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春节”走进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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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联合国大会会议厅 2 月
8 日晚喜气洋洋，苏州交响乐团的中国新年音乐会在这里举
行，将中国农历新年的喜悦和祝福传递给联合国官员及各国
使节，也让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春节过得更有年味。
虽非专业音乐厅配置，但联大“尽己所能”做足准备：中层
和顶层多组射灯齐放，标志性的演讲台被一面红色大鼓取代，
两侧显示屏播放着新春风情片和乐手演奏近景……
《春节序曲》拉开音乐会序幕。
《茉莉花》
《敦煌》以及小约
翰·施特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作品奏响大厅。中国传统
乐器二胡、大鼓的演奏更是音乐会的亮点。完成既定曲目后，
在观众持久的掌声中，乐团加奏了《北京喜讯传边寨》
《花好月
圆》和《拉德斯基进行曲》。伴随欢快的节奏，全场观众一齐拍
手，将音乐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指挥家陈燮阳当天接受采访时说，音乐会曲目选择经过
深思熟虑，做到囊括中外、兼顾经典与现代。他表示，苏州交
响乐团受邀到联合国演奏意义重大，这里各国使团聚集，能将

本报讯 2019 年春节如期而至，大江南北到处都是
浓浓的年味。过年走进电影院、博物馆、剧院成为了新民
俗，缤纷多彩的文化活动更是为新春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
息，极大丰富了人们的假期生活。

春节联欢晚会送上浓浓节日祝福
除夕夜一家老小聚在一起看春晚早已成为中国人过
年的传统习俗。2 月 4 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19 年春
节联欢晚会精彩上演，经典旋律与新歌劲曲交相辉映，幽
默包袱与惊艳魔杂轮番登台。加之与江西井冈山分会场、
吉林长春（一汽）分会场、广东深圳分会场的隔空互动，共
同营造出“奋进新时代、欢度幸福年”的佳节
氛围。通过集高度、深度、广度于一体的文艺
盛宴，彰显当代“追梦人”执著追求中国梦的
坚定信念，讴歌新时代人民群众满满的幸福
感与获得感。
今年的春晚坚持守正创新，用丰富多彩
的节目形式表达出人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
执著追求，彰显出各族同胞共同谱写新时代
华章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海内外 11.73 亿的
观众和网民用他们的赞誉给这台晚会点了一
个 大 写 的“ 赞 ”。据 统 计 ，除 夕 当 晚 ，国 内 有
239 家电视频道对央视春晚进行同步转播，
并通过全球 218 家海外合作方在 162 个国家
和地区落地播出。直播期间，通过电视、网络、
社交媒体等多终端多渠道，海内外收视的观
众总规模达 11.73 亿人，比去年同时段观众
规模提升约 4200 万人。
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外，北京、山
东、
湖南、
江苏、
安徽、
辽宁等各地卫视的春晚也
推出了许多优质原创节目，
吸引了众多观众。

观众观影经验日益丰富、中国电影持续进行品质攻关的场
域里，看电影这一文化新年俗已不是盲目消费，品质才是
锚定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2019 年大年初一当日 8 部
贺岁新片共计创造了 14.3 亿票房，刷新了单日最高票房纪
录，观影人次方面共 3173 万。同时，这也是内地影市首次
迎来四部影片同时突破 2 亿的盛况（含预售）。

走进博物馆、书店过大年成新年俗
“博物馆里过大年”已经成为一种“新年俗”。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举行的“伟大的变革”大型展览，仅大年初二至初

