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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微微化化
[人物]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从省文物局获悉，为充
分展示河南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可喜成果，更好地
提升河南文物工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由国家文物
局主办，中国文物报社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
办的“探寻中原遗产 传承华夏文明——十八大以来
的河南省考古成果展”目前正在北大红楼橱窗展出。

据悉，展览精心挑选图片200余幅，设计制作展
板40块，通过早期人类考古、文明起源考古、城市考
古、大运河文化遗产考古、手工业考古等五个部分，
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省文物
考古事业的发展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展览将持续至
8月 10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省考古事业翻开了新的
篇章，作为中原文明的探寻者和守护人，河南考古人
在灵井许昌人遗址、舞阳贾湖及周边相关遗址、灵宝
西坡遗址、淮阳平粮台遗址、曹操高陵陵园遗址、开
封北宋东京顺天门遗址等20余项考古发掘项目中取
得重大进展，多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中
国考古学和文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探寻中原遗产传承华夏
文明”展览北京展出
展示十八大以来我省考古成果

程韬光的身份很多，诗人、作家、编剧、
兼职教授，同时他还是郑州市文联副主席、
郑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河南省文联委
员、河南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郑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谈及这些角色
的转变，他说，在写了多年诗歌之后，他突
然觉悟，最能传承民族精神的绝非帝王将
相、王侯权贵，而是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
文化的先驱们。抱着“永恒文化，不朽人
生”的信念追求，程韬光开始潜心研究中华
民族精神的瑰宝——唐诗。

“《诗圣杜甫》从小说，到广播剧，到话
剧，再到影视剧，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一
代诗圣的情怀和精神。”程韬光说，艺术是
形式，精神是内核，希望通过多元的艺术形
式，更深入地挖掘郑州的人文精神，根据读
者、听众、观众的不同需求，有意识地去创
作，才能真正让这些郑州人文精神的瑰宝
与不同个体进行内化，从而更好地传播和
弘扬这种精神。

“诗圣杜甫出生在巩义，白居易出生在
新郑，刘禹锡祖籍在荥阳，死后又归于故
土。我时常引为自豪是能与这些先贤们一

样生活在郑州的土地上，我的作品也是和
这些先贤们进行一次次心灵的对话。”程韬
光说，将他们的诗歌和思想结合当下进行
诠释和记录，算是为郑州文化的继承和发
展做出一些微不足道的贡献。

程韬光一直怀揣着“使一个国家和民
族骄傲的，绝非是王侯将相、朝代更替，而
是那些创造灿烂文化、推动民族发展的文
化先驱”的巨人精神，近些年，他因开创诗
人小说写作先河而声名渐起，随着一部部
新的作品问世，程韬光也成为国内研究唐
朝诗人的知名学者，受邀到多地开讲《李白
与文化自觉》《杜甫与文化自信》《刘禹锡与
文化自强》，并在两所大学开设《唐诗美学》
选修课。

尤其让程韬光欣慰的是，《诗圣杜甫》
被推荐为中学生课外必读书目，《碧霄一鹤
——刘禹锡》获第二届“杜甫文学奖”，并成
为央视《朗读者》栏目推荐书目。

“刘禹锡是郑州人，死后也葬在荥阳，
现在郑上路象棋公园旁边的禹锡园，就是
其墓所在。”程韬光说，在名家辈出的大唐
诗坛，刘禹锡是一位卓然不群、独树一帜

的重要诗人，他的诗不同于韩愈、孟郊诗
派的尚险求奇，也有别于白居易元稹诗派
的“重写实、尚通俗”，他的诗风亦如其人，
豪迈劲健，时见苍凉、沉重，但不颓废，更
不失坚韧的精神，读来常令人肃然起敬。

