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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华）4日，河
南省第六个全民艺术普及周在
郑州天下城社区启动。在为期
一周的时间里，全省 150多家文
化馆将围绕“出彩新河南，共绘
同心圆”的主题，开展各类文艺
演出、展览、培训、讲座、文化下
乡等活动1000余场次。

活动中，全省 150多家文化
馆将开展各类文艺演出、展览、
培训、讲座、文化下乡等活动
1000余场次。河南省文化馆将
开展 14项主题活动，其中，包括
展览、艺术培训公开课、全民艺
术普及技能培训、全民艺术普及
进校园、戏曲展演等，部分培训
活动还将通过网络进行直播，惠
及更多群众。

启动仪式上，来自天下城社
区和金水区文化馆的文化志愿
者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启
动仪式通过百姓文化云、河南省
文化馆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了网
络直播，在线观众超过 20 万人

次。本次全省启动仪式首次在
社区举办，体现了省文化馆精准
惠民，向基层下沉、下移、倾斜，
积极改善文化民生有效供给的
绿色发展理念。

据介绍，河南省全民艺术
普 及 周 活 动 已 经 成 功 举 办 五
次，由全省文化馆上下联动，统
一主题，统一海报，活动周期间
开展各项惠民演出、展览、培
训、讲座等，参加各种展演的文
化志愿者、社会各界演职人员
超过 1 万人次，受益观众超过
50万人次。

另悉，为扩大艺术培训、艺
术创作的普及面，提升全民艺术
普及的群众参与度，本次活动
中，全省文化馆将大力推进数字
化服务，推动线上线下活动同时
进行。普及周还将充分发挥社
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大力推进文
化志愿服务，实现常态化的文化
志愿服务与专业化的艺术普及
项目有机结合。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4日、5日晚，河南省儿
童影剧院掌声阵阵、气氛热烈，道情大戏《红尘》《王
钝》在这里陆续上演，带戏迷领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太康道情的魅力。

太康道情源于远古道教的经文说唱，始于明末
清初，因道士唱乐歌时配以渔鼓，古称渔鼓道情，明
清时即在皖北地区流传，清代后期从沈丘一带传入
太康，形成了道情剧种。豫东一带的道情艺人吸收
借鉴了曲艺、豫剧、越调的元素，经历代艺人的不断
加工、完善和改进，太康道情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11月 4日演出的《红尘》演绎的是“马前泼水”的
故事，该剧曾于 2006年参加河南省县区级戏剧大赛
夺得金奖，这次作为河南省青年艺术人才扶持项目，
经过加工打磨后再次亮相省会郑州的舞台。

11月 5 日演出的河南地方戏曲艺术传承创新
发展加工提高作品《王钝》，曾荣获第十四届河南
省戏剧大赛“河南文华大奖”“河南文华导演奖”

“河南文华音乐创作奖”“河南文华舞台美术奖”等
四项大奖。该剧主题鲜明，剧情流畅，塑造了王钝
居官清廉、勤政爱民之风的形象，是一部颇具现实
意义的作品。

两天的演出中，李艳玲、刘粉霞、罗爱华、张小
花、孙贤港等太康道情中坚力量展现了或低迥婉转、
妩媚柔情，或俏丽活泼、欢快激越的唱腔，他们的精
彩演唱赢得了粉丝的阵阵喝彩。

此次活动由太康道情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张
天印策划。近年来，该中心打造精品剧目，提高演出
质量，编排了《王金豆借粮》《双拜寿》《富裕之后》《婚
姻的驿站》《红尘》《张廷秀私访》《王钝》等 30余部精
品剧目，荣获“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八项
大奖、全国第十一届“群星奖”、河南文华大奖等国
家、省、市戏剧大赛多项大奖，得到专家的一致好
评。并常年活跃在豫、皖、鲁等广大农村，深受群众
的喜爱，年演出600余场次。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图）11月
4日、5日晚，由市政府主办、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2019年郑州市
精品剧目演出季精彩纷呈：中国国
家话剧院话剧《兰陵王》在河南艺术
中心大剧院连演两场。该剧由著名
剧作家罗怀臻编剧，著名导演王晓
鹰执导，通过讲述一个“灵魂与面
具”的现代寓言故事，引发人们对叩
问人性和回归本真的思考，吸引众
多市民前来观看。