验神奇的剪纸艺术。2 月 4 日至 10 日，国图组织小读者写
福字、画门神、画脸谱、做花灯。此外，国图还联合文化和旅
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面向全国各级图书馆、文化
（群艺）馆共同开展了“我们的中国梦”——公共数字文化
进万家活动。
过“文化年”
“ 知识年”的需求不断升温，上海古籍书
店、艺术书坊、钟书阁、衡山和集、大众书局等多家书店在
店面陈列、图书推荐、文创设计上凸显传统文化元素，令人
耳目一新。其中，无论是“大而雅”的朵云书院，还是“小而
美”的思南书局，以阅读讲座、艺术导览、诵读互动等多元
活动赋能书香空间，营造别具一格的生活美学。一家老小
齐逛书店的情景随处可见。传统文化元素与
书店空间体验相得益彰，书香浸润、新风扑面
的过节方式，愈发被人们认可。
“美在新春·祈福纳祥”——中国美术馆
艺术家为观众写福字、送祝福活动，是中国美
术馆的一个节日传统，书法家们现场挥毫书
写，为参与的观众送上美好祝愿。北京画院则
举办了“风雅艺趣——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艺术”展，以 110 余幅书画精品为媒，展现“年
文化”中读书、抚琴、观画、雅集等风雅之事。

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

春节期间与观众见面的各类文艺演出
洋溢着浓浓“年味”。从大年初二到初六，国
家大剧院每天都有音乐会上演。2 月 6 日至
7 日，北京管乐交响乐团带来了“拉德斯基
进行时”和“春之声”两场新春音乐会。2 月 8
日至 10 日，中国电影乐团为观众献上了“中
外经典名曲交响音乐会”。
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国家大剧
院、
中山公园音乐堂里都有经典戏曲剧目。
2 月 8 日，在重庆钟书阁书店内，书友们一边体验“魔幻”书店的设计，一边选购心
春节档电影佳作不断
《龙凤呈祥》
《锁麟囊》
《凤还巢》
《连升三级》
仪的图书。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今年春节电影市场火爆十足，再度创出
《四郎探母》等如约而至，
《锁麟囊》
《龙凤呈
票房新高，
多部影片同时上映，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由郭帆执
四 3 天时间参观人数即突破 20 万。此外，
“ 虎鎣：新时代新
祥》在多个剧院演出。长安大戏院推出的《梅玉配》
《苏小
导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
该片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
由
命运”展览、
“ 亥岁祯祥——2019 新年迎春书画展”也为观
妹》
《英雄义》
《十三妹》等也为戏迷们送去新春好礼。
众送去浓浓的新春祝福。
吴京主演，被称为是国产科幻片的重启之作。近年来，关于
春节期间听相声也是很多人的选择，老舍茶馆、喜聚
“国产科幻电影何时崛起”的讨论从未停止，而《流浪地球》
从 1 月 6 日起，故宫博物院举办“贺岁迎祥——紫禁城
现场的星夜相声会馆、听云轩相声大会引人关注，国图音
的品质不仅实现了国产科幻电影的突破，也让不少观众纷
里过大年”展览。位于午门正殿和东西雁翅楼展厅的文物
乐厅则推出新春相声专场，中山公园音乐堂的喜剧幽默大
纷点赞：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国产硬科幻电影。
”
展览以“祈福迎祥、祭祖行孝、敦亲睦族、勤政亲贤、游艺行
赛新春相声晚会是一次新的尝试。
由宁浩执导的《疯狂的外星人》也是一部科幻题材电
乐、欢天喜地”六大主题，展出文物达 885 件（套）。
保利剧院、天桥剧场、北展剧场上演了不同版本的《天
国家图书馆推出的系列活动吸引众多读者过文化新
影，该片改编自刘慈欣的小说《乡村教师》，以其独特的荒
鹅湖》，国家大剧院则推出了爱尔兰的《舞之韵》，保利剧院
诞性和喜剧性吸引了众多观众。此外，
《飞驰人生》
《新喜剧
年。
“迎春送福——武强年画专题展”通过年画、古籍、楹联
演出多媒体芭蕾舞《胡桃夹子》。在话剧方面，北京人艺的
之王》
《熊出没·原始时代》
《神探蒲松龄》
《小猪佩奇过大
和精美图片、文字的综合陈列展示，把年味儿“活化”。
“猜
艺术家们坚持在春节期间登台献艺，为观众带来了《全家
灯谜过大年”活动邀请剪纸艺术家讲述并指导读者动手体
年》和《廉政风云》等影片也成为不错的观影选择，在中国
福》和《我爱桃花》两部经典作品。
（欣 闻）

