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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 里寻它千百度

端午节在我国已有2000多
年的历史。端午节是中国和世
界的“双料”非物质类文化遗
产，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无论是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
胥说，还是纪念孝女曹娥说、古
越民族图腾祭说、龙的节日说
等等，端午里无不闪烁着中华
文化的光芒。屈原是爱国，曹
娥是孝道，图腾是仪式，龙是中
华民族的象征……只有让端午
节散发着民族文化的芳香，让
饱含文化的端午节熠熠生辉，
才能凝聚人心，使人人皆感悟，
将端午文化演变成每个个体生
命的重要节点，从而汇聚成强
大的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

古往今来，端午节活动所
饱含的文化元素无处不在。人
们熟悉的包粽子、戴香包、挂菖
蒲、挂艾蒿、赛龙舟等即是证
明。虽然地域不同，形式和内
容也有一些差异，但都有其共
同点，那就是这些民俗活动都
饱含着中华民族农耕时代对天
文、历史、祭祀、节气、爱国、劳
动等内容的总结和敬畏。

端午节富含各种历史意义
和文化价值，仅从节气的传承

中我们就可体味到祖先的智
慧。而其中的爱国、卫生、孝道
等，更透出中华民族擅于总结，
凝聚智慧，辛勤劳作，爱好卫
生，勇敢向上的品格。就拿纪
念屈原投江来说吧，屈原在国
家利益面前的决绝就是中国人
身上所体现的家国情怀、忠义
仁爱、高洁做派、宁死不污、身
殉理想、坚贞不渝的高贵化
身。因此，只有从这些文化传
统中，才能更多地发掘出端午
节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使
我们以更加积极和务实的态度
去传承和创新，为中国梦而付
出全部精力。

如今，无论是家庭还是社
会，端午节的氛围并不浓厚，除
了商家热闹的促销吆喝外，节
日里重商业、轻文化现象严
重。有些人对传统节日中的文
化内涵似乎不够重视，更多的
是在跟商业的风，从而忽略了
本该体现民族特质的文化要
素。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
端午节视为“粽子节”。这种说
法客观地反映了当下端午节的
现状，却也一语道破了其中的
尴尬。我们需要振兴传统节

日，更需要对其饱含的文化、道
德、价值等进行发掘和传承，从
而唤起人们的文化自觉，实现
价值观上的认同，使传统节日
焕发生机和活力。因为只有文
化认同，才能使大家凝聚起来，
从而形成合力。

当然，传统文化节日，也一
定要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增添
新的时代元素，以适应当代人
的心理和行为习惯。过传统节
日，哪怕是“吃粽子”也要建立
在重温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实现自我的内在提升。在新的
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如何
深入发掘端午文化，守护端午
传统，是一个崭新而又重要的
文化命题。如何使民族文化在
多元文化的竞争中显示出足够
的市场活力，也是我们必须要
加以重视的。因此，我们一定
要发扬以端午节为代表的传统
文化和思想内涵，并在新时代
中与时俱进地将其发扬光大。
无论怎样，中华传统中的文化
内涵体现的是人们的共同情
感，它唤醒了传统节日对于一
个民族的深刻意义。

饱含文化的端午节才能凝聚人心
刘天放

眼看着石榴花开红似火，
眼看着苇叶飘香翠如玉，一年
一度的端午节，也正向我们不
疾不徐地走来。我们的鼻翼
间，也已经粽叶香。

随着社会的发展，早已使得
我们摆脱了对温饱的担忧，之后
我们对美味的追求，只是停留在

“尝新”“尝鲜”的层面。那一只
只拳头大小的粽子，已经让许多
人避之唯恐不及了。因此，发掘
包括端午节在内的传统节日的
诗意，已经迫在眉睫，而只要我
们稍加关注，也就会发现，端午，
原本就是诗意盎然的。

这样的盎然诗意，也远不
止于纪念屈原。以与时俱进的
理念看待，今天我们缅怀爱国

诗人，一个关键的因素便是激
励热爱生活的情感。这一种热
爱生活的激情，在与端午有关
的诗词中，早就俯拾皆是，只是
因为曾经的我们过于关心舌尖
上的享受，而忽视了它们，久而
久之，这样的忽视，就成了遗
忘。是时候重温这些漫溢着诗
情画意的语句了，这些诗句，让
我们在尽情享受舌尖上的美味
时，更能够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与充实。“轻汗微微透碧纨，明
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
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
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东坡居士的一曲《浣溪纱·端
午》，将古时女性们欢度端午佳
节的情景，描绘得如在眼前。