全剧从北齐名将兰陵
王的传奇故事发展出全新
的情节，将兰陵王设置成一
个因目睹父王被害而用女
儿态掩藏真性情的柔弱王
子，齐后为唤回兰陵王的男
儿血性，交予他先王遗物
——神兽大面，戴上大面的
兰陵王神奇般地平添雄伟
气概，在战场上所向无敌，
却也同时走到冷酷无情、暴
虐 可 怖 的 人 性 另 一 个 极

端。最终，齐后用母性的牺牲帮
助兰陵王告别迷途，回归本我。

全剧用艺术象征的方式，讲述了一个
关于“灵魂与面具”的寓言，体现对悲
剧命运的观照，引发观众对于人性、
本心的思考和探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该剧导演、中
国国家话剧院原常务副院长、中国
戏曲家协会副主席王晓鹰告诉记
者，此次是《兰陵王》首次在郑州演
出，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符
号，1600多年前的兰陵王传奇，在话
剧《兰陵王》从中发展出具有极强象
征性的全新情节，它讲述的不再是
传奇故事，更不是历史真实，它是一

个有着现代意味甚至魔幻色彩的寓
言，揭示的是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
的关于“灵魂与面具”的人性难题。
兰陵王最终的“浴血回归”，是对叩
问人性、追寻本心的呼应。

“《兰陵王》是我在‘中国意象现
代表达’导演艺术追求上的新探
索。历史上的兰陵王传奇是中国传
统戏曲的源头之一，中国戏曲‘以歌
舞演故事’的美学特质最早就是在
《兰陵王入阵曲》中初露端倪的，而
这个古老拙朴的乐舞中兰陵王头戴
大面的形象，也直接发展成了后世
的傩戏面具乃至今天的戏曲脸谱。”
王晓鹰告诉记者，他希望通过追溯
这个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源头，在
《兰陵王》中进行既有中国文化传
统，又有现代艺术品格的舞台演出
创新，在戏剧表演和人物形象塑造
中融入傩面、傩戏、古舞、踏歌等古
朴的艺术语言，并由此达成象征、魔
幻的现代艺术表达。

不少市民看完演出后表示，在观
看《兰陵王》这一经典剧目时，大家仿
佛穿越历史时空隧道，不由得深思

“灵魂与面具”之间的复杂关系，寻求
人性的本真。

本报讯（记者 秦华 丁友明）记者
昨日获悉，“那年，那事，那人——中原
记忆”王颂摄影作品展今日上午在河
南省文化馆开幕。展览展期一个月，
免费对公众开放。

王颂，曾供职于郑州晚报，曾任新
华社河南分社摄影记者、摄影部主任、
图片总监，现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常
务理事、副秘书长、河南联络部主任，
河南艺术摄影学会副主席，河南新闻
摄影学会副主席。

自 上 世 纪 70 年 代 接 触 摄 影 ，
王颂便沉迷其中，不可自拔，在 40

多年的专业摄影生涯中勤奋耕耘，
留 存 了 大 量 有 关 政 治 、经 济 、文
化、科技等方面的珍贵影像，城市
的发展、各行各业的变迁、平民生
活的沧桑巨变，都在他的镜头下有
着 生 动 温 暖 的 表 达 。 其 作 品 曾 获
中 国 新 闻 奖 、共 和 国 50 年 新 闻 摄
影奖等奖项，多见于报纸、网络及