专家研讨长篇小说《乡村第一书记》

己亥新春洋溢浓郁文化气息

中国春节文化传至全世界。
乐团演奏前，第 73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埃斯皮诺萨、本月
安理会轮值主席国赤道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阿纳托利奥·
恩东·姆巴以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先后发表致辞。
会场还播放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春节贺词。
音乐会结束后，许多中国观众对记者说，这场演出让他们
在海外过了一个喜庆年，弥补了不能回国与家人团聚的遗
憾。他们对乐团的高水平演奏赞不绝口，纷纷表示享受了一
场听觉盛宴。
希腊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卡拉姆夫雷佐斯曾在中国工作，
他说：
“中国和希腊都是文明古国和文化发源地。我对中国有
很深的感情，热爱中国的语言文化。音乐会十分精彩，我尤其
喜欢其中的中国乐曲，感到仿佛又回到了中国。”他的小女儿
用中文对记者说：
“春节快乐！”
当天的音乐会属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欢乐春节”活动项
目，也是这一大型文化交流活动首次走进联合国。 （徐晓蕾）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1 月 24 日，由中国作协创研
部、作家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忽培元长篇小说《乡村第一书
记》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杨书兵、中
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王卫民、作家出
版社副总编辑张亚丽等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全国各地的
数十位专家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
阳主持。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精准扶贫、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书记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人们的
热门话题。
《乡村第一书记》生动讲述了第一书记白朗带领
干部群众脚踏实地破解一个又一个难题，保卫绿水青山，建
设美好家园的生动曲折故事，描绘了乡村文化复兴与经济
繁荣的新面貌。作品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感人至深、发人深
省，谱写了一曲乡村振兴的美妙华章。
阎晶明说，忽培元写出这样一部长篇力作，绝非偶然，
这来自于作者丰富的基层生活工作经历、对党和人民的真
挚感情、矢志不渝的文学热爱。这部长篇新作是作者多年来
的实践思索的结晶，体现着一位有良知、有胸怀的作家的使
命感与担当意识。这部心血之作是花甲之年的忽培元奉献
给日夜奋斗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第一线的各级干部和广
大农民兄弟的诚意厚礼。
与会专家对忽培元的长篇新作进行了细致深刻的交流
讨论，从题材特点、思想主旨、写作手法、人物刻画等多方面
进行分析点评。大家认为，这部长篇小说零距离贴近现实，
是一部反映当下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全景式的长篇力作，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代表之作。与会的多位专家赞
誉本书是一部新时代的《创业史》，书中塑造的主人公白朗
个性沉稳，为人谦和，外柔内刚，勤于学习思考，勇于迎难碰
硬，彰显了当代青年的担当与风采，堪称一位高扬理想风
帆、鼓舞时代精神的英雄。作品深接地气，蕴含着强烈的现
实主义关怀，具有开拓基层工作、引导干部成长的教科书意
义。小说正面书写了乡土中国和芸芸众生，正如有评论家所
提到的，
“中国的发展，乡村是沉重的翅膀，乡村振兴关键是
人心的提升，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确实是非常艰
难，这部小说在这方面也体现出了独特的价值。”
在该书的扉页上，作者写到“谨以此书献给日夜奋斗在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第一线的各级干部与广大农民兄弟。”从江苏、安徽、海
南、贵州到四川、甘肃、新疆……作者身体力行跋涉于贫困乡村，和
驻村干部、乡村第一书记朝夕相处，一路考察走访的所见所闻，都让
忽培元在百感交集之中深思自问。最终，他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那牛
尾山上悄然涌起的朝霞的绚丽，也获得了那灌水河面上血色倒影的
恬然与平静。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那些乡村的第一书记们像
火种一般，在沉寂多年的山川大地播撒下复苏振兴的希望之火。
施战军、李一鸣、张陵、王山、李舫、王干、程绍武、李朝全、吴秉
杰、曾镇南、白烨、刘琼、李国平、黄承伟、牛玉秋、胡友笋、王春林、付
秀莹、张金尧、岳雯等与会。

