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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周武王灭商之
后，对开国元老、先贤遗民、有功
之士、商朝旧臣实行了分封建立
诸侯国的制度。神农、黄帝、唐
尧、夏王朝的后代各有封赏，妫满
以灭商的战功和先贤虞舜之后，
受封于陈（河南淮阳），成为首任
陈国的国君。妫满和太姬的爱情
也开花结果，功德圆满。

妫满在位六十年，多行善政，
死后封谥胡公，也称胡公满。按
照胙（音：作）土命氏的惯例，陈氏
以国为姓，后人称妫满为陈满，成
为陈姓的得姓始祖，其谥号胡公
也成为胡姓的起源。

“这部作品来不得半点虚伪
与矫饰，必须踏踏实实站在历史
的经纬度上予以关照和审视。”饰
演遏父的演员庄国栋表示，《龙族
的后裔》是一部沉甸甸饱含中华
文化血脉传承的作品，“这部戏拍

摄出来是极其不容易的，非常值得
观看。”

“所有的演员都是带着一份尊
重前来的。为了这份尊重，大家花
费了大量的时间查阅历史资料、研
究姓氏文化。”饰演遏父之妻、妫满
之母的演员田淼回忆说，有一场戏
在雨地的稀泥里拍了 26 个小时，
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我们都感
受到姓氏文化的重要性，对一个家
庭来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这种影响是无形的。”

陈月末谈陈氏家风：
脚踏实地、尽职尽责
“姓氏文化是融入每个人血液

里的情感象征，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都摆脱不了。”饰演陈胡公妫满的
是演员陈月末，对于有机会“本姓”
出演“陈”姓的得姓始祖，陈月末感
到非常荣幸，尤其是在熟悉了剧

本、了解了角色之后，他更是觉得
这次机会难得，也为自己能有这
样的祖先而自豪。

陈月末出生于演艺世家，他
的父母陈宝国、赵奎娥是圈内知
名的“模范夫妻”，演技好，零绯
闻，很低调。

谈及家风传承，陈月末认为
父母给他影响最大的是“脚踏实
地、尽职尽责”。

因为父母经常拍戏在外，陈
月末从小和爷爷待在一起的时间
特别多。“爷爷喜欢山南海北地和
我聊天，他从小给我灌输，男人一
定要懂历史，要知道时事，我小时
候不理解，后来懂了，就开始看历
史。”

“陈胡公的故事，充分说明
了，只有那些热爱本职工作、脚踏
实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尽职
尽责、精益求精的人，才可能成就

一番事业，才可望拓展人生价值。”

中国姓氏从周朝开始
步入万紫千红的繁盛

“周初总计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
国。其中周武王的兄弟之国十五个，
同姓之国四十个，还封了前代明王诸
如神农、黄帝、唐尧、虞舜等人的后
裔。在大量封国出现的同时，以封地
作为姓氏的情况开始大量出现。”河
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李立
新表示，正是西周确立的宗法制度产
生了分封制，结束了上古部落割据的
杂乱局面。

“裂土分疆使得天下分割成众多
诸侯国，诸侯国又产生出众多卿大夫
的采邑，采邑再分出无数禄田。于
是，封国、采邑、禄田的地名直接转变
成了‘姓氏’，从此中国人的姓氏猛
增，派生出2400多个姓氏，宗法制度
对中国姓氏产生了根本影响，开启了

众多姓氏文化的发端。”李立新说。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对传统

文化的认知还是比较少的，但对于和

自己姓氏有关的一切，还是天然存在

着亲切感。”饰演周武王之女太姬的

年轻演员刘熙阳说，自从知道她接拍

了《龙族的后裔》这部戏，周边的朋友

和她聊天时都会问她，有没有我的姓

呀，我的得姓始祖是什么样的故事

啊，还需要不需要演员等，大家对姓

氏文化的热情可见一斑。

“用我们的身体力行，为中国优

秀的传统文化尽点力。”饰演周武王

之妻的庄庆宁坦言，故事中所体现出

的中华美德，也让人深思，母亲这个

角色的重要性。“用姓氏解读历史，我

们会发现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中

国，我们会发现更多的文化其实蕴含

在我们未知的领域，它巧妙地藏在故

事里。”

