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文化绽芳华

2017年年初，国家下发《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

关注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并要求实施

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让传统节日更具

文化内涵。从诗词大会、汉字听写大会，到

成语大会等综艺节目的火爆，以及语文教

材中古诗文篇幅加大等，都在一定程度上

展现当代国人强烈呼唤传统文化回归、传

承经典、筑牢文化自信的时代声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传下去。

在南阳，从2017年秋季开始，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被中小学校作为必修课列入

课程计划，小学各年级每学年不少于12课
时，中学各年级每学年不少于14课时。更
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诗教传统之于当下

的现实意义。很多中小学会定期组织活

动，学生们都会在老师的指挥下，富有韵

律地吟诵着唐诗宋词，并邀请部分学生家

长参与，与老师和学生们一起互动交流。

重视中华传统节日的仪式感、文化感。在春

节、清明、端午、七夕，在中秋、重阳等传统节

日，通过各种主题活动，让南阳人在潜移默

化中喜爱和传承优秀文化。加强对非遗文

化的发掘和保护传承。南阳三弦书、内乡宛

梆、镇平玉雕、方城石猴、桐柏皮影……这些

代表着南阳记忆的非遗项目，通过形式多样

的非遗展览展演活动、文化体验活动，更好

融入居民生活之中，让传统文化更具时代感、

吸引力。 （本报记者 赵林蔚）

文化惠民乐陶陶

去年，我市大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公

共文化服务日益健全，社会文化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唱响白河”、“中原大舞台”活动

成为响亮的文化品牌。

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彰显了南

阳本土文化特色，又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

活，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内涵。

同时，农村电影公益放映、舞台艺术送

农民、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活动等文化惠民

工程陆续展开。“中原文化大舞台”活动自

2015年启动以来，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青蛇传》、《骨肉恩仇》、《倒霉大叔的婚

