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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族的后裔》拍摄期间，正值所谓“流
量演员”崛起，主创团队胸怀赤诚之心，细
心考究历史，认真打磨剧本，不急不躁，力
呈精品佳作，待到今日“流量”褪去，观众渴
望好作品之时，《龙族的后裔》即将开播，这
些“耐得住寂寞”的演员、编剧、导演势必将
带给观众无限惊喜。

从立项之初，《龙族的后裔》就坚定地
与翻拍、篡改、粗制滥造等行业乱象划开界
线，为了尽量呈现那一段段真实的历史，在
剧本创作阶段，主创们亲自跑遍国内各姓
氏根祖地进行实地调研，并对所拍摄姓氏
十足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考究，在查阅大
量文献资料的前提下同时请教了多位姓氏
研究专家，细致把握历史资料记载的人物
大致生平、履历、后世评价等，并结合实地
采访、研讨，挖掘人物身上的闪光点，着重
描写这些得姓始祖的担当与智慧，把他们
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仅仅剧本创作阶段

就持续了两年之久。
在这个通过电视剧追溯中华文化的源

头、推动观众反思几千年来积淀和传承下
来的姓氏文化密码的过程中，众主创入耳
入心，各有所得。

“姓氏文化真的是了解中华文明一个
非常生动的切口，能在这样一部讲述姓氏
文化传承的诚意之作中做出自己的一分贡
献和力量，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从对姓氏
星星点点的了解，到获取第一份姓氏认知，
演员李君峰深有感触，

“我觉得我所得到的这种姓氏文化的‘普
及’对于我的子孙后代，我周围的人来说，也
很有意义，因为我会把姓氏文化‘普及’给他
们，他们会影响更多的人。”李君峰说。

拍摄过程中，众主创坚守初心，合理充分
地对历史素材进行提炼，保证在每集40分钟
的时间里充分、完美地表现姓氏起源，把历史
的东西简单化，让观众理解其意义所在。

“现在很多人只知道自己的家族姓氏，
顶多能说出同根同姓同支脉的近几代人，
若说到自己姓氏的由来和起源、是在哪里
生根哪里传脉，基本是一无所知的，《龙族
的后裔》是第一部以姓氏起源为故事的电
视剧，我们很多人在拍摄过程中找到了自
己的‘根’，我相信收看这部电视剧的观众
也都会在里面找到自己姓氏的故事……”
演员黄河说。

精心之下必出精品，《龙族的后裔》从
姓氏的角度解读历史，并深入浅出地对中
华姓氏的来历、姓氏的源流、姓氏与寻根等
内容做出解读，能帮助观众更加深入、全面
地了解中国的姓氏文化。“希望大家都能找
到自己姓氏的骄傲，给予自己名字头一个
字以力量，同时也能欣赏到不同姓氏的存
在与美好。”演员赵滨说。如果你想明白自
己“姓缘何时、根生何处”，欢迎收看 1月 6
日开播的《龙族的后裔》。

以史家之心烹制影视盛宴
记者 苏 瑜杨丽萍

刚刚过去的2018年对于郑州体育来说
是丰收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无论是河南省
第十三届运动会上郑州健儿摘金夺银还是

“四级”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的进一步完善，郑州在竞技体育方面可谓收
获满满；以“全民健身我参与，体育强市我添
彩”为主题，贯穿2018年全年开展的市政府
重点民生实事“百项群众体育赛事”如2018
郑州国际马拉松等一系列全民健身赛事百
花齐放。2018年，辛勤的郑州体育人用自
己的努力和付出，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级”培养体系助力竞技体育

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于 2018年 9月
12日至 9月 21日在周口举行，郑州市共组
团参加了青少年竞技组22个项目和社会组
13个大项的比赛，参赛运动员 1497 名，竞
技组取得金牌 143 枚、银牌 126 枚、铜牌
112 枚，总分 3927 分的优异成绩，金牌总
数、奖牌总数、总分位列全省第一，获得体育
道德风尚奖；社会组取得 74个一等奖，44
个二等奖，22 个三等奖，7个优秀奖，总分
1135分，位列全省榜首，获得体育道德风尚
奖。

郑州健儿在省十三运会上的出彩表现，
正是郑州体育“四级”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下结出的累累
硕果。2018 年，郑州市坚持实施“立足省
运、服务全运、力争奥运”的发展战略，局属

训练单位、训练点、传统项目学校、体育俱乐
部的“四级”训练体系进一步完善。2018我
市运动员共获得 6个世界冠军、2个亚洲冠
军、10个全国冠军。已有 143名运动员入
选国家高山滑雪、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和
冲浪项目国家集训队，选拔备战 2022年北
京冬奥会。

全民健身演绎“郑州模式”

