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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
“文明华夏阅春秋，赋说中原第
一流。”近日，由郑州诗词学会会
长姚待献主编的新书《赋说中原
——王国钦辞赋欣赏》在郑州首
发。该书将为郑州乃至中原地
区创作的辞赋结集出版，为读者
了解郑州及中原地方的厚重文
化提供一种新的文学解读。

辞赋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
学形式之一，近年来正在全国
如火如荼地复兴之中。作为中
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居
于九州之中的郑州千百年来孕
育了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吸
引了众多仁人志士为之热心辞
赋创作，并产生了一大批上乘
之作。

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赋说中原——王国钦辞赋欣
赏》是当代中原的第一部辞赋作
品集。该书历时 10余月编辑出
版，书中收入“郑州辞赋第一人”
王国钦创作的《郑州赋》《告成
赋》《贾鲁河赋》《兰考赋》《如意
赋》《河南大学赋》《新乡赋》《中
原赋》等辞赋作品 19 篇，同时还
收入专家、学者、诗人针对性的
评论文章12 篇。

此外，孙广举、王刘纯、石
品、李健强、毛鸿雁、冯杰、乔国
强、田华璞、冯国斌等 20 多位
诗、书、画坛各界翘楚为书中的
辞赋作品赐墨、配画，更加丰富
了该书的艺术形式。文、书、画
三种艺术形式在书中达到了高
度的统一、完美的艺术融合。

著名诗赋家、中华诗词学会
副会长王改正，著名评论家、河
南省文联党组书记王守国分别
为《赋说中原——王国钦辞赋欣
赏》题词，著名书法家周俊杰题
写书名，使这本饱含中原文化的
作品更添浑厚典雅、大气厚重的
文化精神。

业内人士认为，将为郑州乃
至中原地区所创制的辞赋结集
出版，不仅可以使读者更深入全
面地了解郑州及中原地方的厚
重文化，还为中原辞赋创作提供
了可借鉴的典范文本，为郑州诗
词文化的建设描绘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森林历险记》喜获两个奖项
“叔叔阿姨，你们什么时候能再来演

出啊，我们还会来看的……”8月 10日的

扬州急雨阵阵，却依然没有影响市民观

看《森林历险记》的热情。演出结束后，

小观众们兴奋地和演员探讨剧中的角

色，依依不舍地和演员“约定”下次再见。

《森林历险记》取材自印度著名史诗

《罗摩衍那》，讲述了王子和猿将军联合

从十头魔王手中救出王妃的故事。该剧

将印度故事与中国传统木偶文化巧妙结

合，融入杖头木偶、黑影戏、人偶面具等

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展现了古老的木

偶艺术在当下的传承与创新。演出中，

省木偶剧团娴熟的木偶表演技术获得了

评委们的一致好评，最终喜摘第五届全
国木偶皮影剧(节)目展演“传承剧目奖”

“木偶技艺操纵奖”两大奖项。

第五届全国木偶皮影剧(节)目展演

活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木偶联会

中国中心、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扬州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吸引了来自北京、

上海、福建等 15个省（市、自治区）的 24

家剧团参加。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涵

盖不同地域、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26台

剧（节）目50场演出在扬州上演。

4台大剧登上中原文化大舞台
“注意走位和节奏……”记者昨日走

进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排练厅，只见刚刚
从扬州回来的省木偶剧团正在紧张地排

练。省木偶剧团团长赵飞介绍，为更好
地满足孩子们暑期的文化需求，今年“中
原文化大舞台”木偶剧的演出从往年的

几场增加到了14场，这个暑期，该团将为

许昌、驻马店、信阳、南阳、周口 5个省辖

市的少儿观众送去木偶演出。

此次“中原文化大舞台”演出，省木

偶剧团精心选择了最新、最好的剧目奉

献给观众。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董事长张

振中介绍，参与此次演出的 4 台剧目全

都是时长近 70分钟的大剧，不乏获过重

要奖项的高质量精品剧——《酷酷熊棕

棕历险记》《爱丽丝漫游奇境》分获第十

三届、十四届河南省戏剧大赛文华奖；

《葫芦兄弟》曾入选 2017 年度新型文化

业态项目；《阿里巴巴与大盗》是该团精

心打造的保留剧目，演出多年来深受少
儿喜爱。

赵飞说，每一个孩子，都会幻想缤纷
多彩的奇妙世界，本次演出，将带小朋友
一同展开想象的翅膀，随着主人公的历
险过程，一起欢笑、流泪，学会坚强、勇
敢、善良、团结、自信地面对生活的困难
和挑战。

古老木偶走出创新之路
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木偶是

一项古老的艺术。作为我省唯一一个专
门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国有艺术专业院
团，省木偶剧团常年致力于传承木偶艺
术、创新剧目内容，使古老小木偶在当下
绽放出新光彩。