长篇小说《北上》首发

以创作积极弘扬家国情怀

本报评论员

“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同样，没有千
千万万家庭幸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在 2019 年春节团
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这既是
对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重要精神力量的深刻揭示，
也是对中华儿女奋进新时代展现新作为的极大鼓舞。一个民族
能够自立于当今世界民族之林，必然有其积极价值取向、道德力
量和时代精神。优秀文艺作品所以能够给人以心灵归属感，就
在于它们敏锐发现和艺术表达时代精神，让人体会到家与国、个
人与社会、今天与过去的血肉联系和精神共鸣。
以文艺创作弘扬家国情怀，要积极表达中华民族传承至今、
□ 富于时代精神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外化中国人内心的精
神追求，书写中国人在实现个人理想与国家利益过程中的付出，
鲜明反映中华民族的倡导与坚守。无论是中国人所笃信的“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的自律行善、勤劳节制、奉献精神
和社会责任感，还是中国人历来主张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
利”，
“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无论
是中国人历来提倡的在社会活动中保持平和谦逊心态，还是推
崇的天人和谐、忠贞不渝、知音难遇等品格，都是我们的宝贵价
值坚守。要以文艺创作使这些价值追求得到尊崇与珍爱，不断
增强全民族继往开来、走向富强的文化自信。
以文艺创作弘扬家国情怀，要投身时代，深入生活，使家国
书写焕发新的时代光彩。当代家国故事的重要主题无疑是社会
的创造、进步和昂扬，是中国向现代化路途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是我们越来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改革开放
40 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
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史诗般的实践呼唤史诗般的作品，作家
艺术家只有拥有新眼光、新角度、新观念，才能把一个进步的现
代的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在新时代讲述家国故事、抒发家国
情怀，要善于抓住反映时代精神的社会生活和心灵世界变化，善于塑造反映时代
精神的新人形象，运用具有强大传播能力的新兴媒体和艺术语言，提升面向全人
类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化刻板印象为鲜活形象，化“神秘”中国为“多彩生动”中
国，更立体更细致地向世界展现中国人的追梦精神和爱家爱国爱人类胸襟。
生于斯长于斯，中国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五
千年文明血脉在我们身上流淌，灿烂辉煌的历史
文化将我们紧紧凝聚。欣逢新时代，当代作家艺
术家当开动脑筋、释放创造力，为我们共同家园
和共同梦想传神写照、奋力书写，为实现伟大梦
想提供源源不断的磅礴精神动力。

