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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河南和中国故事的“独一份”：
《龙族的后裔》里凝聚着我们的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

“当前全国的姓氏文化研究热度不断
升高，大大小小的姓氏文化社团组织如雨
后春笋不断涌现，不同层次的姓氏文化研
讨会遍地开花、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寻
根谒祖活动接连不断、此起彼伏，目不暇
接的姓氏文化研究成果不断出版、百花齐
放。”李立新得知《龙族的后裔》播出在即，
认为这部剧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动：“我
认为《百家姓·龙族的后裔》的播出将向社
会传播姓氏文化知识，让大家知道我是
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向社会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和展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精神标识；还向华
人社会传播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民族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

李立新说，河南作为中华姓氏的主要
起源地，姓氏文化热潮一直持续不断，是
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成为全球华人寻
根谒祖的目的地、寄托乡愁的承载地。

“《龙族的后裔》传递出准确的历史文化知
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民族
艰苦创业、繁衍生息、瓜瓞绵绵的精神密
码和文化基因，这些信息和精神，来自我
们的祖先，并将成为我们的荣光。”

林坚从事姓氏文化工作 30余年，曾
担任省侨联秘书长，“姓氏”已成为她这一
生绕不开的主旋律，姓氏文化也是她眼中
独特的血缘符号、中国符号。

“我看过《龙族的后裔》的片花，真是
气势磅礴、激动人心。我非常期待。”林坚
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她 1985年即到河
南省侨办侨联工作，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
就是联系海外华人华侨社团回国寻根、联
谊等各项事宜，“河南是中华民族‘开始’
的地方，百家姓有 80多个姓氏起源于河
南，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兴起了来河
南拜祖的热潮，不夸张地说，甚至不用邀
请，到了祖宗诞辰的时候，子孙们自己就
回来了。”

林坚深知“姓氏”对所有海外华人华
侨的深刻意义，《龙族的后裔》背负着怎样
的历史和民族使命，也就不言而喻：“《龙
族的后裔》讲述的得姓始祖故事中，凝聚
着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比如那种‘天行
健君子自强不息’，比如坚韧不拔，团结互
助等，这些精神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至今
的原因。好的中国故事就应该体现出这
样的民族精神，《龙族的后裔》就是在讲述

我们的河南故事、是在对世界讲述我们的
中国故事，而且讲得非常动人！”

林坚说，得知《龙族的后裔》即将播
出，她已告诉很多亲朋好友按时观看，“我
对《龙族的后裔》非常看好，期待《龙族的
后裔》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精神纽带，把
我们中华民族凝聚起来、把海内外华人凝
聚起来，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更好推动
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影视作品作为最直观的大众传播
媒介，可以使姓氏文化更方便地走进千
家万户，渗入千百万老百姓的心中。一
方面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另一方面这些蕴含着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
可以使中华优秀人文精神深入人心，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李立新认为，每个人都有姓氏、每个
人对自己的姓氏都有一种天然的情怀，
祖先崇拜是中华民族的信仰之一，尊祖
敬宗、报本反始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他对《龙族的后裔》给予厚望：“希望《龙
族的后裔》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一炮而
红，成为热播的影视作品。”

文化大咖倾情推荐《龙族的后裔》
（上接一版）韩宏宇表示，《龙族的后裔》讲述的

是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各个姓氏先祖先贤们对
民族精神的形成、对民族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作
品不仅是讲知识，告诉观众每个姓氏怎么来的，更
重要的是用生动感人的情节，讲祖先们为我们的中
华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每一集的艺术性、故事性、
戏剧性都很强，都很激动人心。”韩宏宇说，《龙族的
后裔》从《百家姓》入手，但超越了我们熟知的百家
姓历史知识，它不仅仅是用情节讲历史故事，更是
超越了故事讲精神，讲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过程，
树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准则。

在观看《龙族的后裔》过程中，韩宏宇坦言自己
多次“非常感动”，看各个得姓始祖百折不挠、维护
正义、牺牲自己保全他人……无不内心震荡。“《龙
族的后裔》讲出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中崇高的民族
精神和伟大的民族气节，传播这些故事，也就是传
播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精神传统、崇高品
格、民族人格，对今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楷
模性作用。当今社会需要这些精神！”

韩宏宇还提出，《龙族的后裔》播出非常及时，
“《龙族的后裔》是发扬继承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传
统文化的生动实践，尤其是在今天民族精神有所失
落颓废的现状下，这部电视剧的播出必将为精神建
设起到巨大的感染和鼓舞作用。”

填补电视剧市场空白的佳作：
《龙族的后裔》挖掘生动的历史英雄人物震撼人心

“姓氏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非
常重要的身份符号，是我们日常生
活中须臾不可离的生活要素，中华
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姓氏文化，博
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构成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已经深入到
每个人的心中，尤其是漂泊在海外
的炎黄子孙，都对‘家’、对‘根’有一
种深深的渴望。”