本周日晚，《龙族的后裔》第 9、

10集《陈胡同源》播出，敬请期待。

《龙族的后裔》本周日播出第9、10集

看“陈”姓始祖妫满如何匠心筑梦

本报讯（记者 秦华）听
春节故事、做新年手工、写新
春“福”字……记者获悉，河
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为各位
小读者准备了新春特辑活
动，邀请小读者来图书馆过
大年，这些活动全部免费对
小读者们开放。

据介绍，本次活动包括
线上和线下两种类型的活
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包
括故事会、亲子手工、文化知
识大闯关等多项内容，各个
年龄层的少儿都能找到适合
自己参与的活动。

线下活动共包括三项内
容，分别是：2月 3日（腊月二
十九）的“历史教室：带福回
家——写‘福’字”、2 月 5 日
(大年初一)的“彩虹故事会
——过年啦”、2月 6日（大年
初二）的“彩虹手工坊——新
年挂饰”。这些活动的举办
时间均为下午3点。

线上活动同样也包括三
项内容：第一项为“我们的中
国梦”——公共数字文化进
万家活动。该活动由国家图
书馆、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
共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省少
儿图书馆以及全国各级公共
图书馆承办，内容包括“今昔
巨变·辉煌见证”新老照片征
集、“美好生活”主题活动、

“吉语贺岁·好书传情”电子
有声贺卡、“书香博闻·欢启

归程”在线趣味答题、“听赏
群书·喜迎岁除”线下主题展
览、国家数字文化网视听空
间“地方文化民俗庆新春”主
题资源展播和“欢乐祥瑞·金
猪纳福”VR 贺新春数字文
化虚拟现实体验等，将进一
步丰富少儿读者的节日文化
生活，感兴趣的小读者可点
击“ 河 南 省 少 年 儿 童 图 书
馆”微信公众号或者登录河
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官方网
站参与；

第二项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知识大闯关”主题线
上活动。1 月 25 日~2 月 28
日，省少儿图书馆联合同方
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共
同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知 识 大 闯 关 ”主 题 线 上 活
动。活动期间，河南省少年
儿童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将
定期发布关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相关主题文章，有趣
有料，小读者不仅可以家人
一起阅读，一起长知识，还可
参与传统文化知识答题，赢
取小礼品；

第三项为“线上年俗【有
声绘本】神话故事”，小读者们
不仅可以免费聆听“河南省少
年儿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按
时推送的绘本故事，还可在河
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丰富的
数字资源库中尽情浏览观看
更多的有声绘本故事。

图书馆里过大年
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新春活动出炉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
文物局公布了第七批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单，山西
省长治市上党区荫城镇等60
个镇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河北省井陉县南障城镇吕家
村等 211个村为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其中，河南省有 7
个村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分别为宝丰县李庄乡翟
集村、郏县薛店镇冢王村、郏
县薛店镇下宫村、郏县茨芭
镇山头赵村、修武县云台山
镇一斗水村、修武县西村乡
双庙村、三门峡市陕州区西
张村镇庙上村。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镇 名
村，是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
局从 2003 年起共同组织评
选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
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

义的、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
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
族特色的镇和村。这些村镇
分布在全国各地，既有乡土
民俗型、传统文化型、革命历
史型，又有民族特色型、商贸
交通型，基本反映了中国不
同地域历史文化村镇的传统
风貌。

据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名 镇 名 村 实 行 动 态 管 理 。
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本省 (自治区、直辖市)已
获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称
号的镇保护规划的实施情况
进行监督，建设部会同国家
文物局将不定期组织专家
对已经取得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称号的镇进行检查。
对于已经不具备条件者，将
取消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称号。

本报北京专电（记者 刘超峰 文/
图）昨天，央视春晚迎来第四次正式联
排，本次的节目又略有调整。河南登
封塔沟武术学校少林小子表演的节目
顺利通过四次排练，这次联排经过导
演组的精雕细琢之后有明显进步，演
员精湛的技艺博得观众阵阵掌声。该
校总教练刘海科特地从郑州赶往北京
看望演职员并给大家助威打气，希望

少林小子们再接再厉，圆满完成演出
任务。

著名主持人谢娜在之前的联排中
突然空降现场，引起观众的好奇和期
待，据了解，这位川妹子并不主持春
晚，而是将操浓重的四川话表演。谢
娜 2015年曾经冲刺过央视春晚，搭档
李菁出演小品，但最终因“笑果不佳”
止步终审。这次谢娜空降央视，或许