“刘禹锡是宏大的唐文化中不可或缺的
精彩篇章，当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唯我独
尊的浪漫主义情怀在融入中华民族精神后，
恒久地激发着中华民族的正能量。古圣今
贤们一脉相传、世代丰富的精神力量，是我
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永葆活力的源泉活水。”
程韬光总结说，能配得上“诗豪”的人很多，
刘禹锡比苏轼多执着，比辛弃疾多通脱，他
是离现实人生最近的诗人，人生态度最少偏
执，不高蹈出尘，不哀伤消沉。这种精神，对
我们当今的生活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而我正在创作的《百年德化》，从最初
写作开始，就兼顾了剧本的特点，届时，小说
和电影会同步推出。郑州百年德化街见证
着郑州近现代商业的创业史、发展史、文化
史。‘以德化人’的德化街是郑州的商业文
脉，‘中’文化的兼容和厚重曾使德化街少了
些特质和时尚。”程韬光认为，作为一个郑州
作家，他有责任和义务记录下这段历史，为
郑州人了解本土文化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怎样才能创作出好的篆刻作品？郑州市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晨的回答是“热
爱生活、关心一切”，深入生活，扎下根去，才能
将大千世界的美与思提炼出来，凝聚到或质
朴、或柔美，或端庄、或灵动的篆书线条之中，
安放到一枚枚或大或小、或方或圆的印章之
内。日前，王晨篆刻二十四孝个展在二七纪念
馆圆满落幕，在令篆刻爱好者大饱眼福的同
时，王晨向本报记者谈了他的创作感悟。

与蔚为壮观的书法爱好者大军不同，篆
刻艺术仍显“小众”，在王晨看来，这恰恰突出
了篆刻艺术性的提升：“看一枚印章的字法、
刀法、章法、做法，从中欣赏章法设计之美、篆
刻书法之美、线条刀法之美，不亦乐乎！”

王晨坦言，印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至皇家国玺，下至百
姓个人私章，印章的用途非常广泛。而在当
下互联网时代，书法、印章的实用性大大降
低，大家用印章少了，但对篆刻艺术的欣赏却
没有减退，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印”的精
彩亮相，“圈粉”无数：“印章可谓是历史悠久
的艺术载体，完全可以在新时代下被赋予新
的内容，所谓老瓶装新酒、历久而弥香。”

王晨介绍，从书法艺术中派伸出来的篆
刻艺术虽不主流，但始终活跃在艺术的大家
庭中。就郑州而言，目前热爱篆刻艺术的群
众也不在少数。

“现代社会人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了中华
传统文化，其中印章与书画的关系尤为密切，
白纸、黑墨、红印搭配成趣。”王晨说，早在上

世纪 80年代，郑州就有数十人自发聚集在一
起研究交流篆刻，如今这支队伍愈加发展壮
大，刻印的过程虽然烦琐，但当一印完成，成
就感满满，在平心静气的创作过程中磨炼心
性、完善自我。

作为知名篆刻家，王晨有什么创作体
会？“提高艺术审美非常重要，就我而言，篆刻
不是单一的艺术，要从其他世间万象中汲取
知识。不仅要学习书法、文学、历史、诗词等
各个相关艺术领域的内容，还要看电影、舞
蹈、文化古迹甚至品尝美食……总之，就是要
深入生活，热爱生活，它们才是艺术创作的源
泉！”

著名作家张宇曾表示，如果说书法是书
写法度，篆刻则是在刀刻法度，篆刻应该是书

法的“上品”，而王晨连续两次在中国书法兰
亭奖中以篆刻作品折桂，是个了不得的“大人
物”！在张宇看来，艺术是为极少数人留下的
精神家园，王晨的作品秦骨汉韵意趣盎然，做
的是“传承历史、营养未来”的善举。

本报记者 左丽慧李晓光 文/图

茶是人们熟悉却又陌生的“开门七件事”
之一，茶之真谛，却隐藏在一个又一个的疑问
中，比如茶从哪里来？为何会有香味？如何
喝茶才能对身体有益？近日，“国茶实验室”
创始人罗军带着自己的新书《中国茶密码》做