各大展览。
据介绍，王颂从 40多年摄影生涯

中精心挑选出 70 组 350 张左右摄影
作品展出，内容涉及中原商战、下岗再
就业等多个主题，带大家透过镜头感
受中原的华丽蜕变，找寻幸福回忆。
作者的获奖作品《小浪底截流成功》
《围歼》等也会在其中展出。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昨日
下午，好莱坞超级战争大片《决
战中途岛》在奥斯卡大上海国
际影城超前点映，影片以多位
历史人物的视角呈现了中途岛
战役的战争原貌，传递给观众
血肉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动人的
情感，激燃恢宏的战争场面让
人印象深刻。

影片聚焦 1942 年 6 月的中
途岛战役，当无畏的士兵驾驶战
机俯冲而下，飞射的炮火点燃广
袤海域，庞然的母舰轰然倒塌，
放眼所及触目惊心，让人不禁感
叹在战争面前，普通人是多么得
渺小。除了对战争大场面震撼
还原，影片中以埃德温·莱顿（帕
特里克·威尔森 饰）为首的情报

官们对战时情报的破译工作也
十分抢眼，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创
造了先决条件。

据了解，为了最大程度的
还原这场战役，影片大部分拍
摄都是在夏威夷的希卡姆空军
基地进行，部分场景则是在摄
影棚内完成。为了最大限度地
还原场景，电影幕后团队将大
黄蜂号、企业号和约克城号上
的餐厅都按照原尺寸进行了复
原。在战机还原上，团队更是
参考了所能找到的所有文献及
模型，了解每一型号的战机当
初如何制造，完全按照博物馆
品级来复原，对细节的追求达
到了极致。

影片将于11月 8日上映。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 丁
友明 图）“时代新风·当代中国
画作品邀请展”正在河南省美
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中原画坛
和岭南画坛的 300 余幅中国画
精品，呈现出河南、广东两地艺
术家在中国画创研领域的突出
成果。

本次展览由广州美术学院、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河南省美术
家协会、河南省美术馆、当代岭
南艺术研究院主办，包含“中原
画风”“岭南精神”以及“院风新
体”4个艺术家个案专题展。“岭
南精神”展出方楚雄、许钦松、李
劲堃、邹明、王永、张彦、方土、陈
湘波、马顺先、蔡拥华、宋陆京、
许晓彬、许敦平等广东画家的作
品。“中原画风”展出丁中一、马
国强、谢冰毅、袁汝波、封曙光、
化建国、李健强、刘杰、桂行创、
连俊洲、李明、陈文利、贾发军等
河南画家的作品。“院风新体”专
题邀请了邹明、连俊洲、宋陆京、
陈文利四位在当今中国画领域
有着重要探索成果的艺术家个
展，分别为“明心见性·邹明水墨

画作品展”“古语新颜·连俊洲中
国画作品展”“乱山出岫·宋陆京
中国画作品展”“拾意归真·陈文
利中国画作品展”。

近年来，河南画家以“中原
画风”为精神旗帜，致力于中国
画的创新创造和审美拓展，形成
了方刚谨严、奇峭突兀、外露筋
骨、笔墨豪放的中原画派。而广
东美术一直扮演着创新引领者
的角色，岭南画派融合东西方绘
画技法，创造出“撞水”“撞彩”技
法，是中国传统国画中的革命
派，也是中华民族绘画史上的一
个重要民族绘画流派。

省文联副主席、省美协主席
刘杰说，此次把两地的代表性画
家和高水平作品汇聚在一起，除
了让两地人民共享“岭南画派”
和“中原画风”的艺术魅力外，是
希望岭南精神和中原文化产生
新的思想碰撞和时代交融，激发
和促进两地中国画创作共振与
共鸣，共同推动中国画的传承创
新和繁荣发展。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11
月 10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豫粤两地中国画精品展出

300余张摄影作品今日开展

带你找寻“中原记忆”