石小生告诉记者，时至今日，姓
氏文化已成为经中央批准的中原经
济区五大战略定位的华夏历史文明
创新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省委领导曾
多次明确提出：进一步巩固并充分发
挥河南根亲文化优势，增强海内外华
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
巩固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的文化基础
发挥独特作用。而“老家河南”的提
出正是基于河南是中华姓氏主要起
源地的精准表述——在此时代背景
下，厚积薄发的《龙族的后裔》，无疑
是填补了该领域电视剧市场的空白。

“《龙族的后裔》两集讲述一个

姓氏故事，主题精神是一致的、基
本内涵是一致的。”韩宏宇坦言，之
前他看过其他姓氏文化的影视作
品，但基本是纪录片或专题片，大
多以远古的虚拟场景、故事再现的
表现手法来讲述姓氏知识，“这些
作品大都只是讲知识点，偶有故事
的讲述，但既没有让人感动的故
事，也没有塑造出光辉的人物形
象，更无法让人感受到灵魂的升华
和洗礼。”

“其他同题材作品，可能仅仅是
从某些方面讲了一些姓氏文化，而
《龙族的后裔》却是把民族精神所有
伟大的层面和侧面建构起来了，无
论是题材形式上，还是表现手法上，
都可以说是填补了空白——从这个
意义上讲，不仅仅是填补了历史知
识的空白，在精神形成的建构过程、
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内涵讲述精彩程
度上，也填补了空白，对今天的精神
文明建设，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
量。”韩宏宇说。

银联联手郑州公交
推出半价乘车活动

每人每日可享两次优惠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记者昨日从市公交总公司
了解到，为持续推进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建设，今
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中国银联河南分公司继续联
合省会24家商业银行，推出“5折乘公交”优惠活动。

此次活动适用于我市公交所有公交线路，凡使用
银联二维码（含消费码和乘车码）、银联手机闪付和银
联 IC 卡闪付乘车，可享 5折优惠（最高优惠 0.5 元）。
活动期间，同一用户每日可享2次优惠。

24家银行每日优惠名额按银行单独设置，先到先
得，用完为止。乘客可登录“云闪付”APP，在“享优
惠”版块下拉至“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点击查看
各行名额实时使用情况。如某行名额使用完毕，可换
其他有剩余名额的银行卡进行使用。

美丽宁夏邀市民
冬游“塞上江南”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组织该区旅游界人士在郑州举办旅游推介会，
诚邀市民“冬游宁夏 享受阳光”。

据该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宁夏气候宜人、四季宜
游，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此次来豫推介冬季旅游，就
是为了宣传宁夏丰富多彩的冬季文化旅游资源，让更
多的河南游客知晓暖意满满的宁夏，吸引他们来“塞
上江南”感受别样冬季。

冬游宁夏，游客可以品尝温补的手抓羊肉，喝暖
胃的枸杞八宝茶，泡驱寒的温泉汤，再到冰封的贺兰
山滑一滑雪。推介会现场，来自沙坡头、镇北堡西部
影视城、水洞沟、贺兰山岩画景区、黄沙古渡景区、青
铜峡黄河大峡谷、鸣翠湖国家湿地公园、青铜峡市黄
河楼等景区人员现场推介，引发嘉宾对冬游宁夏的憧
憬向往。

据了解，围绕“冬游宁夏 享受阳光”主题，宁夏冬
季旅游深入挖掘文化、民俗、美食、温泉、冰雪、养生等
特色冬季旅游资源，推出了“走好新的长征路之旅”

“踏沙之旅”“温暖养生之旅”“品读西夏研学之旅”“丝
路文化之旅”“民俗风情之旅”“塞北冬韵之旅”等多条
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上，两省旅游企业签署了旅游
合作框架协议。

在线预订春运
车票占比提升
多家服务平台技术升级

本报讯(记者 成燕）距离传统春节还有一个月，“是
旅游还是回家？”“抢到票了吗？”……再次成为大家关注
的话题。记者昨日从多家旅游交通服务企业了解到，
近日，春运相关内容在线搜索、预订量同比增幅明显。

驴妈妈旅游网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通过该平台购买春运期间机票、火车票、巴士、租车、
用车等服务的游客人次，相比 2018年春运同期，增幅
已超八成。其中，苏州、广州、深圳、温州、上海、东莞、
杭州、北京、上海、厦门位居热门出发地前十；而从目
的地省市来看，主要集中在河南、安徽、四川、湖北、山
东、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份。为营造更好的春运出
行体验，12306、携程、驴妈妈旅游网、同程艺龙等多家
在线票务平台都针对春运做出专门部署。据了解，携
程已组成春运客服应急小组，抽调数百位有多年春运
服务经验的客服人员加入其中，24小时为旅客提供服
务。在去年春运中大展身手的客服机器人今年也将
继续投入使用，为用户提供包括自助退改签、自助开
发票等基础服务。驴妈妈提前就对交通预订系统进
行专门升级；除PC、APP、机票火车票微信小程序等更
多渠道外，针对春运机价贵、票难抢等问题，还免费提
供中转线路、周边省钱出发线路推荐等，以及 VIP抢
票、捡漏等增值服务，颇受游客欢迎。同程艺龙发布
了“智慧春运”出行解决方案的升级版——慧行2.0，依
托“互联网+大数据”模式，创造性地解决用户信息不
对称的痛点，在同一页面提供多场景备选方案，覆盖
火车、飞机、汽车、轮船等多品类，为用户量身打造“最
快、最省、最舒适”等维度的“替换、接续”型出行方案。