客松社书店，与绿城读者一起探讨那些关于
茶的秘密。

作为中国首家“国茶实验室”的创始人，罗
军与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2005年与茶
文化结缘至今，他先后参与策划央视茶主题纪
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著书《舌尖上的
中国茶》《中国茶品鉴图典》和《图说中国茶
典》，其中，《图说中国茶典》获得2011 年度南
国书香节“最受大众欢迎生活类图书”奖。

在新书《中国茶密码》中，罗军从中国茶
的分类谈起，以科学理念为支撑，引导人们以
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来看待和实践茶，并用
通俗易懂的文字语言对茶的芳香和炒制作了
趣味解释。“古代的时候，其实茶是不香的，那
时的人们注重的是茶的鲜味。”罗军发现，古

时制茶工序复杂，往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
力、财力，是因为茶的鲜味，只能在春天这一
个季节的时候采摘，而且这一天既要保证茶
叶的露水退掉，又要在太阳没有暴晒的时候
去采它，采摘回来还得赶着它的新鲜一下烘
完，所以那时候民间是无法制作的，都是由皇
家来做的，宋朝以后才逐渐向民间普及。随
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追鲜已尽在掌握，如今
人们更关注的是“追香”。

在罗军看来，日常人们关心的茶香的密
码可能是怎么认识茶，为什么茶这么好喝？
因此他在《中国茶密码》中对此进行了系列解
读，将其成因归为由地域因子、工艺因子和品
种因子。“但其实最后的核心，最后结果还是
服从地域属性，包括工艺选择。”罗军说，“这

个植物生长在这个地方，长成这个样子就会
适应这个地方的气候、环境特征，适应下来之
后，它内在的成分就会稳定，基本的结构也就
呈现出来了。”

“中国人把茶变得越来越好喝，让茶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罗军认为，
会模仿花香和果香，将苦涩的青草叶子（茶
叶）转变为花香果香，是中国人的伟大之处。
他在研究不同地域的茶文化时，发现里面有
很多关联性的东西，所以就系统地去研究茶
文化，研究之后再把它传递出去，因此建立了

“囯茶实验室”。“搜集中国的千年历史文化，
设置出一个经验模型，把关于中国茶的东西
传递出去，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文/图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日，好莱坞动作冒险巨
制、经典特工系列新作《碟中谍 6：全面瓦解》曝光

“任务出击”版预告，随着剧情缓缓揭开一角，任务
的艰巨危险程度可见一斑。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更
是危机四伏、悬念重重，令人不禁屏住呼吸。然而
预告中不可能任务小组依旧团结坚韧、信任如初，
铆足全力向高难度任务重拳出击。

此次全新发布的“任务出击”版预告，短短30秒
中信息满满，不但剧情线初现端倪，任务中出现的
种种危机也逐渐浮出水面。随着阿汤哥接受任务
镜头的曝光，以及不可能任务小组的严肃现身，揭
开了“中情局被渗入了”的不妙状况。而全新加盟
的亨利·卡维尔疑似与不可能任务小组正面对峙，
忽明忽暗的地下室中一时气氛紧张，亨利的身份正
邪难辨。不可能任务小组究竟还将面临何种危机，
又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尽在8月 31日揭晓。

《碟中谍6》曝预告
惊险动作镜头吸睛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昨日下午，斩获第 71届
戛纳金棕榈大奖的电影《小偷家族》在奥斯卡新建
文影城提前点映。影片延续了导演是枝裕和对家
庭关系的探讨和表达，将匪夷所思的人物际遇安插
在平和安宁的家庭生活中，情感真挚直击人心。