会有不一样的“笑果”。
除了谢娜首登春晚惹人关注之

外，时隔6年，帅气而幽默的魔术师刘
谦回归，再登春晚舞台。这次联排中，
刘谦看起来也非常酷，他将带来什么
样的节目，令人十分期待。

另外，央视昨天正式官宣北京主
会场和三个分会场支持人，康辉、朱
迅、任鲁豫、李思思、尼格买提将担任
北京主会场主持人。江西井冈山分会
场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张宇
和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尹颂合作主
持；吉林长春分会场将由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主持人张泽群与吉林广播电视
台主持人杨帆联合主持；广东深圳分
会场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杨
帆和深圳卫视主持人庞玮携手主持。

在今年春晚四个多小时的节目
中，观众朋友们将既能感受到革命老
区井冈山“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又能体验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吉林长
春老工业基地的现代化力量，还有改
革开放的“窗口”——中国最年轻城市
广东深圳创新的城市形象，令人期
待。三大分会场回望来路、面向未来，
将历史与现代、古朴与时尚完美结合，
突出中国元素、民族符号、地域文化。

央视春晚进行第四次彩排
塔沟小子精湛技艺惹人赞

本报讯（记者 秦华）
“1978卓越大奖”近日揭晓了
“1978 新时代电影&电视节
提名名单”，该名单涵盖十佳
电视剧、十佳电影、十佳影视
金曲、十佳导演、十佳男女演
员、十佳编剧七大类别，对近
40年做出突出贡献的影视作
品、人物进行了梳理。谢晋、
张艺谋、巩俐、李雪健等影视
行业从业人员获得提名，可
谓众望所归。其中女演员提
名竞争最为激烈。

记者在“1978 新时代电
影&电视节提名名单”中看
到，七大类别每一类别均有
20席入围。四大名著改编的
电视剧全部获提名，《少林
寺》《霸王别姬》《我不是药
神》等提名十佳电影，最佳导
演提名谢晋、王家卫、郑晓龙
聚集内地香港 40 年内优秀
导演。三代“谋女郎”巩俐、
章子怡、周冬雨全部提名最
佳女演员，李雪健、成龙、邓
超老中青集结最佳男演员提
名，芦苇、王朔、高满堂等 20
名编剧获提名。

这其中，最醒目的当属
20位十佳女演员提名了，这
项提名涵盖了改革开放各个
时期在电影、电视、话剧等多
种表演艺术形式中表现卓越
的女演员。在《小花》《末代皇
帝》中有出彩表现的陈冲，凭
借《骆驼祥子》《大宅门》《康熙
王朝》为人所熟知的斯琴高
娃，因主演电影《红高粱》一举
成名的巩俐，第一位真正意义
上的“全民偶像”赵薇及章子
怡、周迅、孙俪、李冰冰、姚晨、
周冬雨等进入提名。遗憾的
是，处在夹缝一代的 80后演
员，前有 70后“大花”如日中
天，后有 90后“小花”崭露头
角，目前尚无特别具有代表性
的女性演员入选提名。

1978 新 时 代 电 影 &电
视节，以开启改革开放、对于
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转折点
的 1978 命名，展现 40 年来
以中国影视为代表的文化产
业取得卓越的成就，是港澳
新闻界首个专门为纪念中国
改革开放而设立的电影节与
电视节。

本报讯（记者 秦华）几天后，最强贺岁档将正式
开战，各家均已摩拳擦掌。昨日，电影《小猪佩奇过
大年》压轴发布同名主题曲MV，国民快乐辣妈、“太
阳女神”谢娜惊喜献唱。主题曲对于电影的核心受
众低龄小朋友十分友好，曲调萌动欢快、朗朗上口，
歌词更是简单易学又饱含亲情温暖，句句唱出了新
春团圆的美好寓意。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MV刚一开始
就是姐弟俩的经典亮相，随即谢娜和一群萌娃涌入
整个房间，手舞足蹈带领观众进入温馨的氛围。“365
天的思念，一转眼又是一年，365天就在今天，欢欢喜
喜过大年”，歌词诠释着辞旧迎新的期待，生动地描
绘了过年时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的热闹场景。此次也
是谢娜孕后首次献声亲子电影，字字都是送给万千
家庭的新年祝福。

