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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是著名文艺评论家钟艺兵

的艺术文集，上编收录了他参与编写的

《红珊瑚》《姑嫂渡》等4个剧本、相声作

品，下编则为作者对文学、戏剧、电视

剧、小品曲艺等的精彩评论。钟艺兵

说，这些文字如汪洋大海中的小珊瑚

虫，本是微不足道的，但无数珊瑚虫遗

骸的积累，就有可能形成美丽岛屿。

文化赋予春节更多意义
□魏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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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 24日电（记者 崔清新）
“你看那个娃娃多可爱，娃娃告诉我们要爱劳

动，还要当好人、做好事。”安徽铜陵市民汪先生

带着孩子等公交车时，总会说说路边公益广告

上的小故事……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街心

公园、文化广场，人们会看到一幅幅趣味十足的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公益广告。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价值是行为的标准。

党的十八大以来，精神文明建设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在全社会弘

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在亿万人民群众中凝聚

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国梦”构建起亿万人民的精神坐标

道路决定命运，梦想引领现实。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系统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

下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了历史方位，

指明了前进目标。

——理论武装卓有成效。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面向全社

会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

育，各地各部门党委中心组和党员领导干部带

头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城乡基层开展形式

多样、面对面的宣讲报告，“中国梦”、“三个自

信”、“四个全面”等热词，迅速响彻大江南北。

在各地书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都摆在了进门最显

眼处，销量分别突破了 1700 万、1500 万册。《改

革热点面对面》《法治热点面对面》等一批理论

读物，越来越通俗化、大众化。

——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在哈尔滨，“24

字”成了孩子们哼唱的五言歌诀；在包头、南京，

“24字”走进手机游戏、成为顺口溜；在义乌小商品市场，“24

字”被印在桌布、手袋、水杯、雨伞上，走进人们生活，让大家

“天天见”。河北正定县隆疃村，志愿者们创作绘制了 23块

宣传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墙。村民戎振波说：“看得多了，时间

长了，墙上的内容就渐渐地记到心里了。”

2014 年，中央和地方的主要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

手机平台、楼宇电视、公交电视等各级各类媒体广泛刊播公

益广告。几乎所有城市的商贸中心、公园广场、建筑围挡、车

站机场等场所都在发布“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优秀传统文化广为弘扬。平遥中国年、汨罗龙舟

赛、宁波慈孝节……“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弘扬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热在城乡基层、热在群众心中。

浙江省的“我们的家训——浙江百姓重家风”活动，福建

的“厅堂悬挂家训，培育文明家风”活动，上海的“好家风好家

训”评选活动等，是近年来基层开展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好办法。在上海奉贤的杨王村，全村家家写家训、以

家风带民风，村民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家写了家训吗？”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吕剧，今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现

场表演的吕剧，吕剧院送戏下乡，这是我们村民的福气。”山

东莒南县吉隆花园社区 63岁的居民陈秀娥说。正是“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这项主题教育活动，把精神食粮

送到基层、送给群众。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向国旗敬礼”、“童心向党

歌咏比赛”、“网上祭英烈”、“争做美德少年”、“日行一善”、

“认星争优”，主题班会、运动会、艺术节、读书读报、道德讲堂

等活动，让更多青少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中央文明办、财政部、教育部共同组织实施了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共下拨专项资金35亿元，推动建成25000多所

少年宫，2000多万农村孩子从中受益。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在江苏南京的夫子

庙，这几年都要举行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开笔破蒙礼”。孩

子们从小就开始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时代榜样激发出强劲道德力量

神州大地向来都是英雄辈出的热土、凡人善举的摇篮。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年元旦贺词中说，“我要为我们伟大

的人民点赞”。“点赞”的背后，是行进中国迸

发出的道德光芒。

——凡人善举层出不穷。中宣部、中央文

明办等部门评选全国道德模范，持续发布“时代

楷模”、“最美人物”、“中国好人”。“航天英雄”罗

阳、“永远的战士”朱彦夫、“为民县长”柴生芳、

“青年工人发明家”李超、“七旬农夫”赵亚夫、

“老阿姨”龚全珍，以及更多的“最美妈妈”、“最

美司机”、“最美教师”，温暖了身边人、感动着全

社会。

2014 年，中央文明办“我推荐、我评议身边

好人”活动，共接到群众推荐的好人好事5万余

件。

——实践活动遍地开花。从“山东四德榜”

到“安徽好人馆”，从“北京榜样”、“善行河北”到

重庆“好人在身边微访谈”，各地普遍开展的道

德教育实践活动，受到群众追捧，融入了百姓生

活。

安徽好人、江苏好人、广东好人，杭州最美、

沧州好人、好人青县、好人沛县……“好人现象”

