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王聪）近日，豫

剧电影《子夜惊梦》在2017美国百
老汇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大奖。

豫剧电影《子夜惊梦》根据方

城本土剧作家张景秀同名戏曲改

编，由国家一级编剧张芳与剧作家

张景秀联手编创，卢玉琴和著名青

年表演艺术家刘艳丽领衔主演，河

南豫剧院副院长、著名表演艺术

家、国家一级导演、国家文华大奖

得主丁建英和著名表演艺术家、梅

花奖得主方素珍友情出演。由河南

省方城县文化广电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与上海国友影视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联合摄制。

《子夜惊梦》紧扣生活，不唱高

调，情节安排更加巧妙，人物形象

突出，充分利用影视艺术，真实感

人地再现了一个女副市长在母亲、

兄嫂、爱人等亲人的帮助教育下，

在人情世事面前，从不以为然，到

内心纠结、猛然惊醒的心理过程，

最终摒弃不正当的人情观念，回归

廉洁之路，受到全市人民的拥戴，

同时也塑造了一位严格鞭策子女、

监督家人、无私无畏、可敬可爱的

母亲形象，展现了家庭助廉在预防

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更具教育意义

和感染力。

由方城县豫剧团编排的现代

豫剧 《子夜惊梦》 自 2013年 9月
首演以来，已被省纪委、省委宣

传部列为全省优秀廉政戏剧巡演

活动重点剧目，目前已在全省巡

演 近 百 场 ， 2016年 拍 成 电 影 ，
2017美国百老汇国际电影节上惊
艳亮相，一举斩获最佳音乐片大

奖，卢玉琴一举封后，夺得最佳

女主角奖。

美国百老汇国际电影节是每

年一届的艺术、文化和文学的盛

会，更是一个饮誉国际影坛的电影

节，世界电影人十分推崇。豫剧反

腐影片获此殊荣，演员同时封后，

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强大吸附力与

传统戏曲艺术的软实力。

张景秀，中国曲艺家协会会

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二

级编剧，现供职于方城县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任戏剧工作室主任，

迄今已发表、演出曲艺作品200多
（部）篇，主要戏剧作品有：《姑嫂

情》、《空房女婿》、《乡里乡亲》、《南

岭春》、《辣椒庄的喜事》、《好媳妇》

等，另有 46个小戏小品发表和演
出，获省以上奖26次。累累累3

斩获最佳音乐片大奖、最佳女主角

豫剧电影《子夜惊梦》惊艳亮相百老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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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曾碧娟

