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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纪录电影《大河唱》18日起在全国
公映。影片通过记录摇滚乐人苏阳和四名
非遗民间音乐艺人的故事，展现了黄河流
域古老民歌在当代的传承及其与流行音乐
的交融，从中折射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
和故土家园的变迁。6月 23日晚，由郑州
报业集团、领跑杂志社、“百家姓”创作团队
联合主办的《大河唱》观影会暨主创见面会
在郑州举办。

来自清华的拍摄团队：
用纪录完成与故土的连接

《大河唱》源于音乐人苏阳开启的跨界
艺术创作计划“黄河今流”。2015年，应《大
圣归来》出品人路伟的邀请，苏阳把自己的
作品《官封弼马温》改编为《大圣归来》宣传
曲。随着和越来越多电影人的接触，苏阳
萌生了把西北民间艺人的生活拍成纪录片
的想法。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雷建军
作为监制加入这个项目，他找来了自己的
学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读博士
杨植淳以及已经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毕业的纪录片导演柯永权，组成了一支
拍摄团队。人类学者、纪录片导演和渊也
加入进来。他们兵分三路，分别跟踪记录
五位主角的生活。

在正式拍摄前，音乐人类学学者萧璇
和团队做了三个月前期调研，形成了十几
万字的调查报告。之后，来自清华大学清
影工作室的主创们便分成三组跟拍。虽

然曾出品过《我在故宫修文物》《喜马拉雅
天梯》等爆款纪录片，这次拍摄还是充满
挑战的。

该片录音指导乔婧在分享会上说，她
是个城市生城市长的姑娘，为了真正融入
拍摄对象的生活，他们在民间艺人家里同
吃、同住、同劳动。“两年过去了，我与那片
土地有了神奇的连接，去年忍不住回去看
了看，今年还想再回去一趟。”

导演杨植淳在拍摄纪录片之前，并不
知道苏阳是谁，他特意去听了他的音乐，却
并没有多被打动。“但是在大西北吃面、烤
饼，体验手机没信号、严重缺水的生活之
后，我开始理解苏阳音乐里的力量感。我
也第一次意识到人和脚下这片土地的关
系。我们想让观众透过《大河唱》音乐的外
壳，看到这些人和这些人的生活，这样我们
才能理解，他们到底为何而唱，又在唱着一
些什么。”

历时700多天，跨越70万平方公里，追
随 1条贯穿上下 5000年的河流，零距离跟
踪、360度记录，经受大西北洗礼的这些清
华年轻人，收获了 1600小时的影像素材以
及几十万字的田野笔记，然后经过一年的
剪辑，历经十几个版本，最终成了荧幕上90
分钟的《大河唱》。

原生态呈现五名音乐艺人：
聚焦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片子里，西北的人民热爱歌唱，举办的
文化活动就在山野田间。秦腔剧团的舞台

下，也是坐满了观众，完全沉浸在
表演中。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城
市的符号，好像只有高楼大厦和拥
挤的地铁。

杨植淳曾问过苏阳：“城市和
乡村，到底是谁文化更贫瘠呢？”苏
阳欲言又止地说到：“我觉得都很
贫瘠，只不过生活状态不同。在城
市里，你就是来工作的。”

黄河边的民间艺人，愣是在这
片贫瘠的土地上用皮影、秦腔、花
儿、说书等形式，让生活多出了几
分色彩。让人心痛的是，在时代面
前，这些扎根于土地的民间艺术面
临失传的处境。皮影艺人魏宗富
在影片中无奈叹息：“皮影，你要灭
亡了。”

民间艺术的消失，也是传统与
现代之间矛盾的缩影。“看看我们
生活的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屏幕
越来越多，信息越来越碎，人们的
耐心越来越少……相对我们短暂
的一生，相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短暂
的时代，黄河已经在地球存在了百
万年之久。她曾拥有水草丰茂的
时期，也曾饱受风沙的困扰。当
然，不管人类如何作妖，黄河的水
还在以相对稳定的流速，淡定地东
流。”导演之一柯永权写下这样的
文字。

提到黄河这条母亲河，分享会上的乔
婧很动情，她说，把“大河唱”三个字译成

“The River in Me”，就是想很直观地呈现
出人与河流之间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它
如同流淌在身体里的血液，与生命息息相
关，它是生命的源头，日夜奔流，从不停息，
给予人类源源不断的灵感与活力。

