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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国家文物局
近日发布 100个 2019年度“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
推介项目，其中包括重点推介项目 20 项。
我省的“追迹文明——新中国河南考古七
十年展”入选重点推介项目，该展览目前在
郑州博物馆的展出已近尾声，还没来得及
观展的读者不要错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
略高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
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为充分发挥博
物馆陈列展览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的重要作用，自 2015
年起，国家文物局连续5年在全国范围内组
织开展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工作，旨
在充分发挥优秀展览项目的示范引领作
用，扩大博物馆陈列展览社会影响力和传
播力，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近年来，全国各地博物馆紧紧围绕“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这一主题，策划实施了大量优秀展览项
目，仅今年国庆期间，围绕“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举办的主题展览数量就达
1600余项。

据了解，2019年度核心价值观主题展
览征集工作得到了各地积极响应，推介省

份实现全覆盖，推介数量大幅增长，涉及单
位除国有文物系统所属博物馆外，还有不
少是行业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涵盖了中
央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等不同行政层级
的博物馆。为体现展览的专业性和社会效
益并重，国家文物局邀请了来自宣传、教
育、传播、文博等不同领域相关专家学者，

经评议推介产生了本年度集中推介百个展
览项目。

据介绍，本次发布的百个推介项目包
括 20 个重点推介项目和 80 个推介项目。
作为此次我省唯一入选的重点推介项目，

“追迹文明——新中国河南考古七十年展”
由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主
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博物馆承
办，展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的大力支持以及全省各地文物主管部门
的大力协作，共有 23家考古和博物馆单位
联合参展，参展文物 1225件（套），其中一、
二级珍贵文物196件（套）。

河南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是近代
中国考古事业成长的主阵地。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河南的文物考古事业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追迹文明——新中国河南
考古七十年展”主要展示了河南 70 年来
的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该展览自 8
月底在郑州博物馆开幕以来，在近 3 个月
的时间里吸引了众多群众前去观展，引起
强烈反响。

据悉，该展览将于本月底闭幕。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图）作为我市今年引进文化和旅游
部“大地情深”精选剧目收官演出，11月 20日、21日晚，由中央
歌剧院带来的歌剧瑰宝音乐会在河南艺术中心精彩上演，吸引
众多市民前来欣赏。至此，我市今年引进的文化和旅游部10部

“大地情深”精选剧目已完成所有演出。
中央歌剧院是隶属于文化部的国家歌剧院，代表国家

的歌剧艺术水准，是我国表演艺术的最高殿堂。成立 60 多
年来，创编了一大批优秀剧（节）目，曾荣获全国“五个一工
程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大奖、文华
新剧目奖、文华表演奖等 100 多项国家级大奖，先后在中国
首演、推出并保留了《图兰朵》《茶花女》等一批世界歌剧经
典剧目，积累并创作了《白毛女》《刘胡兰》《草原之歌》等一
批中国歌剧作品。

据中央歌剧院演出处处长梁寒介绍，此次，该院共派出
80 多人组成的强大演出阵容来郑，其中不少歌唱家是河南
籍人士。作为郑州市政府推出的文化惠民演出，此次音乐
会为广大市民献上了高雅音乐盛宴。

本次演出包含混声合唱、男女高音独唱、混声四重唱等
多种表演形式，涵盖歌剧《图兰朵》《茶花女》《伊戈尔王》
《卡门》等众多经典剧目。演出现场，市民对歌唱家们的精
彩表现所深深吸引，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据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自 2013
年开始引进文化部“大地情深”国家院团走基层文化惠民
演出活动，先后邀请国家京剧院、国家话剧院等来我市演
出经典剧目《红灯记》《党的女儿》《洪湖赤卫队》等，深受
群众欢迎。今年，“大地情深”演出活动被市政府列入重点
民生实事，共引进文化和旅游部“大地情深”精选剧目 10
台，免费为群众演出 20 场。从今年 7 月初国家京剧院的
《杜鹃山》开启首场演出以来，国家京剧院的《杨门女将》、
苏州昆剧院的《牡丹亭》、上海芭蕾舞团的《白毛女》、中央
民族乐团的《泱泱国风》民族音乐会 、中国歌剧舞剧院的
《小二黑结婚》、国家话剧院的《特赦》、广西戏剧院的《刘三
姐》、东方歌舞演艺集团的《花开东方》等精彩演出陆续在
郑上演，累计吸引近 4 万名观众观看，让市民在“家门口”欣
赏到文化惠民盛宴。