电影《决战中途岛》
燃情再现传奇一役

全民艺术普及周启动
千余场次文化活动邀您参与

国家级非遗项目
太康道情亮相绿城

叩问人性 回归本真

话剧《兰陵王》在郑精彩上演

阳春三月的一个晚上，我的手机突
然铃声响起，来电显示是我多年的老朋
友刘治华打来的。接通电话，治华告诉
我，电视连续剧《奔腾年代》即将在湖南
开拍，剧组想特邀我参与拍摄，我欣然同
意。很快，剧组执行制片人于立益又拨
通我的手机，简要介绍了剧情和拍摄计
划。两天后我如约来到湖南衡阳，这里
是《奔腾年代》的拍摄基地，400多名剧组
演职人员已经投入了紧张工作，我作为
总策划团队成员和技术顾问参与了这部
电视剧的创作摄制。

《奔腾年代》展现了半个多世纪以
来，我国电力机车发展的不平凡道路，生
动地讲述了几代铁路人为实现强国梦不
懈奋斗的故事，揭示了建设交通强国必
须走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之路的深刻道
理。我出生在一个普通铁路工人家庭，
与新中国同龄，在铁路边长大，看惯了来
来往往、气宇轩昂的火车头，听惯了高亢
激昂的汽笛声。受环境的影响和家庭的
熏陶，从小就梦想长大开火车。

1968年我出了校门参加工作走进铁
路，登上了日盼夜想的火车头，经历了汗
水的洗礼和磨难终于梦想成真，成了一
名新一代的火车司机。我很幸运，在我
的铁路生涯中，曾驾驶过蒸汽机车、内燃
机车、电力机车和高铁动车组，多次参与
不同时期、不同机型、不同线路的机车牵
引试验，见证了我国铁路包括电力机车
在内、不同机型牵引动力转型换代的非
凡历程，在实践中增长了许多专业知识。

到达衡阳的当天，晚餐过后剧组总
制片人王颖和于立益，向我介绍了《奔腾
年代》的剧情和拍摄进度计划，之后，我
们直奔拍摄现场。这儿是一家医院的住
院部，准备拍摄剧中常汉卿（佟大为饰）
和金灿烂（蒋欣饰）的一场戏。他们领着
我与导演徐宗政、佟大为、蒋欣等简短会
面后，很快进入了拍摄程序。

这是我第二次进入拍摄现场。2006

年深秋，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翟
俊杰，带领演职人员到安阳拍摄电视剧，
我与时任郑州铁路局办公室主任杨伟军
曾亲临拍摄基地，大开眼界留下了美好
记忆。十几年过去了，影视拍摄技术大
不一样，无线传输技术在影视制作领域
大显身手，视频与音频都可以通过无线
传输来传送，实现导演与拍摄现场远距
离的对接。演员的一举一动和言谈话语
都在导演的掌控之中，哪怕有一点点不
满意，导演绝不会放过，他会立马做出

“重拍”的决定，直到满意为止，那个认真
劲绝对是“一丝不苟”。

回到宾馆，王颖让于立益把剧本转
交给我，先预热熟悉剧情。我很快被生
动的剧情所打动。这是一部气势恢宏、
充满激情的艺术作品，它还原了我国电
力机车事业的发展历程，再现了在那艰
苦的岁月老一辈铁路人不折不挠、艰苦
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震撼心灵。

株洲是我国电力机车发展起步的地
方，具有 80多年历史的株洲电力机车工
厂被誉为我国电力机车的摇篮，奠定了
电力机车发展的基础。电力机车具有牵
引力大、速度快、噪音小、无污染等特
点。使用电力机车牵引列车优势明显，
尤其可以提高列车运行速度和承载重
量，大幅度地提高铁路的运输能力和通
过能力，是当今铁路运输理想的牵引动
力。电力机车早在 19世纪前期问世，德
国西门子公司在前人研发的基础上对交
流电力机车进行了试验，1903年德国电
力机车创造了每小时 210公里的试验速
度。采用电力机车牵引列车，已成为世
界铁路牵引动力发展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铁路的迅
速发展，修建电气化铁路也纳入了国家
计划。20世纪 50年代后期，铁道部从实
际出发，确立了我国铁路机车和车辆制
造工业的总体布局，组建了以株洲电力
机车工厂和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为主体