影片中，主人公们生活在残存于东京高楼林立
大厦之间的一个破旧平房，里面住着年迈的母亲柴
田初枝（树木希林 饰）、治（中川雅也 饰）与信代（安
藤樱 饰）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祥太（城桧吏 饰），
和信代的妹妹亚纪（松冈茉优 饰）。即便生活在社
会最底层，但这家人的生活仍然充满着让人向往的
温情：拿出养老金养活一家人的老奶奶、努力当好
一家之主的治、充满激情的信代……但是，在柴田
一家温馨生活的外表下，却掩藏着他们骗取养老
金、偷窃、出卖色相等不堪事实。有一天，一个意外
的事件使得原本融洽的家庭逐渐四分五裂。彼此
心中隐藏的秘密与内心深处暗藏的愿望，也逐渐摊
在阳光底下……

影迷“凌麦儿”说：“这是一部看完能让人深思的
电影，没有煽情和卖惨，只有短暂的温暖。”

影片今日已正式上映。

电影《小偷家族》
今日温情上映

梳理挖掘本土文化
再现丰饶唐诗世界

本报记者 秦华

王晨：关心一切凝聚成“篆”

罗军：闻香识茶韵 解密中国茶

中国是
诗的国度，
而唐诗，更
是中国古代
诗歌发展的
高峰。在唐
代，郑州诗
人创作了无
数被人们吟
诵千年的美
丽诗篇，助
推古典诗歌

走向巅峰。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刘禹锡等郑
州诗人个个是诗中神圣。他们的诗，或深情缠
绵，或通俗易懂，或关注现实，或绮丽精巧，铸
就了不朽的唐诗之魂。

在郑州这块诞生了众多诗歌大家的热土
上，有不少人循着先人的足迹，更深入挖掘诗
歌文化，带我们走进一个更加丰饶美丽的诗
歌世界，我市作家程韬光就是其中之一。他
立足郑州本土文化，历经20年创作完成大唐
诗人三部曲之《太白醉剑》《诗圣杜甫》《长安
居易》及《大宋悲歌》《碧霄一鹤——刘禹锡》
等共计300万字。近日，程韬光又历时两年，
在《太白醉剑》《诗圣杜甫》基础上精心修订完
成《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精装典藏版，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再次带我们走入“诗仙”“诗
圣”的诗意人生。

其实，早在十年前，程韬光的《诗圣杜
甫》出版后，就曾引起不小的轰动，先是被列
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随后又入选
茅盾文学奖，获中国当代小说奖、河南省“五
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优秀图书奖等。

著名学者、诗人、翻译家、人民文学出
版社原总编辑屠岸先生在读完《诗圣杜甫》
后，评价说：“既重视真实的史料，几乎做到
了‘无一字无来历’，又通过适当的想象和虚
构，避免了干巴、枯燥，只有点，没有线，或者

只有线，没有面，把杜甫塑造成一个有血肉、
有生命、有思想、有灵魂、呼之欲出的伟大诗
人形象。更可贵的是，作者的描述，有选择、
有重点、有安排，通过杜甫的个体，反映了他
所处的时代；通过对那个时代的描述，烘托
了杜甫这个伟大诗人的性格和命运。”

屠岸先生认为，运用浅近文言也是该
书的一大特点，能让读者感到更贴近古代和
古人，作者对于浅近文言已达到运用自如的
程度。屠岸先生不仅对精彩段句给予点评，

也指出书中一些不尽妥帖之处，希望再版时
能够修正，其治学严谨的态度可见一斑，这
同时也给予了程韬光更多的信心和责任。

回顾起与先生的交往，程韬光充满了
感恩：“先生去世前，以九十岁的高龄认真
批阅原版的《太白醉剑》和《诗圣杜甫》，并
与我数次恳谈，指出原著中一些需要斟酌
的地方。他后来又将他的意见一笔一画地
写成《真实，是传记文学的基石》寄给我，希
望我能够在原著的基础上完成修订，进行
勘误。我答应先生，准备用两年时间完成

这项任务。”

出乎程韬光意料的是，修订作品比创
作作品更让人感到艰苦。

“昔日创作的热情转化为沦入古书堆里
的考证，一些自认为正确的写法总不时为历
史所推翻。多少个辗转反侧的夜晚，我与梦
中的李白、杜甫讨论诗歌，品味他们的人生。”