音乐无国界：
重新解读黄河和故乡的文化

2018年 7月 20日，在地球对面的哥伦
比亚麦德林诗歌节，在来自全球 100 多个
国家的诗人们的见证下，《大河唱》拍完了
最后一个镜头。台上台下的人们，长着不
同的面孔、说不同的语言。但在那个夜里，
所有的隔阂都被打破了。能感觉到有一种
歌声，来自地球另一端，穿透地心之后被唱
进了现场所有人的心里。执行制片人张慧
婷介绍说：“虽然在国外演出我们也会尽可
能地翻译歌词，但是语言的隔阂并不会让

音乐损失什么。”
近几年，苏阳从法国、美国再到哥伦比

亚，想要将中国的音乐带给世界。苏阳执
着地表达着自我，并寻找着自我与作品之
间的关系，用一个民间的角度去诠释、去解
读黄河和故乡的文化。他认为，世界化并
不是区域的一个概念，而是你的心、你的感
受与作品之间的距离越近，就越世界化。

观众张先生在互动时说，看完片子他
有一种要“奔跑在大河之畔的冲动”，他说，
黄河文明是在中原形成并发展的，虽然我
们现在还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在这条
河流附近，但我们于它却是远离的。“我们
的内心太干涸了，总有一种文化是可以慰
藉我们心灵的。《大河唱》就是其一。”

出品人之一、中力影业CEO韩天表示，
虽然公映后，影片反响很好，但还是遭遇了
纪录片不得不面对的“排片少”的境遇，希望
每一位愿意关注音乐、关注文化、关注命运、
关注人的观众都能呼朋引伴，为这部片子多
多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诚意之作。

以摇滚的名义记录黄河的声音

《大河唱》邀您一起唱着回故土
本报记者 苏瑜 实习生 安歆 文 唐强 图

6月 23日，中
国队主教练贾秀全
（上排左一）观看队
员训练。当日，中
国女足队员在法国
蒙彼利埃训练，备
战2019年国际足
联女足世界杯 16
强赛，中国队将于
北京时间 6 月 26
日零时迎战意大利
队。

新华社记者
丁旭 摄

本保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
记者从建业足球俱乐部获悉，在
国足主帅里皮的反对下，中国足
协放弃了长期集训备战世预赛的
决定，这也意味着8月份的比赛将
做略微调整，给中超更多的备战
机会。

本赛季开始前，中国足协制
定本赛季中超赛程的时候，考虑
到备战世预赛，决定压缩中超赛
程，造成一周三赛。而世预赛备
战时间，前后长达一个月。

按照之前的安排，中超联赛
第 23轮将于 8月 12日战罢，意味
着没有亚冠、足协杯赛事任务的
国脚们可以从 8月 13日起参加国

足集训。由于国足是世预赛种子
队，首轮轮空，要等到 9月 10日才
迎来第一场比赛。如此长时间的
集训，让国足主帅里皮非常不解，
认为违反了足球竞技的规律，进
而强烈反对。

在里皮的建议下，中超赛程
将重新安排，将原定于 8月 6日至
8月 8日进行的第 22轮中超比赛
调整到 8月 14日至 16日举行，而
从中超第 22轮战罢到 8月 21日、
22日足协杯半决赛开踢之间也相
隔近一周。

如此一来，中超赛程将轻松
多了，球员们不会持续疲惫征战，
避免球员因为疲劳而出现伤病。

中超八月赛程将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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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有你参与更精彩

2006 年，我市成功创建为国家园林城市。
2018年 2月全市生态建设大会提出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创建目标，经过努力，我市绿化率、绿地覆
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指标已达到并超过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目前，全市上下正在查漏
补缺，向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目标冲刺。

城市建设管理的最高荣誉

1992 年，原国家建设部发起一项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的“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活动。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不仅注重城市生态功能提升，更
注重物种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的保护，
注重城市生态安全保障及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城市生活品质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可谓是国家园
林城市的“升级版”。申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需
对照《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进行等级评价并
达到 I级标准，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称号3年以上，
并获得国家节水城市称号，是目前我国城市建设
管理方面含金量最高的城市荣誉。

目前，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评选两年一个周
期，采取城市自愿申报，由住建部组织专家评
议。申报城市必须是已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称号
的城市。2016年 1月 29日，住建部首次命名徐

州、苏州、珠海、南宁、宝鸡，昆山、寿光（县级）7
个城市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2017年 10月 27
日，住建部决定命名杭州、许昌，常熟、张家港（县
级）4个城市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是国家园林城市的升级
版，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共有 6方面 47项指标 93
项考核要求，涵盖绿地建设、建设管控、生态环
境、市政设施、节能减排等多个方面，要求政府以
更加绿色、生态的方式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多优质
生态产品。