山陕会馆的木雕沧桑精美，铜

器街的深宅大院古旧幽深，新修的

城墙气势恢宏——10月10日，由南
阳大文化研究院主办的“喜迎十九

大，社旗商埠文化金秋采风调研”活

动启动，周同宾、李天岑、秦俊等作

家、文博专家、资深媒体人一行20多
人走进赊店古镇，触摸历史脉动，感

受明清商埠风情，并为社旗旅游文

化的明天献言献策。

当日上午，采风团在导游的讲

解下游览了赊店古镇，深切感受到

古镇深厚的文化之美和升级改造之

后的惊艳蝶变。

对于社旗的巨变，专家学者们

均表示“震撼”。著名作家李天岑说，

赊店古镇开发定位准确，满眼古镇

建筑、处处商埠文化。社旗建设标准

高，对古镇舍得下功夫，做得精细，

连厕所、花圃等都颇费心思。著名作

家秦俊用“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形

容，并说赊店当得起“宛东明珠”的

称号。著名作家周同宾是土生土长

的社旗人，在他宛如散文的讲述里，

古镇赊店如历史画卷，充满了古典

的韵味和历史的沧桑感。他说“ 那

一步步台阶像厚重的历史，南来北

往 的 货 物 踏 着 台 阶 把 货 物 送 上

来”，“少年时曾多少次登上古城墙

和玩伴驰骋玩耍，站在新城墙上，恍

惚回到少年时”。作家、南阳日报编

委窦跃生说，宏伟的山陕会馆是商

埠文化的标志，这么气派、富丽堂皇

的古建筑，在全国极为罕见；瓷器

街、铜器街、城墙等古香古色，厘金

局、镖局、票号等形成了特点鲜明的

文化符号。昔日的商业繁华已成为

风景，旅游开发再现万里茶道、南船

北马、千帆竞发的气象。

除了赞誉之词，大家更多的是

思考，为古镇的明天建言献策、各抒

己见。

李天岑认为，文化的根本目的

要落实到产业上。争取南有周庄、北

有平遥、中有社旗。要多亮点多精品

多内涵，原有的铁艺铜艺木版年画

都可以打造，铜火锅可以再搞起来。

周同宾建议修复关帝庙推崇诚信。

他和文化学者张兼维都提到商铺牌

匾的问题，建议请书法名家为商铺

写招牌，请散文家来取名，让古镇雅

起来，有情“有艺”有味。秦俊建议，

围绕社旗文化写历史剧，用一部好

剧推出一座名镇。文博专家曹新洲

认为，古镇仅靠修复不行，如何展示

它的文化内涵是个课题，要在大规

划中考虑进去每个古物背后的东

西，并展示其来龙去脉。作家水兵

说，一定要注意文化的顶层设计，有

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一个周庄，因陈

逸飞的画和王剑冰的《绝版的周庄》

而叫响。

社旗依托赊店古镇深厚的商业

文化底蕴，以发展文化旅游业为主

线，以创建5A级景区为目标，建成
一个以文化休闲体验旅游为主导的

商埠文化园区和特色商业区，以此

带动社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近

年来，先后对山陕会馆进行了升级

改造，恢复建设了瓷器博物馆、广盛

镖局、刘记酒馆、戴家大院、大■玉

茶馆、信义轩茶馆、厘金局、福建会

馆、姜家大院、火神庙十大景点，建

设了赊店文化广场和会馆广场，并

对 21个古民居院落实施了重点改
造，初步形成布局合理，布展完善，

文化深厚的商业诚信文化旅游景点

集群。累累累3

专家学者赊店采风——

感受古镇风情 把脉商埠文化

本报讯 （记者赵林蔚）日前，

第十四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2014—2017)表彰座谈
会在北京召开，本届“五个一工

程”评选结果同时揭晓。南阳籍

作家柳建伟担纲编剧的电影 《血

战湘江》入选“五个一工程奖”。

《血战湘江》讲述了红军长征

路上为了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

线，浴血奋战、团结抗敌的英勇

事迹，以真实的战争场面还原和

再现了革命先烈浴血奋战、誓死

保卫党中央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

坚定信念，是一部有温度、有高

度、有厚度、有筋骨的精品力作。

“五个一工程奖”评选自1992
年开始。

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共67部，除
《血战湘江》外，还包括今年暑期

档热映的《战狼2》、呈现周总理
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电视剧 《海

棠依旧》、中外合拍动画片《熊猫

和小鼹鼠》、打动众多年轻观众的

话剧《雨花台》等。

此外，在刚刚举行的第26届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血战湘

江》还获颁组委会特别奖。累累累3

南阳籍作家柳建伟编剧

《血战湘江》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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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奇 岳 立