的电力机车研发和生产基地，全国各地
的学者、专家及工程技术人员云集株洲，
展开了电力机车的研究与开发。半个多
世纪以来，株洲电力机车工厂先后研发
成功，并批量生产了“韶山”多种类型的
电力机车，成为我国电气化铁路客、货运
列车牵引的主力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韶山”电力机车，在广袤的神州大地
上飞奔。

据朋友介绍，编剧王成刚从小就生
长在株洲，他的家庭与电力机车工厂有
着密切的联系。受家庭熏陶，儿时的小
成刚就梦想长大要创作一部关于电力
机车的文艺作品，以展现铁路人不折不
挠用辛勤汗水创造辉煌的不凡历程。
王成刚聪颖好学，学生时代就对文学创
作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业有成踏上
了文学创作之路，出自他手编剧的《弹
孔》《战旗》《怒火英雄》等影视剧深受观
众喜爱。

技术把关是顾问的主要职责。翻开
剧本，我很快被曲折的剧情吸引住了。
常汉卿这位从美国几经周折回到祖国参
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专家，满怀深情信心
满满地投入了电力机车研发工作。从他
身上我看到了老一辈铁路人为中国铁路
发展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奉献的高贵品
格，亲身感受到了他们那种认真负责、对
技术精益求精的作风。常汉卿他不是某
一个人的化身，而是一个铁路英雄群体
的象征，是千千万万铁道儿女的优秀代
表。故事生动感人，情节跌宕起伏，是一
部难得的好作品。

参与电视剧制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新
领域，拍摄一部历史跨度长达半个多世
纪的影视作品，其难度可想而知。剧本
的修改并不是难事，难就难在实物道具
的搜集和修复上。剧组不仅要有强大的
演员阵容，还要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组
成的美术、道具组，默契配合才能满足电
视剧拍摄的要求。

衡阳机务段历史悠久，早年配属有
株洲电力机车工厂生产的“韶山”型电力
机车，担当铁路运输的主型机车，至今还
保留了一台上世纪70年代株洲电力机车
工厂生产的“韶山1”型电力机车，原计划
作为拍摄道具使用。经剧组反复勘察研
究，这台车早已被淘汰不能修复，无法将
其派上用场，道具组只得按1∶1的比例现
场制作了一台“韶山”型电力机车，会同
从各地征集调运的不同型号的机车和车
辆等实物，完成了拍摄任务。

影视剧艺术创作不是现实生活的简
单复制，必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同
烹饪大师精工细作，呈现出来的是一道
美味大餐。《奔腾年代》的主创人员巧妙
构思，精心设计，剧情充满了生活气息，
尤其是将常汉卿和金灿烂的情感生活
融入剧中，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更加
曲折，内容更加丰富，效果更加明显。
实现了思想性、客观性、艺术性、观赏性
的完美结合，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它的艺
术感染力。

《奔腾年代》由我国影坛后起之秀、
年轻导演徐宗政执导，佟大为、蒋欣为领
衔主演，赵达、梁爱琪、徐小飒、李解、张
弋、谢波、陈逸恒、柳小海、白冰、宫小喧、
白志迪、朱茵等演员倾情加盟，都是演艺
界的实力派。他们用满腔热血塑造了一
个共和国的英雄群体，是一部讴歌中国
铁路发展光辉历程的经典之作。剧组人
员夜以继日历时半年多，精心制作的这
部以描述我国铁路机车制造工业为题
材、长达 47集的电视连续剧，入围“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优秀电视剧展播”，在金秋
十月新中国华诞 7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
首先在上海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与亿万
观众见面了。它展示了老铁路人自强不
息、顽强拼搏一幕幕感人至深的画面，彰
显了一代又一代铁路人迎难而上坚持走
自己的路、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作者系郑州铁路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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