的群体性呈现，给了个别领域的道德滑坡现象

以当头棒喝。

郑州“全城吃面”，乌鲁木齐“全城买鹅”，银

川“全城找耳蜗”，在公益面前“全民都是英

雄”……越来越多的城市把“好人之城”作为建

设目标，向善不只是个人的追求，正逐渐成为城

市追求的品格。

在山东德州市武城县的升平广场，48 块展

板图文并茂地展示着128位身边好人的事迹，最

后一块留着空白，写着“下一个榜样就是你”。

——网络宣传助推良好风尚。随着网络融

入人们的生活，一件件身边的“最美”在网络上

绽放出绚丽的花朵。2014 年，中国文明网开设

了《好人 365》专栏，每天讲述一位中国好人的感人故事；之

后，又联合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组成

“五网联盟”共推《好人365》、共讲中国好人的精彩故事。短

短半年，新浪微博话题阅读量就超过了2.6亿，百度相关搜索

超过600万条，网民转发、留言超过270万条……

“当代雷锋”郭明义的微博，粉丝已经超过 2182万。南

京 77岁的退休教师崔秀清玩起了微博，而她和邻居上微博

不为别的，只为关注“中国好人”微博群。

“来，你们坐前排，我们站后面。”2013年 9月，在与全国

道德模范合影时，湖北省委的主要领导将道德模范们专门请

到前排就座，自己则主动站到了后排。一个细小的举动，代

表了社会对道德模范的尊崇和礼赞。

志愿服务打造国家美丽名片

与此同时，遍布城乡、轰轰烈烈开展的志愿服务，将学雷

锋做好事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种生活的习惯和常态。

佛山义工团创始人邵启林，是这座城市最早参与志愿

服务的一分子，对志愿服务变化感慨良多。他说：“最初的

时候，佛山仅有注册志愿者65人，但近几年激增到60多万

人，接近全市人口的 10%。”在宁波江北区，“白沙义工俱

乐部”从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 1000 多人，还出现

了“宋师傅家政维修队”、“徐启照法律咨询队”等明星服

务队。

世博会上的“小白菜”、青奥会上的“小青柠”，给中国乃

至世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如今，邻里守望、交通引导、

关爱空巢老人、关爱农民工、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不

再只是大型活动的“偶遇”，而是深入生活的日常平常经常，

惠及人们的衣食住行。

为了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发展，中央文明委发出《关于推

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紧紧抓住制度化这个关键，不断

探索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2013 年底，中国志愿服务联合

会宣告成立，成为推动志愿服务工作的“国家队”。

任何一个伟大事业的背后，必然有着一种无形力量的支

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如此。坚持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为中华

民族的圆梦之路焕发出越来越强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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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人心中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不管身在何处，

平日里多么忙碌，人们也总要在这时候与家人团聚，过一个红

红火火的中国年。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2015 羊年春节如期

而至，大江南北到处都是年味儿。和往年一样，大部分中国人

不辞辛苦赶回家中，遵从当地民俗和老辈人的讲究，过一个温

馨的羊年春节。与此同时，羊年春节在浓浓年味儿里也平添了

更多文化气息，电影院、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成为一家老小

享受假期的好地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生

活。增加春节庆典、礼仪的文化内涵，让人们在放松的心态中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成为当代中国人的集体诉求，也是近