据了解，相比往年，今年春节较早，高校放假、外
出务工返乡高峰叠加，迎来春运预订第一波出游高
峰。在线预订过程中，熟悉互联网的子女为父母代
订，或者年轻触网民工帮同伴团体预订，增幅明显。

春节到孟津
过个红火中国年吧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在“老家河南·孟津过

年”2019孟津新春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孟津旅游
界向郑州市民发出诚挚邀请：孟津的新年有灯火璀璨
的春节灯会，有孟津韵味浓郁的文化庙会，有当地特
色的传统美味……春节到孟津过个红火中国年吧！

发布会现场以汉魏风迎宾门、传统灯笼布景等展
示出孟津浓郁的传统年味。据介绍，届时，2019第二
届“魏家坡·中国年”春节活动、2019孟津草莓嘉年华、
孟津冬季百万学子研学游、2019十里银滩·黄河灯会、
2019洛阳郁金香功夫庙会等将为游客带来春节旅游
盛宴。

该活动将围绕“津津有味孟津年”主题，以县城为
中心，对“体育旅游区”“文化旅游区”“研学旅游区”

“农业旅游区”四大区域进行整体新年氛围布置。游
客可到魏家坡过个传统中国年，也可到十里银滩·黄
河灯会现场欣赏璀璨夜景，到洛阳郁金香花园新春文
化庙会观看狮王争霸赛，感受百狮闹春、百狮贺岁的
风采。您还可品尝到具有浓郁特色的黄河大鲤鱼、铁
谢羊肉汤、横水卤肉等美食。

据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老家河南·孟
津过年系列春节活动自2017年首次推出以来，每年都
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传统的年味儿体验，吸引大量
游客，＂孟津过年＂也成为河南新春活动的代表品牌。

全国首家磁波刀帕金森
震颤治疗中心招募患者

本报讯（记者 王治 通讯员 崔冰
心）昨日，记者从省人民医院获悉，磁
共振引导聚焦超声（磁波刀）帕金森震
颤治疗中心在该院落户。据悉，这也
是全国首家利用磁波刀技术开展帕金
森震颤治疗的医院。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
变性疾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静止性
震颤、运动迟缓、肌强直和姿势步态障
碍。国外研究表明磁波刀系统治疗帕
金森的震颤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

“磁波刀”具有无须开颅手术、
不用全身麻醉、术后感染、出血风

险极低(几乎为零)、无须植入硬件、
无电离辐射、病人全程清醒可以和
医生交流、术后即刻见效、实时控
制温度、精准寻找并确定最佳靶点
等优点。

据介绍，作为国内首家引进磁波
刀神经治疗系统的医院，省医已经获
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面向社会
招募帕金森病震颤患者及特发性震
颤患者。凡是有此疾病困扰的患者
都可前往该院咨询报名，经临床和影
像评估判断能否入组，一旦入组治疗
费用全免。

不系安全带抓拍首日
187辆车被开罚单

本报讯 (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李
冰)自 1月 2日元旦假期过后上班的第
一天起，市交警二大队便开始对辖区
内两条城市快速路上驾驶员不系安全
带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电子眼抓拍。

昨日下午，记者从市交警二大队
获悉，1月 2日，该队在西三环主路和
陇海西路高架二层这两条城市快速
路上，对行驶的机动车驾驶员不按规
定使用安全带的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录入。

经过全天24小时的监控抓拍，共
抓拍到违法证据图片 800多张，后经
反复甄别和筛选，最终确定了 187辆
机动车驾驶员未按规定在城市快速路
上使用安全带。

下一步，该队将把这 187辆车的
违法行为录入系统，并按照《交通安全

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处于200元的
罚款，记2分的处罚。

据交警二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月 2日是元旦假期后上班的第一天，
加上单双限行改为每天两个尾数限
行，导致路上的机动车辆明显增多，抓
拍到的机动车驾驶员不系安全带的违
法证据照片也比前两天有明显增加。

抓拍过程中，民警发现有两辆车
号为豫A8E911和豫AH36S5的面包
车，不仅主驾副驾都没有系安全带，并
且副驾人员的怀中还抱着孩子坐在前
排。一旦发生事故，不仅不能有效地
保护孩子，还可能因大人的挤压撞击，
给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民警提醒带
孩子的家长，带孩子乘车时，应当给未
成年儿童配备安全座椅，这样才能有
效地保护儿童乘车时的人身安全。 窗外，雪花纷飞

室内,花开绚烂
昨日，郑东花卉

市场内没有冬天的寒
意，蝴蝶兰、大花蕙
兰、长寿花等花开绚
烂，宛如春天。

记者 马健 摄

昨晚，绿城新年
第一场雪悄然而至，给
市民带来不小的惊喜。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