在内乡博物馆三班院古代

赋税文化展中陈列着一枚珍贵

的石权。这枚石权是内乡县衙

博物馆在修葺县衙后花园时发

掘的，重 4.7公斤，宽 12cm，高
20cm，上端有一圆孔。

权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衡器

之一，俗称秤砣、秤锤、秤权，在

古代有铜权、铁权、陶权、瓷权、

石权之分，是悬挂秤杆之上可

以移动的，相当于今天的砝

码。顾名思义石权就是由石头

制作成的砝码。我国古代权类

的起源于何时已无从稽考了。

黄帝造作器物之说虽不免有传

说的色彩，但如果从社会发展

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权类产生

于原始社会末期应该是不成问

题的。

“权”又是古代文化的一种

象征，从现有出土和传世的各

种权来看，我国最早的权是战

国时期流传较广的秦权和楚

权，秦权是秦官府批准的标准

砝码。秦始皇为了保证国家的

赋税收入，统一度量衡，制造标

准的度量衡器，要求全国统一

施行。权的统一就是当时重要

的一项内容。

原本古代多为铜权和铁

权，古代盐商为了减少称盐次

数，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故

制作大型石权，因为铜、铁铸

造大权费用高且易被盐腐蚀而

不准，故用石头制之，也就有

了石权。

权当名词时，可以抽象理

解为某种决定性的力量，这种

力量不仅可以衡量天下，保持

公平，而且举足轻重，这就是

“权力”。石权是一种特殊环境

下的特定产物，古代有用石权

象征权力的做法，要掌握办案

的轻重，要体现权衡的公正。

为了不忘自己特权的特殊

性，县衙的官员们将石权高悬

于大堂大梁之上，一来警示自

己要按圣旨运用权力，二来告

诫 身 边 官 员 要 用 好 手 中 权

力，以提醒自己做到断案要

是非分明。

另外，石权也常悬挂于官

仓的大梁之上作为镇仓之物。

这种石权又称为石“镇”，它不

作为衡器使用，是专门用来警

示看守官仓的官员，有资料称，

受《诗经.硕鼠》启发，古代官仓
创制了一种警示仓官的象征性

石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

种老鼠形状的石权一般都悬挂

于官仓的大梁之上作为镇仓之

物。其寓意为，在国家的财物

面前，镇守官仓的官员要像

“老鼠爬秤杆——自踮自量”，

不要像硕鼠一样贪得无厌，以

“权”谋私。累累累3

古代石权与权力

本报讯 （记者曾碧娟） 近

日，市文联、市作协、南阳文学

院联合为我市三位颇具实力的青

年作家罗尔豪、王长锋、郭正伟

召开作品研讨会，二月河、廖华

歌、文华、孙晓磊、殷德杰等30
多位文艺界人士参加研讨会，为

青年作家的创作把脉问诊，各抒

己见。

著名作家二月河认为，三位

青年作家代表着南阳文学青年前

进的方向和未来。二月河说，作

家要先学历史再学文学。我们正

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多元

文化产生激烈碰撞，发生异

变，文学、文化的发展也是

必然。这都是文学创作得

天独厚的机遇和素材。青

年作家要积极抓住这个机

遇，并从经典著作中，从欧

洲文艺复兴的作品中汲取营

养。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

的时代，要坚持立足于时

代的高度，创作出有深度

的作品。作家要更深入地对

社会生活进行调研，一切单

个的人，都是作家要调研的

对象。

经济生活、政治生活、

文化生活对南阳人造成什

么影响，作家要进行深入

剖析，对南阳生活的表述

要去伪存真、由表及里、

去芜存菁。

著名作家廖华歌认为，

三位青年作家作品都很成

熟，代表了南阳青年作家小

说创作的水平。作家得有代

表作，没有代表作是悲哀

的。罗尔豪的 《野猪林》

《造房记》《潘金莲之死》，

王长锋的《叫喊》《白雾之

谜》，郭正伟的《往事》《检

查组啥时候来》都是能让人

脱口而出的作品。她评价三

位青年作家都很会讲故事，

他们的语言都很有特点，都

有悲悯、良善之心，但又各

自不同。

她说，文学作品要传递

正能量，要光明，作家笔下

的文字要给人以希望。作家

要盯向大多数人，放宽心

量，笔下要流淌光明，要有

阳光、月色、秋花、结果。

著名作家殷德杰评价罗

尔豪的作品，如 《野猪林》 平

实，是“低着头的寻觅”；王长

锋的 《叫喊》《白雾之谜》 怪

异、缥缈、梦幻、诗意，是“仰

着头的浪漫寻找”。

在他看来，对一部文学作品

最好的评价标准就是能不能打动

人，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三位作

家一定会在全国文坛打响。

戏剧家文华说，三位青年作

家的作品是根植于现实、很有力

度、具有浓郁南阳方言特色的佳

作。他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潜心躬耕，掌握了精彩高超的写

作技巧，创作风格各具特色，语

言充满诗情画意。

评论家孙晓磊说，文学作品

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党，作家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写什么、怎么写，作家要多