“以往的木偶剧短小精旱，而现在的
木偶剧在表现形式上更贴近于儿童剧，
剧目时长有所延长，呈现出令人耳目一
新的艺术面貌：故事情节更加丰富，形式
也更加新颖。”张振中说，近年来，省木偶
剧团不断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尝试将木
偶与动漫技术、与现代的声光电技术相
融合，尝试将木偶与音乐、舞蹈、戏曲等
多种艺术形式有机结合，打造出突破观
众想象的视觉效果。

“木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省木偶剧团有责任把这门艺术
门类传承下去，也有责任创作更多紧贴
少儿审美需求、带给少儿正确引导和启
迪的剧目。”张振中说，省木偶剧团将根
据时代特点和要求，赋予木偶剧新的时
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努力激活其生
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推动木偶
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争取把
我省的木偶剧制作水平、演出质量提高
到一个新水平。

我省木偶剧摘第五届全国木偶皮影剧(节)目展演两奖项

古老小木偶绽放新光彩
本报记者 秦华 文/图

第五届全国木偶皮影剧(节)目展演
于8月12日在扬州闭幕。闭幕式上揭
晓了各大奖项，作为我省唯一一部参与
展演的剧目，由省木偶剧团排演的《森
林历险记》喜获此次展演“传承剧目奖”
“木偶技艺操纵奖”两大奖项。载誉归
来，演员们昨日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
紧张的排练中——8月16日至19日，该
团将在南阳献上“中原文化大舞台”4场
演出，为暑期的孩子们带去4台大剧。

继承优良传统、紧跟时代发展、紧
贴观众审美……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的当下，河南省木偶剧团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不断创新表现形式，推动木偶
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发展，“小木偶”
也走出了一片盎然生机。

当代中原首部辞赋作品集

《赋说中原——王国钦
辞赋欣赏》在郑首发

本报讯 (记者 成燕 实习生
李鑫）记者昨日从省文化和旅游
厅了解到，2019年戏曲百戏（昆
山）盛典日前拉开帷幕，来自河
南的曲剧《信仰》、越调《诸葛亮
临危受命》和折子戏专场演出参
与盛典，于 8月 11日~13日陆续
亮相。

该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艺
术司、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
主办。共有全国 20个省(市、自
治区）的112个剧种、118个剧目
参演，包括大戏14台、折子戏 21
台。其中大戏演出 1场；折子戏
组合演出 2场，共计 56场，剧目
展演将持续至8月 27日。

越调《诸葛亮临危受命》由

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排演，荣获河南省第十四届戏剧
大赛文华奖，第八届黄河戏剧奖
金 奖 ，并 获 批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2018年度大型舞台艺术作品资
助项目。现代曲剧《信仰》是河
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精选的三部体现共产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
的现实题材戏剧作品之一。此
外，由太康道情《王金豆借粮》、
罗卷戏《杨延景挑将》、落腔《二
杆杈卖布》、四平调《小包公》、二
夹弦《莫愁女》、怀调（淮调）《封
神榜·殷蛟采药》组成的折子戏
专场分别于 8 月 12 日、13 日在
昆山亮相。

2019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举行

河南多台剧目精彩献演

本报讯（记者 成燕）如何才
能让暑假过得更有意义？不妨
去郑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暑期必
胜小课堂体验下科技与考古的
魅力吧。

就在上周四，暑期必胜小课
堂第一季《宇宙的秘密》火热上
演。对于小朋友来说，宇宙的秘
密实在太多，而人类最早观察宇
宙 ，则 是 通 过 望 远 镜 来 实 现
的。在开始制作望远镜之前，
老师先让小朋友们观察望远镜
的特点，并讲述望远镜的原理
以及制作过程。小朋友们按着
老师说的步骤专心致志地开始
制作。本次活动通过望远镜制
作，让孩子们零距离学习科技知

识，在实践中锻炼动手能力和团
结协作能力，真正做到在“玩中
学，学中玩”。

如果您错过了这么有趣的
一课，那么赶紧报名参加即将于
本周四下午举行的《小小考古学
家》课堂吧。这期恐龙考古手工
课程鼓励孩子大胆探索，敲打、
挖掘、拼装，带给孩子玩乐学习
的新体验。挖掘之后，孩子需要
动手将挖到的恐龙化石部件组
装，完成从“挖”到“装”的闭环学
习流程，并将骨骼分类组装完
好。这个过程可以锻炼小朋友
的观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动
手能力，并使小朋友对恐龙的骨
骼将有更直观和具体的认知。

将于 9月 30日上映的电影《中
国机长》近日曝光一组剧照，主演张
涵予身穿制服，完美呈现了英雄机
长的风采，曾塑造过诸多硬汉形象
的他，此次将如何诠释英雄机长？
为此做了哪些准备？记者通过微观
娱乐进行了相关采访。