以“全民健身我参与，体育强市我添彩”
为主题，贯穿 2018年全年开展的市政府重
点民生实事“百项群众体育赛事”，使得我市
的全民健身演绎出百花齐放的“郑州模式”。

2018年“郑州模式”丰富多彩，2018郑
州国际马拉松、2018郑州龙湖国际半程马
拉松、第二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2018全
国桥牌团体赛、世界名校赛艇挑战赛暨大学
生赛艇挑战赛、中国乒乓球协会会员联赛
（郑州站）……“简化少林拳”进课堂在市区
各小学全面普及、中学广泛开展；象棋、围
棋、国际象棋“三棋”已列入市区部分学校

“校本课”，特别是在荥阳市的中小学均开设
象棋课，而且有社团、有比赛。我市培育发
展的“快乐家庭”羽毛球比赛特色突出，中国
羽毛球协会拟于明年在全国推广。2018—
2021年连续四届亚洲羽毛球精英巡回赛总

决赛申办成功，落户郑州。全市群众体育氛
围浓厚，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季季掀高
潮。

除了举办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外，
我市还积极打造城市社区 15分钟健身圏，
重点民生实事任务中全民健身工程 4大项
243小项目标圆满完成。

此外，在 2018年我市着力提升全民健
身指导水平，目前，市和11个县（市）区均建
立了全民健身协调领导小组，体育总会、社
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和老年人体育协会实现
全覆盖，所有乡镇街道均建立体育组织和老
年人体育协会；基层健身指导站点达 4279
个，全市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达30954人。

大型赛事扮靓“郑州名片”

2018 年 10月 19日至 23日，第十二届
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在郑州市登封举
行。本届武术节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240
支运动团队、2212名运动员参加，其中“一
带一路”成员国 22 个，在规模上创历史新
高。本届武术节通过精心的筹备，严密的组
织，为广大武林爱好者奉上了一场精彩、圆
满的武术盛会，得到了参赛运动员的广泛赞
誉，对世界武术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
响，使武术节这一宣传郑州、宣传河南的名

片更加靓丽。
第八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于 2018年 9月 6日至 10日在我市举办，郑
州市体育局负责承办来自各省辖市、院校的
34支代表团、1500多名运动员参加的竞赛
和表演项目组织工作。全局上下同心同力，
从场馆确定到器材准备，从赛场布置到赛事
组织，不断完善方案、强化措施，认真落实每
个环节工作要求，确保任务明确、责任到人，
各项赛事活动圆满成功，为全省人民奉献了
高质量的民族体育赛事。

辐射带动效应助力体育产业

2018年我市举办的一系列有影响力的
国内外体育赛事，发挥了积极的辐射带动效
应，促进了体育产业与文化、旅游等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衍生了官网运营、企业融资等
一系列体育产品，社会效益明显。

登封市以武术为主要门类的体育产业
迅猛发展，2018年登封市被评为国家级武
术体育产业（示范）基地，郑州少林塔沟教育
集团被授予国家级武术体育产业（示范）单
位。登封 4个单位被河南省体育局授予河
南省体育产业（示范）单位；荥阳市正在建设
世界象棋文化之都，积极推进与世界各洲际
象棋组织战略合作，实施“全国百城千县万
乡全民棋牌推广工程”，2018年举行了第二
十届亚洲象棋锦标赛启动仪式暨亚洲象棋
联合会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和第二届楚河
汉界世界棋王赛暨第二届中国象棋文化节；
上街的航空运动产业不断发展；巩义、新密
的冰雪运动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全年体彩
销售额突破46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回顾收获满满的 2018年，展望充满希
望的 2019年，郑州市体育局局长王微满怀
信心地说：“满满的收获已成过去，伟大事
业需要努力担当。坚信新的一年，我市的
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将会齐头并进，体育
产业将会发展得更快，郑州体育也将再攀
高峰，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不断增
辉添彩！”

竞技体育收获满满全民健身百花齐放
——盘点2018年郑州体育

本报记者 陈 凯 文/图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国
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资助项目立项名单近日公示，我省共有
38个项目入围。

经国家艺术基金专家严格评审，并报国家艺术基金理事
会批准，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近日将《国家艺术基金 2019
年度资助项目立项名单》予以公示，此次公示项目共 1100
项。

据悉，2019年度，我省共申报注册621个项目，成功提交
项目共 422 项，初审合格 402 个项目，初步审核通过率为
95.26%，最终有 38个项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立项资助。其
中，大型舞台剧和作品5项，小型剧（节）目和作品创作资助项
目4项，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5项，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3项，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21项。

2014年以来，河南省共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立项资助 156
个项目，推出了一批优秀剧（节）目，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推
动了一批优秀作品的传播交流推广，对我省艺术事业的健康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名单公示