思考，多进行思想的交锋、交

流和碰撞，多研究古今中外的

名篇佳作。累累累3

相关链接

罗尔豪，1969年生，淅川人，
现供职于淅川县农村信用联社。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
先后在《北京文学》《莽原》 和

《长江文艺》等杂志发表中短篇

小说近70万字。主要作品：《空
中花园》《安乐死》《造房记》《野

猪林》等。

王长锋，笔名夏江，1977
年生，当过中学教师，现供职

于南召县委宣传部。2008年写
诗，2010年开始小说创作。作品
见于《黄河文学》《躬耕》等。

曾获第二届新视野文学大赛二等

奖，小说选刊第二届笔会二等

奖。

郭正伟，1967年生，现供职于
西峡县物价局。1986年开始文学
创作，先后在《牡丹》《躬耕》《中国

作家》《莽原》等报刊发表小说30
余篇共50余万字。累累累3

名家点评青年作家作品

汲取经典营养 抓住时代机遇

本报讯 （记者王鸿洋）近

日，为进一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美术人才，

市烙画厂和南阳师范学院美术与

艺术设计学院举行了校企合作签

约暨“南阳师范学院大学生实践

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校企合作是双赢模式，大学

生通过厂内非遗技艺传承人可以

直接进入到工厂，甚至大师的工

作室中，接触到民族民间手工艺

技术，弘扬了地方民族文化艺

术，拓宽了大学生实践实习课程

的渠道。累累累3

校企合作 传承非遗

人文资讯

人文现场

电影《子夜惊梦》剧照

本报记者 曾碧娟

密密匝匝的藤蔓、厚重高大的

枝干、苔藓满布的岩石，绽放的花

朵，展翅高飞的鸟儿……一幅幅色

彩绚丽、汪洋恣肆、酣畅淋漓的画作

仿佛青春的颂歌，充满了生命的律

动。10月11日上午，南阳师院美术
馆展厅里人头攒动，观展者或驻足

凝神、或拍照留存，或三三两两议论

品评，赞叹不绝于耳。

这 是《喜 迎 十 九 大 、根 系 乡

情——王根喜师生花鸟画展》在美

术馆开展一幕。展览为期七天，共

展出王根喜师生140余幅作品。开
幕仪式上，南阳师范学院还特聘王

根喜为兼职教授。

当日上午，秋雨绵绵，寒气袭

人，南阳师院美术馆却一派热闹景

象。不仅南阳书画界名家云集，乔

溪岩、邱德镜、马绍堂等纷纷莅临，

更有县区美术爱好者和师院学子冒

雨前来观展学习。

王根喜，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师从中央美院教授、中国花鸟画大

师张立辰先生，跟随首都师范大学

吉瑞森教授学习。曾多次参加国家

级绘画展览并获奖，花鸟画《家园》

入选全国第十二届美展。早年，王

根喜在圈内就有南阳“王牡丹”称

号，牡丹的雍容华贵在他笔下淋漓

尽致。从吉瑞森那里，王根喜拓宽

了花鸟画创作语言的疆界，加之先

后数次赴西双版纳写生，那里昂扬

的生命力，赋予了他新的创作生

机，在看似万般纠结繁杂的植物王

国里，逐渐完善、丰富了他独特的

线条语言。他的作品创新大胆，用

笔巧妙，汲取了前人的笔墨技巧，

自成一格，既有鲜明的传统中国画

特质，又体现出一种入古出新的现

代写意精神。

此次回家乡举办展览，也是王

根喜创作新突破的开始。他坦言今

后的创作，要植根于南阳这块灵山

秀水。 在楚汉文化交融的这块宝

地，楚长城上的青苔，孤鸟，漫无际

涯的金灿灿的柞蚕；宝天曼活化石

级别的稀有树种以及白河的水鸟都

将是他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是他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的题材，必将

激发出他无尽的创作灵感。累累累3
下图：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曾碧娟 摄

师生同献展 丹青颂家乡
——王根喜师生花鸟画展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