据了解，影片在保留 IP原汁原味画风的同时融
入了中国传统新年元素，是专为中国猪年独家定制
的一份喜气洋洋的礼物。在上周的全球首映礼上，
电影得到了全场 600位家庭成员的极力好评，电影
通过小猪佩奇这一纽带，向孩子们普及传统年俗和
春节的含义，包饺子、放鞭炮、穿新衣、贴对联等画面
年味十足又温情热闹，在童稚与萌动的氛围中让每
一个宝贝儿感受春节团圆的温馨热闹，也让每一个
家庭被欢乐幸福围绕。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近日，由宁浩执导，黄渤、
沈腾领衔主演的《疯狂的外星人》发布宣传主题曲，
火箭少女101集结献唱《银河系Disco》，成春节档唯
一全员助阵歌曲。该曲以复古风disco为创作灵感，
糅合时下流行的电音、rap等音乐元素，将电影主题、
春节气氛与少女们鬼马洋溢的特质巧妙结合，与《疯
狂的外星人》传递的本土喜剧科幻概念相得益彰。

继黄渤、沈腾联袂二手玫瑰乐队献唱的电影同
名主题曲发布后，《疯狂的外星人》又爆音乐猛料：国
内当红女团火箭少女 101献唱电影宣传主题曲《银
河系Disco》发布。《银河系Disco》以 disco曲风为创
作灵感，全曲弥漫着复古和节日气息。在少女们鬼
马洋溢的特质和唱腔演绎下，整首音乐更像一次曼
妙的迷幻之旅，置身旋律之中，仿佛陪伴外星人度过
地球欢喜时光。

除音乐气质令人耳目一新外，《银河系Disco》的
唱词也充满了跨界元素。“转身大跌眼镜，有外星人
在耍马戏”“想拜年拜到银河系，跟外星人蹦迪”等歌
词，不断在节日气氛与外星访客间切换，将整个春节
打造成一场开放肆意的外星人迎宾会。而歌词传递
的情感共鸣，也与宁浩导演创作《疯狂的外星人》的
思路不谋而合：“任何电影都是在表现人类的情感，
像《阿凡达》也是在表现人类的情感。甭管你拍什么
东西，拍机器人也好，其他东西也罢，它都是表现的
跟我们的生活、文化相关的事情。”

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单出炉

河南七个村上榜

“1978新时代电影&
电视节提名名单”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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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佩奇过大年》大年初一上映

谢娜唱响同名主题曲

火箭少女献声
《疯狂的外星人》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金牌编剧冈
田麿里执导、多名著名声优加盟的电影
《朝花夕誓》近日宣布定档 2月 22 日。
影片昨日发布“相依”版预告与海报，孤
单无靠的玛奇亚与艾瑞尔母子，从相
遇、成长到分离，一个邂逅与离别的动
人故事就此展开。

在昨日发布的“相依”版预告中，展
示了“离别一族”的玛奇亚在与孤儿艾
瑞尔相遇后，努力学习成为合格母亲的
情景，玛奇亚的一句“他的快乐，就是我
的开心”道出了所有母亲的心里话，令
人感动。除了预告外，同日曝光的还有
电影海报。此次海报以淡色为基调，艾
瑞尔平和安稳地躺在母亲玛奇亚怀中，

岁月静好的氛围油然而生。
电影《朝花夕誓》是曾创作出动画

《未闻花名》的著名编剧冈田麿里的诚
意佳作，讲述了拥有数百年寿命的“离
别一族”的少女玛奇亚与刚刚失去双亲
的人类孤儿艾瑞尔之间关于“离别与成
长”的人生故事。这部新作不仅延续了
冈田麿里此前对感情刻画的真挚与细
腻，在这部导演处女作中，冈田麿里还
做出了更多的自我突破，留待观众在大
银幕中去一一找寻。

这部春节后第一部日漫大作，凭借
着感人肺腑的故事与唯美画风，一直备
受关注。影片此前在全球多个电影节
获得奖项与提名，不仅获得过上海国际

电影节金爵奖，入围了第 91届奥斯卡
最佳动画长片初选，还曾在多个国际电
影节得奖。目前该片在各大票务平台
上的想看人数飞速增长，相信这部催泪
巨制将引爆全新期待。

《朝花夕誓》海报预告双发

开年最感人动画引爆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