河南共38个项目入围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从远在内蒙古的湖光山色，到近在
郑州的新密尖山风光……连日来，郑州二七纪念馆展出的“书
法家眼中的世界”，用 55幅题材各异的作品向观众展现出书
法家李健用摄影镜头看到的世界。

据了解，上世纪 80年代，李健就开始参加郑州市书法展
览。魏碑、隶书、行书、章草——不同书体他都能拿出很精彩
的作品，且在各级展览中摘金夺银。

《谧静》《穿越》《且望远山好放歌》……展览现场，不少慕
名而来的观众在一幅幅摄影作品前流连，“书法、美术、摄影、
音乐、建筑、舞蹈、体育……各类艺术都有它相通的一面。作
为书法家，从大自然中汲取养分也是不可或缺。”有观众说，从
李健的摄影作品中，看到他对生活发自内心的热爱。

书法与摄影，一静一动，李健试图在这静与动的转换之
间，践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作品展暂定于 2019年 2
月结束，有兴趣的观众不妨前往一观。

“书法家眼中的世界”
展出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日，科幻冒险史诗巨制《掠食城市》
宣布定档 1月 18日全国上映。同时曝光的定档预告中，展现
了未来世界的恢宏场景，海陆空的瑰丽奇观、惊心动魄的大战
场面令人叹为观止。影片由《指环王》《霍比特人》原班制作团
队打造，将为观众呈现最为震撼新奇的视觉盛宴。

《掠食城市》讲述了数百年后的未来世界，人类居住在装
备有巨大车轮的“移动城市”上。为了争夺日渐枯竭的资源以
维持引擎的运行，城市之间展开残酷的掠食与吞并。

定档预告为观众展现了宏大的未来世界观。经历了战争
的洗礼，海陆空的全新城市诞生，伦敦城是其中至高无上的存
在。它化身为钢铁巨兽，疯狂地掠夺与吞噬小城市，“狩猎”场
面惊爆眼球。为了抵抗伦敦城的侵略，反牵引联盟齐心协力，
迎接一场殊死之战。

《掠食城市》
定档1月18日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2019年的第一天，中超、中甲联赛冬
季转会期正式开启。今年的冬季转会期的时间为2019年 1月 1
日~2月 28日，根据足协政策，2019赛季外援和 U23政策没有
改变，将继续沿用 2018赛季执行的政策。年终岁末，最吸引眼
球的无疑是中国足协推出的改革新政，其中包括新赛季外援政
策、四大帽、U23等各项详细规定，本次会议出台政策之多，规则
之细实属罕见。应该说，各俱乐部最为关心的外援政策和U23
出场政策都没有太多的调整，基本上还是延续上赛季的政策，这
也让中超俱乐部心无旁骛地展开引援工作，这对联赛稳定是一
个好消息。

2019年中超联赛的外援注册名额为最多4人，每场比赛最
多报名3人，同时没有特别规定包括亚足联注册国家外援，不区
分亚外和非亚外。由于中国足协在去年年底前出台了新政，“四
大帽”对各支球队在引援上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因此，今年
的转会市场相比往年冷清不少，冬季转会窗开启首日，并没有球
队官宣引援的消息。现在建业队中处于合同期的外援就有巴索
戈、卡兰加、伊沃、多奇卡尔和戈麦斯 5人。如何取舍，都需要教
练组仔细斟酌。

2018年，对于建业来说绝对是“折腾”最多的一年，且不说
教练的频繁更迭，外援的引进上也没少走弯路，内援更是一塌糊
涂，好在最后惊险保级成功留在中超。展望 2019，建业不仅要
在内外援上下功夫，在U23球员上也要深入挖潜，建业队1996
年以后出生的球员中还没有哪个绝对主力球员，明年要实现首
发一人 、出场3人次的要求，教练组还要继续下大功夫。

冬季转会期已经开启
建业引内外援须斟酌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获
悉，在日前分别于无锡落幕的中国跆拳道年度收官大战——
2018年全国跆拳道冠军总决赛，以及银川结束的 2018年全国
女子拳击冠军赛中，河南重竞技健儿发挥出色，两个项目共摘得
2枚金牌、3枚银牌和 4枚铜牌，充分展现了我省在这两个项目
上的实力。

据了解，参加本次2018年全国跆拳道冠军总决赛的选手都
是在全年四站锦标系列赛和其他国际大赛中各级别累计积分排
名前 16位的选手，河南省跆拳道队的肖晨鸣斩获男子 63公斤
级的冠军，李静雯和李佳则分别获得女子 46公斤级和 53公斤
级的银牌。

2018年全国女子拳击冠军赛上，我省女拳手朱晓琳斩获本
次比赛“最重量级”+81公斤级的冠军，詹依莲则获得该级别的
铜牌；阮木兰摘得 57公斤级的银牌；卢莹莹和刘芳并列获得 54
公斤级的铜牌；李书则拿到了69公斤级的铜牌。