些年来人们过年的重要主题。让春节既保持中国传统习俗，又

符合当代社会发展，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国年，是全体中国人

共同的期盼和心愿。

“摇一摇”的春晚和热闹的贺岁档

无论遭遇多少议论，过年看春晚依然是大部分家庭的重要

节目之一。大年三十晚，中央电视台羊年春节联欢晚会传递

“家和万事兴、共筑中国梦”的美好祝福，全国有 189个电视频

道同步转播，电视直播收视率达 28.37%，电视观众规模达 6.9

亿人，人均收视时长为155.5分钟，春晚甫一播出即在网络引

发热议，春晚作为新年俗已融入人们的生活。除央视春晚

外，北京、上海、江苏、湖南、天津等地卫视也推出了春

晚，凭借鲜明的特色、新颖的节目形式和“敢为天下先”的

创意，获得了众多好评。电视春晚的另一关键词便是“互

动”，摇红包成为一家老小齐上阵的新游戏，也成为春晚吸引

观众参与的新招式。以央视春晚为例，当晚“摇一摇”互动

总量达 110亿次，人们抢的不单单是红包，更是新一年的好

彩头和好运气。

春节期间，走进影院看电影受到许多人青睐。被称为“史

上最挤”的羊年贺岁档，初一至初六全国累计票房已达17.5亿，

其中《天将雄师》《澳门风云2》《钟馗伏魔》《狼图腾》《爸爸去哪

儿2》等5部电影票房过亿。电影市场的红火开年也与新的售

票方式有关，据统计，去年以来，在线电影售票市场迎来一拨又

一拨“补贴潮”，电商与片方为在线购票投入补贴，以往几十元

一张的电影票，只需要不到10元就可在移动终端买到，便宜的

价格也成为观众走进电影院的重要原因。

走出家门赏民俗，博物馆里长见识

新春庙会历来是许多地方年俗活动的“重头戏”。以北京

为例，春节期间北京十几处庙会同时开门迎客，各大庙会以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核，呈现了延续几百年的传统庙会文化。

2月18日，第30届地坛春节文化庙会开幕，仅2月23日一天游

客人数就达 16.3 万人。戏曲、曲艺、花会、天桥绝活等精彩纷

呈，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民俗在庙会上逐一展现，它们曾是人们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被忽视和淡