类似这样的诗句，还有许许多
多，既展示了“五月榴花妖艳
烘，绿杨带雨垂垂重”的端午美
景，也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与追求。

这一份向往与追求，正是
今天我们所说的“远方”，激励
我们向往并追求“远方”的，还
有赛龙舟、佩香囊、挂艾枝、悬
菖蒲与拴丝线等等这样的习
俗，因为形式的丰富，内涵的深
远，所以，其承载的意义，也就
超越了舌尖上的享受而直达心
底。在这样的主题活动中，我
们所感受到的，是历史底蕴，是
传统美德，是核心价值。

端午佳节，原本就是这样
充满着诗意，彰显着远方。

端午节也应有诗意与远方
范德洲

在楚秦争霸时代，屈原曾颇
受楚王器重，却招致守旧派的嫉
恨和反对，屈原被楚怀王渐渐疏
远，具有远大抱负的屈原倍感痛
心，他怀着难以抑制的忧郁悲
愤，写出了《离骚》《天问》等不朽
诗篇。当屈原在流放途中，闻悉
怀王客死和国都攻破的噩耗后，
万念俱灰之下投入了激流滚滚
的汩罗江，以身殉国。屈原的故
事可谓感人肺腑、可歌可泣，两
千多年来，人们一直怀念着这位
士大夫，他那忧国忧民、矢志献
身祖国的伟大精神，他那嫉恶如
仇、刚正不阿的高洁人格深深地
感染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
子孙，而他那坚持真理、宁死不
屈的故事也在华夏大地上广为
传颂，万世流芳。

如今，诗人屈原所处的那个
黑暗专制的封建社会早已一去
不复返，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共和国为我们每个公民公平地
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华的广阔
舞台，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历
史给予我们的这个宝贵机会，将
个人奋斗目标与社会发展的需
求结合起来，锐意进取，奋发有
为，并在实践中升华思想，增强
本领，通过自己踏踏实实的工
作、兢兢业业的努力，为社会全
面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从
而真正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理
想。

作为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
人员，我们更应有理由继承屈原
身上那种进步的思想观和价值
观，学习他那爱国爱民的伟大思
想，学习他那“明于治乱，娴于辞
令”的治国本领及其“可与日月
争光”的高贵人格。在平凡的工
作中，主动撸起袖子加油干，忠
实履行职责，不辱国家使命，同
时还要甘于淡泊，乐于奉献，爱
岗敬业，坚持崇高操守，保持良
好职业道德，为中国梦的实现不
断加油，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
位一体”的全面发展，贡献自己
全部的才智和力量。

如此，纪念屈原、缅怀屈原
才会有更深远的现实意义。

端午节畅想
虞伟林

又到端午节，这个节日无论
是为纪念屈原的爱国投江之死，
还是为伍子胥的为忠义而刎，都
是应该值得我们在今天再一次
提出来的，因为历史不能遗忘。
现在过节基本上是一种民俗活
动了，人们享受着放假、团圆、吃
粽子、赛龙舟，对于历史，已经成
为一声无力的叹息，没有任何的
回响了。

无论历史长河如何滔滔向
前，在端午节，我们依然要继承
和传递爱国精神，在每年仲夏时
分都应该被唤醒，被提醒和传
承。爱国本身就是任何一个时
代都不能更改的价值理念，都必
须坚守的民族精神，是一种民族
情怀和风骨。

我们虽然是渺小的，但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好好
上学，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对于
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而言，每个人
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添砖加瓦就是最为朴素
的爱国，而对于青少年而言，最
大的爱国就是要努力学习科学
文化知识，为将来建设国家积蓄
力量。

在端午节这个充满爱国情
怀的节日里，让我们讲讲传统、
谈谈爱国，汲取端午节爱国主义
的养分，让爱国主义精神得以穿
越历史的长空传承发展，把爱国
主义铸造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因为只
有国家好、民族好，我们自身也
才能好。

浓浓端午情，拳拳爱国心！

浓浓端午情
拳拳爱国心
毛琴芳

缕缕粽香，悠悠情怀。两千
多年前，屈原以正则为自己的
名；一百多年前，吕凤子先生以
正则为学校名。为了追根溯源，
传承和发扬正则文化，更好地展
示正则校园生活的生机与活力，
激发广大正则师生人人参与、爱
校荣校的热情，增强责任感和使
命感，学校每年都会在端午节前
一天举办“情满端阳”校庆日活
动。