事》、《穆桂英挂帅》等精彩剧目在我市各大

剧院陆续上演。这些剧目集观赏性、艺术

性为一体，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众

多优秀剧团演出的精彩剧目让戏剧爱好者

在家门口就能品享文化大餐。

我市各文化单位也纷纷以文化演出的

形式，宣传国家精准扶贫等好政策。

（本报记者 王鸿洋）

新老作家齐发力

南阳作家2017年笔耕不辍，新老作家
齐发力。

70多岁的二月河不仅在本报白河副刊
推出专栏《二月河说》，在全国各大报刊发力

频频，他还与多家出版社有约，打算整理出

版多部文集；去年5月，柳亚刀话剧作品受邀
柏林中国文化节；八一期间，央视推出九集

大型文献纪录片《从胜利走向胜利》，由总撰

稿柳建伟携两位南阳军旅作家裴指海、黄维

真在内的八位撰稿人共同打造；去年9月，著
名诗人汗漫新作《一卷星辰》首获孙犁文学

奖；去年11月，水兵获得第五届人文地理散
文大赛一等奖。曹洪波、封延通、姬清涛获

首届奔流文学奖，王鹏和金小贝入选“河南

青年作家30强”。文华、宋跃军、李远、党万树、
武占文等数十位作家、诗人在中州古籍出版社

推出新作。作家祖克慰加入中国作协，并出版

新作《观鸟笔记》。 (本报记者 曾碧娟）

书画并进共繁华

2017年的南阳书画界可谓风生水起，
异常活跃。

展览不断：去年春天，多宝堂导师书画

作品展，多位青年中书协会员给市民送上

高品质大餐。随后，刘奇、邱德镜、王根喜、

乔溪岩等南阳新老名家先后推出个人展及

师生展，让南阳书画爱好者大饱眼福。

青年书画家成绩喜人：省书协换届，张

青山、王学峰、史焕全、李维四人分别当选

篆、隶、楷、教育四个委员会副主任；王学

峰当选为省青年书协副主席。 张青山受

邀参展中国当代篆书优秀作品展、兰亭十

家书法作品邀请展等多个全国大展，并任

全国书法大赛评委；王卓一周在两个全国

性商业大展中拔得头筹；秦朋入展全国第

四届隶书作品展、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李克谦入展全国第二届行书作品展；全国

兰亭奖获奖书法家精品邀请展，史焕全、张

青山受邀入展。 (本报记者 曾碧娟）

曲艺之乡显实力

2017年，我市戏曲行业创新不断，收获

颇丰。豫剧电影《子夜惊梦》在美国百老

汇国际电影节上斩获最佳音乐片大奖，参

加“小康中国，富美乡村”全国优秀电影

展，入选全省廉政戏剧进行巡展。由著名

剧作家陈涌泉和我市编剧创作的大型现

代曲剧《丹水颂》被河南省委宣传部确定

为“中原人文精神精品工程”，并获河南文

化演出奖。

根据市扶贫先进人物及事迹创作曲艺

类作品多个，其中《黄栌坡》、《春风送暖》两

部剧已登上舞台。我市豫剧团的《好好过

日子》进行了全市廉政巡展。成功地举办

了“南阳市府衙杯”河南省第十届红梅奖大

赛，其间我市张明云等8名选手获大赛演

唱、器乐组金银奖。 （本报记者 王聪）

艺术回归生机浓

2017年是南阳籍书画艺术家加速回归
的一年。张继山、王根喜、刘少阳、贾先志

等国家级书画、雕塑艺术家满怀热情回到

家乡，用各种形式反哺桑梓，用自己的高

度和视野，为南阳带来了日渐浓烈的艺术

氛围，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也敞开怀抱迎

接他们的回归。六上央视的南阳画家村

再次登上《人民日报》，南阳溧河物流园

的艺术氛围引起了社会广泛重视，回归热

潮引发了政府的深度思考和研讨，激发了

企业的积极行动。溧河物流园已拿出方

案，升级改造成创新艺术街区，南阳项遇

记餐饮、南阳林溪堂、南阳溢美教育等企

业或拿出资金与画家们结合起来进行文

化扶贫，或整合资源开展艺术教育。“何

用别寻方外去，人间亦自有丹丘。”乘着

十九大的东风，南阳将抓住这个千载难逢

的文化回归热机遇，奋发图强，走出一条

自己的文化创新之路。

（本报记者 汤溯）

书香引领新风尚

近年来，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学习之风，

着力推动全民阅读，为建设书香中国指明

了前进方向。南阳日报顺时应势，紧跟时

代潮流和文明进程，为引领全民阅读，在

2011年5月适时开辟《书香南阳》专版，多
角度、高品位、系统性地倡导和打造书香南

阳，为南阳人文环境的营造，增添以文“化”

人的舆论氛围。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到 2017年 10
月，《书香南阳》已整整出版到300期，为纪
念这一重要时刻，南阳日报组织部分知名

作家、媒体专家、文化学者及热心读者，共

同回眸书香专版创办发展历程，一起描绘

书香南阳美好愿景。《书香南阳》版面具有

品位高、设置新颖、不断创新、很接地气的

特质，它在引领全民阅读、打造书香南阳、

宣传核心价值观、体现主流社会意识形

态、涵养艺术理念、表达社情民意等方面，

既昭示出政治家办报的远见性、又富有文

艺家办报的艺术范、更增强面向社会大众

的可读性。大家普遍认为：《书香南阳》办

出了特色，办出了影响，办出了口碑，办出

了品牌。

（本报记者 董志国）

寻常百姓重风雅

2017，琴棋书画等已经不再是业界
专属，南阳普通大众的生活情趣也越来

越高雅。

除了加强对孩子的艺术教育，成年人

更加注重自身的艺术素养，和往年相比，

2017年各类国学、书画、音乐培训班等，成
人班比例明显增大。手机功能的强大，让

普通人对文学艺术乐在其中：更多的南阳

人推出自己的美篇、公众号等，发布自己制

作的文学作品、朗诵作品、演唱作品、书画

作品等，在朋友圈的认可中，取得成就感和

进步。独乐不如众乐，随之而来民间雅集

也活跃起来，小则七八个，多则数十个上百

个的艺术同好者建立有自己的群，定期举

办雅集，从茶艺展示、古琴演奏到诗歌朗

诵、话剧表演，门类众多。去年7月2日，由
本报发起的关于脑瘫诗人余秀华的纪录篇

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南阳点映活动，见证

了南阳人的艺术情怀和品位。

(本报记者 曾碧娟）

文化养老有点“潮”

我市是文化大市，在文化领域，老年人

参与的项目占了很大的比重，“文化养老”