“三绿”指标需明显提高在绿地建设方面，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要求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

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为大于等于 35%、

40%、12平方米，比国家园林城市指标分别提高

了 4%、4%、3平方米。其中，建成区绿地率指在

城市建成区的园林绿地面积占建成区面积的百

分比，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是指城市中乔木、灌

木、草坪等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建成区人

均公共绿地指在城市建成区的公共绿地面积与

相应范围城市常住人口之比。此外，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还要求公园免费开放率≥95%，园林式居
住区（单位）达标率≥60%或年提升率≥10%等。

公园免费开放率应≥95%
在建设管控方面，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标准

包括：对公园实施规范化管理，其中对国家重点公
园、历史名园等城市重要公园实行永久性保护，保
障公园的公益属性，公园免费开放率≥95%。

同时，还要求编制城市绿道建设规划，以绿

道串联城乡绿色资源，与公交、步行及自行车交

通系统相衔接，为市民提供亲近自然、游憩健身、

绿色出行的场所和途径。通过绿道合理连接城

乡居民点、公共空间及历史文化节点，科学保护

和利用文化遗产、历史遗存等；严禁移植古树名

木,古树名木保护率 100%；开展节约型园林绿

化建设，严格控制大树移植、大广场、喷泉、水景、

大人工水面、大草坪、大色块、雕塑、灯具造景、过

度亮化等。合理选择应用乡土、适生植物，立体

绿化面积逐年递增且效果良好；因地制宜推广海
绵型公园绿地建设。依法设立风景名胜区并加
强保护；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编制海绵城市规划，
并依法依规批复实施，建成区内有一定片区（独
立汇水区）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统筹改善大生态环境

在生态环境方面，要求加强城市生态空间保
护、废弃地生态修复、城市水体修复等。确保全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92天，城市热岛效应强
度≤2.5℃（城市市区6~8月日最高气温的平均值
和对应时期区域腹地<郊区、农村>日最高气温
平均值的差值）。

主要指标包括：城市原有山水格局及自然生
态系统得到较好保护，显山露水，确保其原貌性、
完整性和功能完好性，有成功的生态修复案例及
分析；结合绿线、水体保护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
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统筹城乡生态空间；合理

布局绿楔、绿环、绿道、绿廊等，将城市绿地系统

与城市外围山水林田湖等自然生态要素有机连

接，将自然要素引入城市、社区；科学分析城市废

弃地的成因、受损程度、场地现状及其周边环境，

运用生物、物理、化学等技术改良土壤，消除场地

安全隐患。选择种植具有吸收降解功能、抗逆性

强的植物，恢复植被群落，重建生态系统；

开展以控源截污为基础的城市水体生态修

复，保护水生态环境，恢复水生态系统功能，改善

水体水质，提高水环境质量，拓展亲水空间，实现
水体岸线自然化率≥80%，地表水Ⅳ类及以上水
体比率≥60%，建成区内消除黑臭水体，暴雨时，
建成区内未发生严重内涝灾害。

完善市政设施落实节能减排

在市政设施建设方面，要求城市污水应收集
全收集，城市污水处理率≥95%，城市污水处理污
泥达标处置率100%；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到 100%，生活垃圾填埋场全部达到 I级标
准，焚烧厂全部达到2A级标准，生活垃圾回收利
用率≥35%，建筑垃圾和餐厨垃圾回收利用体系
基本建立；城市道路完好率≥95%，地下管线等城
建基础设施档案健全,建成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
息平台；城市再生水利用率≥30%; 北方采暖地区
住宅供热计量收费比例≥40%;林荫路推广率≥
85%;制定步行、自行车交通体系专项规划，获得
批准并已实施,建成较为完善的步行、自行车系
统;近3年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比例≥50%。

发现这些问题实行一票否决

未落实城市绿线管理，建成区绿地率未达到
≥35%，城市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未达到≥
90%，城市各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最低值未达

到≥5.50㎡/人，城市污水处理率未达到≥95%，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未达到 100%，林荫

路推广率未达到≥85%，出现上述情况时，国家

生态园林城市的申报将被否决。

另外，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还设定了综合否决

项，对近 3年内发生 4种情况的城市实行一票否

决，包括城市园林绿化及生态环境保护、市政设施

安全运行等方面的重大事故；城乡规划、风景名胜

区等方面发生重大违法建设事件；被住房城乡建
设部通报批评；被媒体曝光，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爱绿护绿需要你我同参与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将大大提升每一位
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园林

城市创建成果，每一位市民都要有爱绿护绿意识，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惜身边的一草一木；要

