱，在机器人的管
理下似乎没有一丝破绽，然而一场
越狱行动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终
极交锋即将拉开帷幕。

《金蝉脱壳2》曝特辑海报
越狱天团月底“开始行动”

伴随着“90后”“00后”的成长
脚步，电子阅读、视频直播等方式
大行其道，板起面孔的呆板说教不
仅没有“市场”，还会引起青春期的
叛逆和拒绝。如何用年轻人的方
式，向他们讲述我们身边的历史和
文化？市文物局开动脑筋，最后想
到了这个“从博物馆到校园，从课
堂历史到现场表演”的、让文物

“活”起来的方式。运用这种手法
宣传文物知识，在全国尚属首例。

为宣传郑州的历史文化遗产，
普及文物知识，让更多的青年人了
解郑州，热爱郑州，今年 3月，市文
物局开展了“文物知识进校园”活
动。此次活动以“新时代青年的历
史使命与担当”为主题，先后在河
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河南省商务

学校、郑州旅游职业学院、郑州财

经技师学院等 10 所在郑高校举

行，参与师生超过10万余人。

在郑州师范学院嵩山学堂，郑

州博物馆的舞台剧《商都拾趣》、郑

州二七纪念馆的音诗画《不曾忘却

的城市记忆》、郑州市大河村遗址

博物馆的历史课堂《大河先民的幸

福生活》，精彩展现了郑州的前世

今生。诗歌诵唱《郑风·子衿》呈现

出中国古代诗歌的别样韵味。郑

州师范学院合唱团的同学们演唱

《黄帝颂》、传播学院同学表演的音

诗画《母亲的花环》表达同学们对

郑州历史文化的深情和感悟。箜

篌古筝合奏的《十面埋伏》把同学

们瞬间带到了荥阳广武山上，怀想

刘邦项羽当年的激烈交锋……师

生们纷纷表示，“文物知识进校园”

宣讲巡演活动，是一场感受历史文

化知识的饕餮盛宴。

据了解，在为期三个月的活动

期间，郑州市文物局选派全市各博

物馆、纪念馆的优秀讲解员走进校

园，并甄选各馆具有代表性的精品

文物同学生们见面。在演出形式

上，各博物馆更创新运用情景剧、

舞台剧、音诗画等演出形式，运用

音效、视频、卡通动漫等元素，通过

生动鲜活的语言，将文物演“活”，

让青年人真正对文物知识入脑入

心。市文物局信息中心主任潘振

萍告诉记者，通过这种和年轻人交

流、分享的更好方式，他们也找到

了让文物、历史、文化成为一种热

潮甚至是一种潮流的新动力。

伴随着“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首届“中
国考古·郑州论坛”“亚太地区都城遗址与历
史城市保护研讨会”“商周青铜器和金文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东亚牙璋学术研讨会”“中
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等多个国际性学术
会议在郑召开，郑州以及郑州丰厚的历史文
化不断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华通讯社、《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近百家主流媒体上，
考古界“国际郑”的声名远播。

“我们协助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探索
与发现》栏目组先后拍摄了《大运河传奇（郑

州段）》《考古中华河南篇：穿越三千年的大河
村》等专题片，播放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市文物局局长任伟介绍。

此外，郑州文庙迎新年撞钟系列活动被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市文物局还组
织拍摄了《发现郑州》纪录片，编纂出版《天地
之中·嵩山》《郑州大运河》《郑州市文物地图
集》《郑州文化遗产》《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
（三）》《文明之光：古都郑州探索与研究》等一
批书籍，编撰了《郑州文物志》，不断增强郑州
的社会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

找到和“年轻人”交流的好方式

“立体”展现厚美郑州

“触网”给你不一样的文物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