今年的正则学校把 6 月 11
日至6月15日这周定为了“校庆
周”。在校庆周里，校内层面，师
生共读，唱校歌、知校史，结合

《扬帆起航》读本，开展主题教
育；家庭层面，亲子共读，学校
史、知由来，学生、家长共读《扬
帆起航》中的“目标篇、传承篇”
内容，了解正则办学历程；通过
查阅资料，了解端午的由来、习
俗等。

在校庆日当天，则开展缤纷
多彩的活动，如一年级的“齐划
龙舟”，二年级的“趣味斗蛋”，三
四年级的“学包粽子”，五年级的

“跳蚤市场”，六年级的“感恩母
校”等。校庆日活动结束，每个
学生会发到一只粽子和一枚鸡
蛋，感受端午节的传统习俗。校
庆日结束后，学校还会在三至六
年级中开展以“我们的校庆日”
为主题的征文评比活动。

像正则小学一样，端午节绝
不仅仅是放假休息一天，而是要
让传统的文化记忆融入到现代
生活，重新发掘节日所蕴含的宁
静致远精神和以民为本思想，并
将这些精神与思想运用到实际
中，让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缕缕粽香
悠悠情怀
本报特约评论员 秦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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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摇》遇上世界杯

杨幂能否保持“不失手”？
千呼万唤，由杨幂、阮经

天领衔主演的古装剧《扶摇》
终于定档了。该剧将于 6 月
18 日 22：00 登陆浙江卫视周
播剧场。值得关注的是，杨幂
的古装剧几乎从未失手，但这
次遇到了“世界杯”这个强劲
对手，《扶摇》能成为继《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之后的又一个
古装剧爆款吗？

66 集的《扶摇》改编自天
下归元的小说《扶摇皇后》，是
一部标准的“大女主剧”。故
事讲述出身底层的平凡少女
扶摇（杨幂 饰），为解救同伴
踏上五洲历险的征途，其间意
外结识了天权国太子长孙无
极（阮经天 饰），并与他相知
相爱历经磨难。

目前被认为最能“扛收
视”的新生代女演员有两位，
一个是赵丽颖，另一个就是杨
幂。从早年的《宫》《仙剑奇侠
传》《古剑奇谭》开始，杨幂主

演的电视剧几乎从未失手，近
年《亲爱的翻译官》《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谈判官》等剧尽管
播出平台不同，但每一部都是
同时段的收视冠军。尤其是
古装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更成为去年年度“爆款”。

《扶摇》的卡司阵容也是
相当过硬。除了杨幂，出道多
年的台湾演员阮经天还是首
次出演古装剧。在凭借爆款
综艺《了不起的挑战》打开大
陆市场后，阮经天在影视方面
却一直没有突破，电影《纽约
纽约》《谎言西西里》《心理罪
之城市之光》都没有为他提升
关注度，去年主演的网剧《鬼
吹灯之黄皮子坟》口碑也不尽
如人意。这次，阮经天在《扶
摇》中饰演长孙无极，重情重
义的人设十分圈粉。他与杨
幂搭档，能否像《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的赵又廷一样大放异
彩，令人十分期待。

>>>链接 还有这些大戏与世界杯抢观众
俄罗斯世界杯将于本月 14

日晚揭幕，这一赛事会持续一个
月。在这个时间段，除了古装大
剧《扶摇》外，还有一大波新剧与
世界杯展开竞争，比如《脱身》已
在东方卫视开播，《爱国者》则在
江苏卫视亮相……这些明星云集
的剧作能否在世界杯的压力下获
取不俗的热度，需要拭目以待。