国家文物局发布100个2019年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我省“追迹文明”展览入选重点推介项目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文/图）20
日、21日，由民盟中央与河南省委共同
策划打造，民盟河南省委、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联袂出品，民盟中央艺术团、
民盟河南省委艺术团、河南省话剧艺
术中心联合制作演出的话剧《焦裕禄》
受邀走进重庆，作为民盟中央“不忘合
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重庆
现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登台亮
相。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演员精湛
的演出，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据了解，重庆“不忘合作初心，继
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现场活动由民
盟中央主办、民盟重庆市委承办，旨在
动员民盟各级组织和广大盟员学习弘
扬焦裕禄精神，为新时代多党合作事
业长远发展贡献力量。

话剧《焦裕禄》讲述了焦裕禄临

危受命、隐瞒病情，为治理三害，改
变兰考贫困面貌，积劳成疾不幸逝
世的感人事迹；呈现了焦裕禄在一
名县委书记、一个儿子、一位丈夫、
一个父亲各种身份交叠之中朴素、
真 诚、丰 盈 的 内 心 世 界 ；反 映 了 他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
己”的公仆情怀；生动诠释了亲民爱
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
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该剧自
首演以来，先后荣获第 31 届田汉戏
剧奖剧本一等奖和第 14 届河南省
戏剧大赛文华大奖等奖项。

作为民盟中央“不忘合作初心，继
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重庆现场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演出号召广大盟员
为祖国为人民全身心地奉献，更进一步
夯实了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基础。

央视著名主播康辉近期在《主
持人大赛》中机智、专业又暖心的点
评备受观众瞩目，前段时间因在《新
闻联播》中霸气回应中美贸易战，以
及在抖音平台的《主播说联播》栏目
中提醒国泰航空“no zuo no die”
等段子，让其有立场、有气派的“国
脸”形象瞬时有了更接地气的温
度。近日，康辉在长江文艺出版社
推出忆旧随笔集《平均分》。谈到观
众赋予的“播神”等称呼，他谦虚而

真诚地回应：“我不是‘播神’，也从
未见过什么神。无限趋近完美的工
作，只能靠每一次的认真仔细、小心
翼翼一点点积累。”

康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新闻联播》主播，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第四届全国德
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中国广
播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全
国最美志愿者”获得者。虽有如此
耀眼的成就，但康辉仍自称自己是
平庸之人，新作《平均分》一书中，康
辉道出了“平庸”这枚硬币的另一面
——成年人的每次突然闪亮，都是
磨砺后的正常发挥。

《平均分》一书中，康辉书写高
考的波折、猫奴心得、央视工作的爱
与痛、与父母和妻子的细腻情感、生
活与事业的考验和进阶、“中年危
机”……康辉文如其人，平淡中有韧
劲儿，书中，康辉为读者呈现的平凡
却又努力不平凡的人生，或许才是
大多数人可参考的人生范本。

说到书名“平均分”的含义，康
辉解释道：“论起天分，我便是那平
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个。在人生的
赛场上、职业的赛场上，想不甘人

后，也只有努力地去试每一个选项，
在每一个选项上都能及格，在及格
之上再努力，也许就能再站上一级
台阶。一项一项，才能给自己拿到
一个高一点的平均分。”

康辉说，曾逃避着所有的出版
邀约，因为过不了自己心里的这一
关——“ 我 能 给 读 书 的 人 提 供 什
么？”“我的人生经历于其他人又有
何价值和意义？”“我做得到让所有
读书的人满意吗？”但一次与某出版
人在聚会上的谈话动摇了他的决
心。正是出版人说的“请别低估自
己，有时候一句话、一件事就可能影
响一个人，甚至改变一个人，特别是
年轻人。你珍惜的那些美好的东
西，为什么不可以和更多人分享
呢？”这番话，让康辉应下稿约，并梳
理自己从“别人家的孩子”到“国脸”
的经历。