电影《中国机长》根据“世界级民
航史奇迹”——四川航空3U8633航
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
由刘伟强执导、李锦文监制，张涵予、
欧豪、杜江、袁泉、张天爱、李沁领衔主
演。此次张涵予饰演的是《中国机长》
的核心人物——机长刘长健，其原型
正是四川航空3U8633航班责任机长
刘传健。

2018年 5月 14日，在万米高空
驾驶舱右风挡玻璃爆裂脱落的极端
险情下，刘传健机长及 8名机组人
员以高超的专业素养确保了机上
119名旅客的安全。因在备降事件
中的出色表现，刘传健被授予“中国
民航英雄机长”的光荣称号，并与机
组成员一起被授予“中国民航英雄
机组”的光荣称号，后被评为“感动
中国2018年度人物”。

张涵予曾拍摄《湄公河行动》
《红海行动》《集结号》等多部代表作
品，塑造出诸多各具特色的硬汉形
象，此次曝光出演英雄机长，张涵予

更是收获一众好评。更有影迷在看
过预告片后称赞：“张涵予一出来就
感觉这片子靠谱，他真的很适合这
种角色。”

对此，张涵予坦言，饰演以真实
人物为原型的角色与虚构的角色不
太一样，尤其是与英雄机组交流过
后，更令自己压力倍增，“这部电影
取材于真实事件，每一个人物都是
真实的，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还原
3U8633英雄机组备降事件最真实
的那一面。”

进组前，张涵予全程见证了英
雄机组复飞的历史性时刻，并与剧
组演员一起接受了民航提供的专业
培训，“我录下了很多的视频，后来
我们又到模拟机学习，学习怎么驾
驶空客，我觉得特别有用处。”生活
中张涵予更是常常与刘传健交流，

“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见面，在拍摄
的过程中，我也会问他一些问题”。
他坦言刘传健令人十分敬佩，“他是
一个真正的英雄，作为演员，我会使
出十二分的力量来把这部戏演好。”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杨丽萍）由
陈彤编剧，刘进执导的都市律政题
材电视剧《精英律师》近日曝光了首
轮人物剧照。领衔主演靳东，主演
蓝盈莹、孙淳、田雨、刘敏涛、朱珠、
代旭，友情出演王鸥，特别出演邬君
梅、海一天、王阳、吴越等悉数亮相。

《精英律师》是一部聚焦律师行
业与现实生活的都市剧，本轮发布
的剧照中，多种职场关系映入眼帘，
画面中人物皆以“对峙”状态亮相，
这既代表了律政职场的典型状态，
也将观众带入了工作与生活相互胶
着的紧张氛围中，或一目了然或扑
朔迷离的人物关系带来戏剧张力，
可见一斑。

故事从权璟律所的一场知识产
权侵权案展开，合伙人律师罗槟（靳
东饰）与同样满怀职业理想的戴曦
（蓝盈莹饰）不打不相识，从而将其聘
为助理并肩作战。罗槟目光如炬，过
硬的专业能力让他在工作时始终保

持从容不迫；蓝盈莹饰演的戴曦干练
造型，师徒两人大步流星并肩奔赴

“战场”；孙淳饰演的律所创始人封印
工作起来雷厉风行；田雨饰演的何赛
有一套自己的行事风格，“话痨”的他
常常陷入暴走状态……

此次曝光的剧照中，还出现了
靳东的两位老搭档，一位是《伪装
者》中与靳东组成高人气“楼春CP”
的王鸥，这次饰演一位陷入遗产纠
纷案的富商遗孀；一位是《我的前半
生》中曾合作过的吴越，她与王阳分
别饰演为亲子抚养权案争执不休的
罗槟姐姐罗琦、姐夫冀遇。他们所
卷入的案情将让罗槟面临在人情与
法理中取舍的两难境地。据悉随着
拍摄进程的推进，还会有更多优秀
的演员加盟。

《精英律师》围绕权璟律所的职
场江湖，讲述了以罗槟、戴曦为首的
一群法律从业者，为守护公平正义、
为职业理想奋斗的故事。此外，该

剧还邀请到袁泉、雷佳音、王晓晨、
李乃文、罗海琼、张龄心、孙强、凌潇
肃、辛柏青、梁天、沈晓海等演员加
盟，实力演绎围绕律政行业而展开
的职场故事与百态生活。

目前，律政题材都市剧《精英律
师》正在热拍中。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由任达华、梁咏琪等十余位
实力明星主演的年度最佳陪伴电影《小Q》已改档至 9
月 20日登陆全国院线。近日，影片举办“任达华‘我回
来了’暨电影《小 Q》重聚会”，主演任达华手绑绷带伤
后首度亮相，与“女儿”小Q相聚，回忆起拍摄的美好时
光，任达华表示是“忍耐与陪伴并存”的日子，虽然与狗
狗对戏难度甚大，但心灵上的沟通给人带来无穷无尽
的感动。