《脱身》：陈坤一人分饰
两角很过瘾

这两年，因为各种偶像演员

的加入，加上剧本品质参差不

齐，谍战剧的质量一直不太稳

定，《脱身》被期待能打破这种现

状。从首播的两集看，这部剧因

为逻辑清晰、节奏紧张、演员表

演出彩受到不少观众好评。

角色的精彩是吸引陈坤 9
年之后再度回归荧屏的关键所

在，他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演

得十分过瘾。

万茜是陈坤看到剧本后第

一时间向剧组推荐的女主角人

选。她在剧中临危受命，先后展

现了惶恐、沉静等不同情绪状

态，显露出了新晋革命者的逐步

变化。后续她会与孪生兄弟频

繁互动，表演备受期待。

实际上，不同于一般谍战

剧，《脱身》并没有很明确的双面

间谍元素，也不是“板着面孔讲

一个苦大仇深的故事”，而是让

观众在“猫捉老鼠”的故事中看

到不少“萌点”，体会到大时代中

的人性和情感。

《爱国者》：节奏快情节
强

由龚朝晖执导，汪海林担任

编剧，张鲁一、佟丽娅、芦芳生等

出演的传奇抗战剧《爱国者》正

在江苏卫视热播。该剧一开篇

便上演了宋烟桥（张鲁一饰）为

解救自己的同志，自我设计“入

狱”，并帮助战友“越狱”的好戏。

《爱国者》给不少观众的第

一印象就是节奏快、情节强。地

下组织被破坏、刺杀任务失败、

小组联络人重建、乔装执行新任

务……仅是开局的前几集内容，

就交代出了足够多的背景信息

和人物关系。加上多角度的镜

头转接和快节奏的后期剪辑，地

下工作者身处暴露边缘的紧张

感让观众似乎可以隔着屏幕感

受到。有观众评论：“开场就感

受到了一种大剧品质，雨夜将紧

张气氛渲染得很棒，张鲁一拿下

帽子的那一瞬间简直帅炸了！”。

《走火》：节奏很紧张，
逻辑有欠缺

悬疑剧《走火》正在热播，紧

张的叙事节奏受到好评，但逻辑

上存在一些漏洞。该剧是以 7
年前赵鹏程（于毅饰）意外开枪

走火、间接导致其师父因公殉职

为主线，层层串联起一系列惊险

刺激的悬疑案件，并在其间抽丝

剥茧、追寻真凶的故事。

作为一部注重推理的警匪

戏，《走火》的剧情细节有待改

善，逻辑上有一些让人吐槽的地

方，剧本的专业性因此有待提

升。有人总结说：“这就是一个

全能爸爸与四个熊孩子的故

事。”不过剧中四个警察的一路

成长经历能让年轻观众有所思

考。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
整个世界》

电视剧《为了你，我愿意热

爱整个世界》已正式定档于6月
18日在爱奇艺独播。该剧由罗

晋和郑爽主演。这也是罗晋近

期在《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归

去来》之后连续播出的第三部

戏。郑爽遇到的挑战更大，除了

较长的时间跨度外，她还首度挑

战饰演妈妈，表现会合乎观众要

求吗？

新华社电 齐达内继任者终
于敲定，皇家马德里俱乐部 12日
宣布现任西班牙国家队主帅洛佩
特吉将在世界杯后出任球队主教
练。

皇马俱乐部在公告中表示，
洛佩特吉将在未来三个赛季中担
任皇马一队主教练，他将在世界
杯结束后入主“银河战舰”。

齐达内本赛季在带领皇马实
现欧冠联赛三连冠后突然离任，
新帅人选一直扑朔迷离，最终选
定洛佩特吉令人感到意外，此前
后者刚刚与西班牙国家队续约两
年。据西班牙媒体透露，来自皇
马的邀请使正在带队征战世界杯
的洛佩特吉改变了主意，决定在
世界杯后改换门庭。

今年 51 岁的洛佩特吉在球
员时代出身于皇马青训，曾在一
线队效力，后来又一度转投皇马
死敌巴塞罗那。在俱乐部教练层
面，洛佩特吉曾执教过葡超波尔
图队，本次入主皇马将是他首次
执教西甲球队。

齐达内继任者敲定
西班牙国家队主帅洛佩特吉
世界杯后入主皇马

新华社北京 6月 13日电 中
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 13日
公布了2018~2019赛季中国男子
篮球职业联赛（简称“CBA 联
赛”）常规赛的分组，本赛季常规
赛增加到46轮。

根据《2017~2022 赛季 CBA
联赛竞赛方案》所设定，20 家
CBA俱乐部将根据他们在2017~
2018 赛季的最终排名，在 2018~
2019 赛季蛇形排列分成四个小
组，每组 5支球队。具体的分组
情况为：

第一组：辽宁、深圳、广州、

青岛、吉林

第二组：广厦、北京、上海、

南京、天津

第三组：广东、新疆、浙江、

山西、四川

第四组：山东、江苏、北控、

福建、八一

依照相关竞赛方案，2018~
2019赛季CBA联赛常规赛共进
行 46 轮，其中，同组 5 支球队将
进行主客场四循环较量，不同组
之间的球队进行主客场双循环
较量，常规赛最终排名靠前的12
支球队将晋级季后赛。

新赛季CBA联赛
常规赛增加至46轮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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