自己动手，利用办公室、阳台空间，栽花种草，美化

办公室与居住环境；要尽可能选择乘坐公共交通，

坚持绿色出行；要厉行节约，节水节能，践行光盘

行动；要爱护公共设施，保持环境干净卫生；要坚

持文明出行，不乱停乱放；要主动监督，勇于举报
破坏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的行为。

本报记者 裴其娟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王永)记者昨日从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了解到，6月 26日、27日晚，2019年郑州市精品剧目演
出季活动将力邀海南省歌舞团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倾情上演原
创民族舞剧《东坡海南》。

该剧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共
同出品，海南省歌舞团和北京舞蹈学院教学实践中心联合创
排，为国家艺术基金 2016年度资助项目，获第十六届文华大奖
提名剧目、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

“九死难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公元 1097年，晚年
苏东坡连遭迫害，被流放至海岛儋耳郡，在生命最后的苦难岁
月里，他开启民智，为民谋福，与海南黎汉同胞亲似一家，改变
了海南文化发展史。《东坡海南》从历史性、民族性、精神性、艺
术性等多方面书写了一个立体的、生动的苏东坡，他以宝贵的
民本思想、朴素的民族平等意识，亲民爱民，济世海南，在海南
洒下一道永不泯灭的文明之光，展现了苏东坡谪居海南三年中
可歌可泣的历程。

我市精品演出季好戏连台
舞剧《东坡海南》本周上演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今年是“豫剧第一净”、“河南第一黑
头”、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海先生舞台生活65周年，为弘扬
豫剧文化、宣传推广李派艺术，23日，一场“清正豫净 海吟雷
鸣”纪念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海先生舞台生活65周年暨李
（斯忠）派王（清海）门弟子折子戏的专场演出在河南百姓公益
戏曲舞台——大石桥有戏精彩呈现。

此次演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知名戏曲节目主持人月阳以
及慈善爱心大使海霞联袂主持。整场演出在王清海先生亲传
弟子带来的包公戏合唱中拉开了帷幕，随后《下陈州》《包龙图
坐监》《芦花荡》《钟馗嫁妹》等精彩好戏轮番上演。众多李派王
门弟子们那声如洪钟、如同大河奔流、一泻千里的豫剧黑头唱
腔使得现场观众如痴如醉、大呼过瘾。

王清海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他的嗓音
声如雷霆，扮相雄浑大气，表演精湛豪放，是一位难得的净行演
员。王清海先生在他65年艺术人生中，曾在《铡美案》《铡国槐》
《铡郭松》《下陈州》《铡赵王》《包公误》《包公坐监》《包公卖铡》
《跑汴京》等剧目几十部大戏中塑造了“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
包公形象，被专家和观众誉为“豫剧第一净”“河南第一黑头”。

浸淫豫剧艺术65周年

王清海纪念专场上演

本报讯（记者 王文捷）继 6 月 4 日～6 日举办民体杯全
国珍珠球比赛后，今日起在郑东新区龙湖水域，将展开第十
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另两项测试赛——2019民体杯全国龙
舟、独竹漂比赛。

本次比赛由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
动会筹委会主办，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执委会承办。整
个比赛持续至27日结束，为期三天。

龙舟比赛共有来自北京、广东、广西、贵州、湖北、吉林、江
苏、浙江以及东道主河南等 9个省、市、自治区代表队参加。
比赛分为标准龙舟男子200米、500米直道竞速，小龙舟男子
200米、500米直道竞速共四个竞赛项目。本次龙舟比赛设
四条赛道，采用预赛、复赛、半决赛、决赛的方式进行。

独竹漂比赛共有来自安徽、广西、贵州、海南、河北、湖南、
江苏、重庆以及东道主河南等9个省、市、自治区的24名男运
动员和24名女运动员参加。比赛采用个人赛方式进行。

独竹漂俗称“划竹竿”，运动员站在竹筏上，以小竹竿当
桨，在水上划行，颇有“一苇渡江”之感，被誉为“中华一绝”。
独竹漂发源于赤水流域，是黔北独特的一项民间技艺，具有悠
久的历史渊源。作为民族运动会竞赛项目的独竹漂，对参赛
者的身体素质要求较高，尤其是平衡协调能力，同时对力量、
耐力、技巧等也有很高的要求。这项活动能够激发人们征服
大自然的拼搏精神和勇气，给人以置身山水之间的乐趣。

龙舟、独竹漂赛事今起
郑东新区龙湖“大预演”

《《大河唱大河唱》》主创团队和现场观众热烈互动主创团队和现场观众热烈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