多地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春节焕发光彩
据新华社电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
的传统节日。在多地节庆活动中，传统年
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通过春节走近公
众，在不断地创新、传承、活化中丰富着人
们的文化生活。
大年初一一早，在北京一得阁艺术中
心举办的“年画重回春节”展览上，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年画项目的各
地年画纷纷亮相。小学五年级学生王添麟
和王添麒一边饶有兴趣地欣赏门神、灶王
爷年画，一边不时向父母提出各种问题。
“年画重回春节”展览的主策展人、恭王府
博物馆中华传统技艺研究与保护中心主
任孙冬宁说，中国传统年画是传统文化传
承活化的重要载体，
“年画重回春节”不只
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对传统年俗回归的
期盼，是无数中国人乡愁的载体，希望年
画能重新回归春节，让传统文化在传承活
化中焕发新生。
在江苏苏州，传统年画“刷屏”城市。
桃花坞年画是江南地区的民间木版年画，
距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随着时间推移和
生活方式变迁，年画已经逐渐淡出公众视
野，但是年画作为苏州的传统文化艺术，
一直受到保护和重视。在苏州举办的《说
“年”
品
“画”
——己亥年春节
“南桃北柳”古
版年画展》上，71 件年画作品中有 20 多
件是原苏州市文广新局局长高福民收藏
的作品。高福民说，张贴年画曾是辞旧迎
新不可缺少的习俗。要让传统文化在新春
佳节重新兴起，融入当代生活，不光要考
虑传承问题，还要多途径进行传播。
在苏州平江路、山塘街道路旁，在商
场内、地铁里和公交车上，很多地方都张
贴着桃花坞年画的绚丽海报。据了解，苏
州市政府将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并入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安排专项经
费用于桃花坞木刻年画的研究、开发，并
成立了桃花坞木刻年画研究所，开办相关
研修班等。
从年画、皮影、剪纸、刻瓷，到胶州秧
歌、茂腔……在孔孟之乡山东，
“山东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月”已于近日启动，为人们
送上文化大餐。据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一
级巡视员李国琳介绍，今年“非遗月”期间
山东全省将开展非遗展演展示活动共
685 项。
年画可以送出一座城市的温暖。淄博
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了
“年画重回春节 爱
心温暖城市”
公益活动，
将传统年画送给环
卫工人、
公交员工、
公安交警等春节坚守一
线的劳动者，
以及养老院、
孤儿院等社会福
利机构，
预计将送出 3000套年画。
“年画是我国特有的民间美术形式，
多用于新年时张贴装饰环境，含有吉祥喜
庆之意。希望借此增强年俗活动的仪式
感，提升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淄博
市文化和旅游局文化科科长裴涛说。
此外，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近日联合
张店区文化和旅游局、张店区文化馆组织
6 名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来到女
子戒毒所，现场为戒毒所 32 名智趣社成
员手把手教授剪纸、烙葫芦、布艺堆画、泥
塑、木雕、刺绣等手工技艺，让传统文化熏
陶人、感化人。
根据《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
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至次年二月初二
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月”。2016 年
至 2018 年“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期
间，全省共举办各类非遗展演展示活动
2200 多场次。
（林苗苗、袁军宝、刘巍巍）

本报讯 1 月 17 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主办的“我们的
历史写在这条河流上——徐则臣《北上》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作家
曹文轩、宁肯、石一枫与作者围绕作品的艺术手法、创作结构以及“小
说与历史”等话题展开交流。
《北上》是徐则臣潜心四年创作完成的长篇新作。小说以历史与
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
“秘史”。曹文轩提到，
《北上》的结构很特别，作者如同骑在马背上，这
匹马并非朝着一个方向，顺着一条直线一路向前，而是在一个状态里
面，不时调转马头，在多个时间段里头来回奔跑。正是这种别出心裁
的构架，让我们读出了历史的沧桑，读出了人事无常却有常的感叹以
及人世间永恒的悲欢离合。宁肯认为，
《北上》在结构和形式上做了巨
大的尝试，它建立了一种形式感、一种新的空间感，让那些没有联系
的事物变得有联系，让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此外，京杭大运
河不仅仅是一条关于历史的河流，还是一条诗歌的河流、一条文学的
河流，当文学家讲述这条河流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生命，得到那些被
历史学家所忽略和遮蔽的生命，关于瞬间的、矛盾的、不可解的东西，
小说家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恢复被历史所遮蔽的东西。石一枫认为《北
上》标志着徐则臣在创作上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这部作品对于青年作
家来说是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徐则臣总是不断尝试那种难度巨大的
题材，这一次依然如此。
谈到《北上》，徐则臣坦言对水的感情以及在运河边的生活经历
成就了他的运河之缘，
“20 年来，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
运河也一直是我小说非常重要的背景。慢慢的，它变得越立体、越全
面，忽然有一天，这条河一下子在我面前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轮廓。
对于一条日常生活中的运河、一条文化意义上的运河，对于运河的历
史和现在，我慢慢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希望能够好好写这条河，所
以才有了这部长篇小说。”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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