虽然真诚地写下了这些文字，
但是康辉坦言仍然不敢奢望真的可
以影响或改变谁的人生，写下这些
字并让它们变成铅字，算是自己与
他人交流的另一种形式，他始终相
信一点，真诚的交流，总能产生一点
价值和意义，这价值与意义一定是
与同样真诚交流的人共同创造产生
出来的。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由李非执导，赵薇监制并主
演，葛优、乔杉领衔主演的荒诞喜剧电影《两只老虎》将
于11月29日全国上映。日前，片方发布终极预告及
终极海报，“低配”绑匪乔杉与“极品”人质葛优双双进
公安局，引发了一连串爆笑荒诞的趣味情节。

预告中，一连串不按常理出牌的反转，不仅坐
实了“低配”绑匪与“极品”人质的人设，更隐隐透露
出了“葛优”与“乔杉”之间有着不同于普通绑架与
被绑的关系。

同步发出的终极海报中，葛优、乔杉、赵薇、范
伟、闫妮、潘斌龙组成的最强喜剧阵容中六人角色
身份与“快乐点”主题更趋明显。废旧泳池内葛优
被绑却依旧霸气不减，乔杉“低配”绑匪却换上了黑
色西装，赵薇手持红酒杯冷艳动人，范伟眼戴墨镜
一身按摩师装束做出加油手势，闫妮则碎花波点

“村花”套眉宇间能看出微微笑意，潘斌龙手捂脸颊
委屈之意溢于言表。最强喜剧阵容全演技派倾力
出演，温暖治愈喜剧好笑又感动，伴随终极预告与
终极海报的发布，电影《两只老虎》也同步开启预
售，本月29日将领跑贺岁温暖年末。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纵入绝境之
地，依然奋不顾身”。近日，由薛晓路执
导，雷佳音、汤唯领衔主演的电影《吹哨
人》在第 2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举行了

“一场险象环生的发布会”，并于当晚举
办了特别首映。

影片中，雷佳音饰演的马珂是在澳
洲工作的海外白领，为了更好地诠释澳
洲华人气质，雷佳音不仅提前去澳洲体
验生活，更是专跟英文老师苦练英语发
音，为此汤唯贴心地在发布会现场送给
雷佳音一本“大英词典”，而雷佳音则回

赠汤唯一本“神秘”的“巨型护照”，当谈
及礼物的寓意，他直言因为护照对于影
片中的汤唯至关重要。

《吹哨人》由执导过《北京遇上西雅
图》系列、《海洋天堂》等著名影片的导
演薛晓路执导，她始终以独特视角对现
实世界进行关注，在《我和我的祖国》中
更是作为唯一一名女性导演以细腻情
感传达了震撼人心的爱国情怀。

为筹备这部“吹哨人”题材的影片，
薛晓路煞费苦心，不论是制作上好莱坞
班底的加入，还是跨越三大洲的绝境逃

亡，都凸显出《吹哨人》商业质感的大制
作属性，她集结了海外的顶级团队，横
跨亚、澳、非三大洲拍摄，还首次挑战了
飞车追逐、连环爆炸等大场面，在高潮
迭起、悬念丛生的情境中讲述“吹哨人”
的故事。

发布会最后，薛晓路也分享了自己
对于这部电影的理解：“我们把电影聚焦
在背负社会责任的平凡英雄这群人身
上，希望大家既能看到他们的勇气，也能
看到我们创作这部电影的诚意。”

影片将于12月 6日上映。

央视主播康辉推出随笔《平均分》——

在人生的赛场上努力奔跑
本报记者 秦华 通讯员 刘峥 文/图

歌剧瑰宝音乐会在郑上演
我市引进“大地情深”精选剧目演出收官

河南话剧《焦裕禄》走进重庆
喜剧电影《两只老虎》月底上映

笑星云集联手贺岁

雷佳音汤唯《吹哨人》联袂演绎平凡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