两重竞技全国赛事
河南选手摘金夺银

用用““姓氏英雄姓氏英雄””解读文化密码解读文化密码

作为一部立足中原、辐射全国、影响
全球的鸿篇巨制，电视剧《龙族的后裔》
以《百家姓》为基础，剧情设置采用当下
最受观众喜欢的季播剧形式，第一季 30
集，共有姜、张、吴、陈、李等 15个姓氏元
素，每个姓氏分上下两集，对中国姓氏文
化进行了寻根探源式地记录和呈现。

以民为天的宋姓、胸怀家国的滑姓、
仁德之君的朱姓……每一个得姓始祖，
都有一段精彩的历史故事；每一个姓氏，
都凝结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
蕴，表现了中国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及
其文化背后特有的价值观；每一个姓氏
故事，都是了解中华文明的切片，能让人
系统而深入地了解姓氏文化，认识中华
文明传承的文化基因。

“这部电视剧从题材上讲，关系到所
有中国人，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姓，都想知
道自己的姓是怎么诞生的。”编剧张晓虎
一语道破《龙族的后裔》的当代价值，他
说：“每一位姓氏始祖都是这个姓氏的英
雄，他们的故事中也涉及大量今天的现
实问题，比如，子女教育、财富观念、团结
观念、励志精神等，通过电视剧能让人观
古知今，其中不乏一些当下社会需要的
精神食粮。”

据总导演张清介绍，他们在拍摄伊
始就致力于打造一部老百姓喜闻乐见、
家喻户晓的经典影视作品，为此编剧和
导演花费大气力去捕捉每一位得姓始祖
的故事点，努力让这些得姓始祖活灵活
现地活在人们心中，就如同 108 位梁山
好汉一样，每一个人物性格、特长均不
同，但是同样让人记忆深刻。

“姓氏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
符号，更是一条代代相传的无形纽带，因
为姓氏的背后，就是家、家族的故事，万姓
同宗，同根同源，姓氏家族的延续就是文
化传承的延续。”张清说，这部百集电视剧
讲述的，正是姓氏文化和根亲文化的起源
故事，是一个姓氏家族的成长、发展和家
族文化的传承，他们想通过喜闻乐见的故
事形式，让人们了解中华历史，传承华夏
精神，唤起人们对家庭、家族的挚爱，唤起
大家对民族、对国家的热爱和眷念。

中华民族以炎黄子孙自居，以身为炎
黄子孙为荣，这种以共同祖先的姓氏作为
血脉传承纽带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中华民
族的凝聚力。姓氏不仅是维系民族凝聚力
和向心力的纽带，也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
根问祖的重要依据。

“寻根寻的是什么？寻的是流淌在每个
华夏子孙、中华民族的后裔血液中的仁义礼
智信，寻的是一种信念、信仰。”编剧刘晓利
说，仁义礼智信就是一种文化认同，是中华
民族凝聚力的一种非常直接的表现形式。
每个得姓始祖不仅是每个姓氏的英雄，他们

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他们之所以成为英
雄，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而是因为他
们身上为国为民、家国大义的情怀。

电视剧《龙族的后裔》追根溯源，以三皇
五帝和百家姓姓氏先祖的血脉传承为主线，
将每个姓氏起源以影视故事的形式演绎成
一部姓氏传奇故事，剧情设置严谨、场景构
思缜密、情节跌宕起伏，没有过多的商业元
素掺入，力求最大限度还原姓氏始祖历史原
貌，以具有吸引力的剧情故事将始祖根亲文
化传达开来，具有极强的姓氏认同感和宗亲
文化自豪感、归属感，对于海内外情系“姓缘

何时、根生何处”的华人来说，它将如一座照
亮远方的“寻根灯塔”，必将在全球掀起聚焦
根祖情怀、传播姓氏文化的热潮。

“华夏同根，炎黄同脉，炎黄根脉在中
华大地开枝散叶，形成了一个个族群，演变
为一个个姓氏，最终又凝聚成为中华民族
这棵参天大树，百家姓就是这棵大树上的
每一片树叶，其得姓始祖或忠、或孝、或仁、
或义、或礼、或智、或信，电视剧《龙族的后
裔》每集所讲述的姓氏虽然不同，但同根同
脉的他们都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优
秀传统道德与价值观。”编剧康兵说。

为全球华人擎起为全球华人擎起““寻根灯塔寻根灯塔””

普及姓氏文化的影视剧精品普及姓氏文化的影视剧精品

五千年华夏文明绵延不断，一
代代传承的文化命脉到底是什
么？漫漫历史长河中，涌现出的一
个个英雄人物，为什么都有着始终
如一的家国情怀？“姓氏起源”是一
把钥匙，电视剧《龙族的后裔》会告
诉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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