电影《小Q》便讲述了李宝庭（任达华 饰）因中年失
明几度封闭自己，而小Q的出现让他重新体验到生活
和生命的美好，最终一人一狗相依相守的动人故事。
影片改编自感动亚洲 3亿读者的小说《再见了，可鲁》，
超越原小说催泪十足的本土化改编及导盲犬伴随主人
一路同行、相伴相守的感人故事，将会触动观众的泪
腺。

影片此前在全国举行多轮点映活动，收获无数优
质口碑并引发观众深深共情，同时在各类社交平台也
引起广泛讨论，影片中不离不弃的陪伴打动了全国各
圈层的观众，然而此前因为主演任达华意外受伤缺席
影片密集宣传活动，片方决定将电影改档至 9月 20日
公映，此番任达华伤后归来为“女儿”小Q站台宣传大
爱满满，相信片中人犬情深会给更多人带去感动。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现实主义题材剧《小欢喜》
在东方卫视播出以来，收视高开高走，连续多日收视名
列同时段卫视第一，豆瓣评分高达 8.1。该剧围绕三个
中国高考家庭的故事展开，聚焦家庭教育、亲子关系、
升学压力等社会热点话题，真实的画面和情感让观众
大感亲切，充满代入感。

高三阶段，无论家长还是孩子，都交杂着紧张、焦
虑又充满期待的心情。《小欢喜》的编剧通过数百个考
生家庭的采访，提炼出三户为子女备战高考的家庭，
讲述了一系列笑泪交加的故事，将高考面前孩子的考
试压力与家长焦虑一一展现。除了轻松幽默地描绘
出了一幅“中国式家庭教育图谱”，黄磊、海清、陶虹、
沙溢、王砚辉、咏梅分别饰演三对父母，更是为观众带
来了无数惊喜。

黄磊从某种程度上是本色出演，作为该剧总编剧，
他承认剧中的爸爸方圆展现了不少他本人在教育问题
上的思考，活得随性的方圆，奉行对孩子要平等对待，
比起成绩，他更看中孩子人格的培养。海清饰演的童
文洁，精明强干，两人延续着《小别离》过来的“虎妈猫
爸”模式，自然默契，完全和观众没有距离感。

许久没有在荧屏出现的乔家离异夫妻饰演者陶虹
和沙溢这次演出了新感觉，因为对女儿教育观念的差
别，沙溢剧中被各种嫌弃，让人哭笑不得。王砚辉和咏
梅饰演的季家父母，表演真实自然，内敛沉稳，在动与
静、温柔与火爆之间完美诠释了中国式的“严父慈母”。

本报讯（记者 苏瑜 实习生
林香元）民族影像志，多彩中国
情。“迎民族盛会，庆七十华诞
——少数民族题材影展”将于 8
月 20 日至 9月 20 日举行，记者
昨日从郑州市电影电视家协会
获悉，此次公益放映范围覆盖全
市，日前预约已正式开启，只要
有篮球场一样大的场地，具备室
外放映的条件，皆可拨打 0371-
66183378联系预约。

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联电影
艺术中心、中共郑州市委宣传
部、郑州市文联主办，郑州市电
影电视家协会承办。活动期间，
将在少数民族运动员各代表团
驻地放映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
影片和近年来口碑与票房双丰
收的国产电影，用电影的形式丰
富 运 动 员 比 赛 之 余 的 文 化 生
活。同时还将走进各社区、校

园、工地，让全市人民共同感受
少数民族丰富多元的文化色彩。

少数民族电影记录了各民
族风貌的发展与蜕变，记录了各
时期文化的传承与变迁，透过影
像，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进步与
崛起，可以感受到各民族之间交
流、交往与交融。为保证少数民
族题材影展的顺利进行，目前，
郑州市电影电视家协会电影放
映队已经完成了对少数民族运
动员驻地的实地考察，确定了相
关放映事宜，全市的社区放映场
地的考察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
推进之中。

据悉，本次活动是郑州近年
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少数民族题
材电影公益展映，届时，少数民
族电影人也将来到绿城与郑州
的电影工作者及影迷分享创作
心得。

打个电话 电影送到家门口

少数民族题材影展放映预约开启

《小小考古学家》课堂周四登场

张涵予：走心演绎英雄机长
本报记者 杨丽萍

《精英律师》首曝剧照

靳东领衔群星演绎职场故事

《小Q》改档9月20日

电视剧《小欢喜》热播

聚焦教育热点引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