忘，农历春节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温传统文化、梳理文化脉络

的良好契机。

趁假期有时间，带上家人到博物馆过年也是不错的选择。

春节期间，全国多家博物馆结合传统节日特色，推出了展览和

系列文化活动。国家博物馆的“迎乙未羊年楹联书法展”，既是

书画家们的新春雅集，也是他们奉献给百姓的新年礼物。首都

博物馆推出的“博物馆里过大年——大美吉羊”传统年俗展览

项目，通过 86 件套馆藏文物展示关于“羊”的历史、文化与艺

术。鲁迅博物馆举行“看年画过大年”亲子文化体验活动，孩子

们在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和志愿者的指导下赏年画、拓年画、写

福字、画脸谱，体验文化先贤童年的快乐。在陕西，相比 2014

年春节，陕西历史博物馆游客增长约43%，仅大年初一游客就

多达 6000人。山东博物馆策划组织了孔子学堂、品民俗写春

联、拓年画送祝福、舞龙舞狮、猜灯谜等文化活动，为百姓节日

增添更多乐趣。在东北，黑龙江省博物馆组织“黑土地上迎新

春，博物馆里过大年”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中华传统民俗展、羊

年春节民俗展吸引了众多观众。在博物馆里，各种不为人熟悉

的民俗和“非遗”项目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人们越来越意识

到，春节不仅仅是休闲娱乐的七天，更应该是有文化、有内涵、

有意义的七天。

送戏下乡，惠民演出赢得百姓掌声

走进剧院看演出也为这个春节增色不少。春节期间北京

市共推出127台、375场专业院团文艺演出供市民选择观看，其

中戏曲舞台推出63台、85场各类传统戏曲，内容涵盖京剧以及

评剧、昆曲、河北梆子等地方戏曲；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木

偶剧院等上演115场亲子剧；来自俄罗斯、古巴、澳大利亚等国

的多个国际院团，也带来了具有国际水平的文艺演出。在内蒙

古，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提供了更多惠民演出方式，“2015 春

节演出季”通过免费赠票将观众“请进来”，让市民有机会走进

剧场欣赏高雅艺术，此次演出主要以歌舞、民乐、青年合唱、交

响乐、二人台艺术、话剧艺术、京剧和杂技为主，是内蒙古民族

艺术剧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惠民演出。广州大剧院推

出了 2015 年春节系列活动——《水墨与丝竹的对话》实验剧

场，糅合国乐、绘画、舞蹈三大艺术表现方式的特别呈现，让观

众有机会进一步了解民乐、享受民乐魅力，在中国传统节庆中

陶冶情操，收获愉悦。

那些没有走进剧院的老百姓，同样也可以在自家门口欣赏

一出出“大戏”，“送戏下乡”、“还戏于民”让百姓不出家门就能

看大戏、听小曲。为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

天津评剧院春节期间送戏下乡，演员们走进宝坻、宁河、塘沽、

汉沽、静海、津南等地举办“优秀剧目演出周”，由国家一级、二

级演员精心加工整理的优秀经典剧目《花为媒》《杨三姐告状》

《李三娘》《桃花庵》等悉数登场。在河南汝州，2015年送戏下

乡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观众，春节前河南省还组织了多场文

化下基层活动，让老百姓近距离欣赏艺术家表演，感受文化魅

力。江苏宿迁结合全民阅读活动，以“阅读悦美丽，阅读悦青

春”为主题开展送戏下乡活动，淮海戏、泗州戏、苏北琴书、美文

诵读、小品、歌舞等深入乡镇村居、企业社区，受到广大群众欢

迎，各种艺术表演在老百姓的鼓掌叫好中愈发生机勃勃、光彩

照人。

热闹的年俗和浓浓的年味儿，让人们收获了踏实、温暖和

幸福，也获得了新一年启程的动力和能量。这是中国人浓郁真

切的亲情、友情、爱情的力量，也是传统文化绵延至今发散出的

厚重深沉的魅力。“回家过年”蕴含着浓得化不开的乡情和乡

愁；遵循“老例儿”洒扫迎新、走亲访友，透出了人们对传统的尊

敬与看重。在年复一年辞旧迎新的轮回里，人们为中国年源源

不断增添着新的内涵和活力，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到新

的平衡。

在传统与现代间寻找“年味”
□本报记者 李晓晨

如今，年味寡淡几乎是不争的事

实，春节是往昔岁月亲情温暖的一种

道具，一种符号，一个载体，它本身包

含的年俗文化元素可以滋养人们的心

灵，使人们在怀旧中体味到审美价值，

体味到人生意义。如果真的任由“年

味”一味寡淡，我们还能给子孙们留下

什么样的文化习俗和怀旧内容呢？我

们没有理由冷落和怠慢自己的春节传

统习俗，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就

是用传统文化充实年味，也是保存春

节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方式。

关于春节的古老年俗，讲究很多，

从最早的春节、最早的除夕、最早的春

联、最早的年画等等就可见一斑。如

今，春节被异化、物质化的东西多了，

文化性的东西少了。对于青少年而言，

如果没有一定的春节传统文化的熏陶

和了解，那么春节文化习俗随时间消

失只是迟早的事情，并非杞人忧天的

危言耸听。

春节需要经营，需要打造，需要民

俗活动，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需要政

府和民间的投入、引导，需要与精神力

量结合，需要赋予新鲜的内容。所谓年

味其实就是文化味。所以年味既是一

种文化，也是一种乐趣，需要每个人自

己营造。从官方层面说，就是要继续传

承、弘扬春节文化，增加春节的文化底

蕴和内涵，运用多种形式，多举办春节

年俗的表演、展览和教育，进行行之有

效的春节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针对

青少年的春节年俗教育；从民间和个

体层面说，就是要恢复春节这一全民

参与性节日的本来面目，改变一台春

晚一除夕、一个短信就拜年和一次旅

游就过年的做法，人人真正用心参与

到节日中去。

社会在发展，文明在延伸，礼仪在

进步，革新年的内涵和外延乃至形式

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我们期盼

过一个有文化的年，有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公益电影、农民舞蹈大赛，摄

影作品展、戏曲表演、舞狮表演、花鼓

戏展演、踩高跷、彩灯展、泥塑作品展、

灯谜晚会、唢呐表演、民间杂耍表演、

迎新春书画展等，这些活动不仅为老

百姓送去了“精神利市”，更为市民创

造了节日的精神福祉，这样的年因为

多了些文化味而更具有人伦精神的淡

雅之美。

正如冯骥才所说，年味变淡，是因

为没找到新的过年载体。我们的年被

“稀释”了。但只要重视和用心，不少过

年的“新花样”可以被创造出来。比如

天津剪纸年画火爆，主要原因是符合

现代人需求，“聚宝盆”剪得很小，往衣

柜上一贴，就有年意了，还有拇指盖儿

大的福字，往电脑上一贴，心里就有了

安慰，年味也有了。年味，其实就是文

化味。

春节是古老文化，不是文物，它是

有生命力的人性化活动。从这个角度

上讲，春节也应该被赋予更丰富的文

化意义。重拾中国年味，需要保持传

统，需要修旧如旧，更需要老瓶装新

酒，去粗取精，兼容并蓄，保留内核，与

时俱进。

年年岁岁花相似，今年年风大不

同，别样的文化过年方式，换来了别样

的年味，少了过度的热闹，但是却带来

了新的文化年俗和风尚。文化过大年，

文明过年，过文明年，过文化年，让年多

些有滋有味的清新之风，这不仅是新年

俗的需要，更是文明社会的需要和福

祉。让年体现时代文明精神薪火相传，

比一味维护过年的某些陋习更符合过

年的社会文明进步意义。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羊年新春慰侨访演日前在英国伦敦演出，今年春节期间，国务院侨办派出7支艺术团组分赴北
美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东南亚等华侨华人聚居的18个国家及港澳地区进行慰侨巡演。

图为演员表演达斡尔族舞蹈《打歌打舞》 新华社记者 夏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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