在我市如今开展得有声有色，让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在文化活动中找到了快乐。

2017年，市老干部大学老年书画班、冯
友兰书画院、市女子书画院和铁路书画院

这种老年书画爱好者居多的书画院积极开

展各项书画创作活动。2017年10月16日，
市老干部大学迎来建校30周年庆祝活动。
30年来,市老干部大学为促进全市老年教
育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南阳日报》文化周刊自2011年5月6
日首刊发行以来，深受广大老年读者朋友

喜欢，老年读者的热心投稿，涉及诗歌、

散文、照片、新闻稿、书画作品等诸多方

面。文化周刊还推出“夕阳神韵”人物

专栏，对我市70岁以上，于文化艺术方
面有所长，并依旧孜孜不倦，即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和老有所成的老人分期进

行报道。两年来，数十位老人在该栏目

向读者展示了他们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

他们是生活的智者，让我们心生敬意的不

仅仅因其生命的长度，更因其生命的厚度

和宽度。累累累3
（本报记者 王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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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曾碧娟)你出房
子，我帮你凹造型！这个冬天，想

要有个不一样的家吗？联系我们

吧，本报携手碧水蓝天装饰为市民

打造样板房，最省、最环保的基础

上，实力团队免费设计，满足你任

性的审美！

据统计，南阳 1700多家装修
施工游击队，只有百来家有资

质，而且良莠不齐，导致装修质

量隐患例如水、电、气等隐蔽工

程爆发在第二至三年。福建装修

技术在全国家喻户晓、首屈一

指，福建碧水蓝天作为福州十强

装修企业，严把工艺关， 达到国

标甲醛含量 0.08毫克/立方米管控
下的 0.01毫克/立方米的保障，把
甲醛对人体的危害降到最低。生

命脆弱，守护健康生活是碧水蓝

天的郑重承诺。

碧水蓝天对艺术精益求精，追

求个性空间与科学家居的完美统

一，拒绝“土豪”的堆砌，“土鳖”的

媚俗。

新年伊始，福建碧水蓝天装饰

携手建设银行进驻南阳，12套样板
间提供零利率装修贷款，让您不花

口袋钱。公益助力，媒体监督，征集

12套样板房：欧式、中式、简约式、家
庭影院、健身房、收藏馆、复式、洋

房、私墅、宾馆、酒店等，拨打报名电

话 63167177/63167277吧，给你不
一样的惊喜。累累累3

装修不花口袋钱 免费设计等你来
本报携手商家，帮市民打造12套样板房

本报讯 （记者窦跃生） 日前，

中国小说学会2017年度小说排行榜
揭晓，25部作品上榜。刘庆的《唇
典》荣登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南

阳籍作家赵红都的《英式下午茶》

入选短篇小说排行榜。他是本次入

选排行榜唯一的河南作家。

专家认为，河南本土作家赵红

都的短篇小说《英式下午茶》是由

一个名叫子陌的中年知识分子讲

述他去北京看望表侄的感慨组成

的。讲述的地点是在高铁，听他

讲述的对象自始至终没露面；叙

述方式别开生面；令人极其容易

联想到西方的《十日谈》、东方的

《一千零一夜》、中国小说的“评

书”传统，然而小说敬畏传统、

锐于改新，含英咀华叙事智慧，

的确令人过目难忘。进而言之，

《英式下午茶》看似一场漫无边际

的闲聊，其实却透析的是历史与

人性层层淤积的隐情或幽暗。所

以它不乏“日常化”叙事吉光片

羽般的沧桑感悟，但未曾流于琐

碎、刻奇化；它更是勇于担当，

富于写实地刻画世俗百态，笔力

遒劲；个体成长的心灵与社会变

迁的进程为此才能在小说中得以

稳健的全息曝光。它不啻于一次

“中国好故事”优异的践行，更使

得过去的一年(2017)中国短篇小说
创作风华标劲，情韵绵长。累累累3

南阳籍作家赵红都作品

《英式下午茶》入选2017年度
中国小说排行榜

编者按

2017年，文化盛宴精彩纷呈。牵动人心的文化热点不断涌现，令我们引以为豪，也为之振
奋。在全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南阳，中小学生

诵读国学经典，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全民精神家园；文化惠民工程贴心又暖心，浸润百姓生活；南阳

作家群讲好时代故事，展现南阳精神；好戏好剧粉墨登场，艺术经典薪火相传……

守文化之重，创时代之新。回眸过去一年的文化发展历程，我们遴选出年度文化热点，与读者

共同采撷文化记忆的珠贝，感受文化发展扑面而来的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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