如果说，李白、杜甫在用自己的诗歌书
写那个时代的精神，用时代来书写自己的
人生，那么，作为今人的程韬光，则是在用
生命来书写他们的人生。

“白天繁忙工作后，于夜晚回到书斋，
努力回到自己的心灵深处。开始查阅浩瀚
史料，重读洋洋唐诗。将自己的人生际遇

与古人对接，寻找精神的共鸣。相信读者
在阅读我的文字中，会体会到其中的辛劳
和孤寂；会体会到一个努力去捣毁时间隔
膜欲与不同时代伟人精神同在的身影，亦
必能体会到一颗不甘心于平庸地度过这短
暂一生的灵魂之呐喊！”

人生是艰苦的，对于一个不甘凡俗的人
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无休无止的旷日持久的
战斗。两年来，程韬光抛开俗务杂念，甚至
中断了必要的社会交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
的业余时间，穿过时间的河流，日复一日与
李白、杜甫一起，为他们提着酒壶，听他们感
叹人生，寄情山水，或歌或哭；看他们俯仰天

地，游历大千世界，舞剑吟诗，悲喜人生……
“即使我不能够完全把握和理解李白、

杜甫神圣的心灵、深邃的思想，但通过一些
故事的描述，努力地把他们的诗章介绍给
读者，就算是对唐诗另外的一种解读方式，
相信也是为我们人生提供一份健康的文化
滋养。”

即使有如此的思想，现实的创作依然
是孤寂的。事实上，程韬光的确中断了一
段时间，去写记录郑州历史的《百年德化》。

“就在我考虑过几年再修订《诗仙李白》
《诗圣杜甫》这两部书时，忽然在新闻里得知
一直给予我诸多资料和许多帮助的屠岸先生
去世的消息。那天，我在泪目中，放下正在创

作的《百年德化》，继续修订这两部书……”

过程 排除一切干扰，孤独尽头现生机过程 排除一切干扰孤独尽头现生机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秀出魅力，唱出精
彩。昨晚，河南省儿童影剧院灯火辉煌，座无虚席，
一场别开生面的“修风梨园名家秀”节目在这里录
播，这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梨园频道精心设计、倾
力打造的一档荧屏戏曲选秀栏目——《梦想戏苑》，
数百名戏曲爱好者和戏迷现场观看。

在改革开放40周年来临之际，豫剧迎来了发展
的新时代、新浪潮，为了更好地弘扬民族艺术，宣传
中原文化，传承戏曲精髓，打造草根明星，河南广播
电视台梨园频道特别开设了《梦想戏苑》栏目，帮助
有梦想、有追求的戏迷实现自己的舞台梦，为真正
的戏曲爱好者打造一台梨园盛宴。

担任本场戏曲艺术选秀大赛评委的都是造诣
颇深的业界大咖：作曲家朱超伦，豫剧表演艺术家
汤玉英、贾廷聚、张艳萍，曲剧表演艺术家胡希华、
田冠军，曲胡演奏家、国家一级琴师张付中等。活
动现场，评委们从不同角度给予参赛选手中肯的评
价与指导。

昨晚的活动堪称异彩纷呈：节目在少儿戏曲联
唱中拉开帷幕，接下来，豫剧组比赛、曲剧组比赛、
少儿组比赛等依次上演，参赛选手三人成组，为大
家表演了豫剧《威风凛凛出府门》《陈驸马休要性情
急》、曲剧《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幸福歌》《李豁子离
婚》等曲目。比赛过程中，更有评委捧场演唱，将现
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展草根戏迷风采

“修风梨园名家秀”录播

信念 立足本土文化梳理挖掘郑州人文

缘起 为了兑现一个承诺历时两年再修订

信念 立足本土文化梳理挖掘郑州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