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戎海

4 月 20 日，中国梦·海南美—海南
省当代中国书画名家作品展在山东菏
泽市博物馆开幕。 省文联作协党组书
记、 省文联主席张萍带领 10 多名海南
画家代表出席开幕式，共同见证海南文
化走出去的又一坚实步伐。

展览承办方之一、菏泽文博书画院
院长司保全告诉记者，近两年来，他和
海南的画家有过多次接触，感觉到海南
的国画家们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具有独
特的艺术风格和韵味，而且海南画家踏
实严谨的作风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菏泽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王永江说，我
们的展览开幕式还没结束，就有好几个
人发短信过来，称赞这次展览的水平很
高。 菏泽市政府副市长黄秀玲兴奋的
说，看了展览更增加对海南的向往。

海南水墨登陆“牡丹之都”

这次在菏泽展出的我省国画作品题
材丰富，风格多样。 既有椰风海韵、热带
雨林，也有黎苗风情、大海渔村，全面展
示了海南的优美风光和风土人情。 参展
画家包括了吴东民、曾祥熙、邓子芳、陈
茂叶、阮江华、赵日雷、齐英石等我省近
30 名全国美协理事、会员，是近年来我
省美术作品“走出去”规模较大的一次。

省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阮江华告诉
记者，菏泽是传统的“书画之乡”，市民
对书画的喜爱和收藏热情都很高。 记者
在现场看到， 近百名菏泽市民和书画爱
好者在开幕式结束后参观了展览， 海南
画家充满浓郁地域特色的作品引起了大
家的好奇和关注。 而且作品中所展示出
的海南自然景观也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
趣，不少观众都表示，看了展览后，让他
们产生了想去海南旅游的冲动。

司保全对记者说，本次画展是“牡
丹杯”举办以来，规模和水平都相对较
大和较高的一次，这归功于海南省文联
和省美协的高度重视和精心组织。他希
望能以此为契机，加大和海南美术界的
交流，并以菏泽为突破口，把海南美术
作品，推广到山东全省。

“走出去”收获文化自信

这次海南画家在菏泽的集体亮相，
是省文联开展 “中国梦” 主题文艺创
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所取得的
重要成果。 张萍告诉记者，比走出去更
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画展，增加了海南
画家的信心和海南文化的自信，这将激
励我省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
的文艺作品， 在全国的文艺版图中，占
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画展开幕以来，不仅市民踊跃参观，
菏泽的各大新闻媒体也相继做了专题报
道，在当地掀起一股“海南风”。 张萍说，
近年来许多国内知名画家来到海南办展
览，如今年春节刚过，我们就举办了“何
家英画展”， 在全省产生很大的反响，对
提升海南的国画艺术水平有着非常重要
的影响。 这次菏泽之行，又将极大地增强

我省画家的自信心和创作热情。 目前，省
文联、省美协正在精心组织开展“美丽海
南” 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和参加第十二届
全国美展的创作工作， 力争在美术创作
和成就上实现新的突破。 这次菏泽邀请
展的成功，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要
立足本地、坚持发扬自己的艺术风格、转
变观念大胆创新， 就一定会取得丰厚的
成果和回报。 不仅美术如此，这对于我省
的书法、音乐、舞蹈、摄影、戏剧、曲艺等传
统优势项目，也具有借鉴的意义。

产业翅膀助文化“飞得更高”

和传统的文化“走出去”所不同的
是，本次海南画家赴菏泽办展没有花政
府一分钱，采取市场运作的模式，由菏
泽文博书画院承担全部费用，参展画家
以作品回馈。 张萍表示，目前我们正在
积极努力组织具有海南特色的文艺精
品创作，同时在认真研究如何提高文化
附加值，努力使我们优秀的文艺作品成
为优秀的文艺产品，这样我们文艺“走
出去”的步伐才会更有力、更扎实。

阮江华告诉记者，海南国画近年来
发展很快，曾先后赴甘肃、安徽等地举
办交流展，承担起海南文化“走出去”
排头兵的责任。 但是这种“走出去”一
定要建立在作品受到市场认可的基础
上，绝不干“赔钱赚吆喝”的事。

通过在菏泽的展览，可以发现我省
在美术作品的策划、包装和推广等环节
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张萍表示，省文联
将会进一步厘清思路、创新体制，把海
南的艺术和旅游相结合，让天南海北的
游客成为海南文艺产品的消费者和传
播者， 让文化艺术在海南的科学发展、
实现绿色崛起的进程中，发挥出应有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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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汉室文化
研究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陈耿）经省民政厅批准和
备案， 海南省汉室文化研究会暨海南省刘氏
联谊总会日前在海口成立，来自新加坡、马来
西亚、 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刘氏宗亲代表与本
岛刘氏宗亲一道，300 余人共同见证了研究
会和联谊会的诞生。

据了解，汉室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旨在开
展与汉文化有关的课题研究， 挖掘汉文化对
海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贡献；海南刘
氏宗亲还将以研究会和联谊会为平台， 进行
全省刘氏族谱的联修工作， 开展助学助困活
动，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海南国际旅游岛
建设做贡献。

联合国：“中文热”的下一站
■ 董鑫

4 月 20 日是第五个联合国中文
日，也是中国农历的“谷雨”。 在 2010
年， 联合国第一次庆祝中文语言日，旨
在加强六种官方语文在联合国的平等
使用。

据联合国网站介绍，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文被确定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
以来，中文在联合国受重视的程度比过
去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998 年 11 月
13 日，联合国网站中文版正式上线，成
为联合国网站继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俄文、阿拉伯文后最后一个推出的官方
语言网站。 在联合国语言交流部组织的
面向来自各个国家的联合国职员开展
的语言课程中，每期有 200 人次参加中
文学习，而 5 年前，中文学习班每学期
只能招到 70至 80名学生。伴随着全球
掀起的“中文热”，联合国学习中文的
员工也在与日俱增。

追求各语言平等是联合国努力的
方向。 2010 年，联合国第一次庆祝中
文语言日， 旨在加强六种官方语文在
联合国的平等使用。据传说，轩辕黄帝
的史官仓颉创造出了中国最原始的象

形文字。上苍因仓颉造字而感动，为其
降下一场谷子雨，这是“谷雨”的由
来。 中文日也因此被定在每年中国农
历的“谷雨”，以纪念汉字始祖仓颉。
从 2010 年开始， 联合国每年都在中
文日前后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
今年， 纽约联合国总部也在 4 月 17
日举行了活动，以书画展、茶艺表演、
歌曲演唱和书法讲座等形式庆祝中文
日。

不过， 和联合国其他正式语言相
比，中文在联合国内的使用频率和流通
率最低。由于在联合国的成员中几乎只

有中国使用中文，所以人们最常用的还
是英语。 虽然在各项正式会议上，与会
者可以听到中文翻译的同声传译，但会
后的新闻稿，甚至联合国很多下属部门
的网站上，内容仍为英文。 据一项统计
数据表明，在联合国原始文件所用的语
言当中，英文占 80%，法文占 15%，西
班牙文占 4%，而中文、俄文和阿拉伯文
加在一起才占 1%。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于丹看来，任何一种语言的推广都跟
母语国家的地位是成正比的，随着中国
经济的强大，汉语在国际上的推广仍有
很大的市场空间。

去年国民手机阅读
每天人均超 20分钟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中国
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日前公布：2013 年成年国
民图书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
较 2012 年均有所上升， 在纸质阅读时长略
减的情况下， 以手机阅读为代表的数字阅读
持续增温。

报告显示，2013 年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
为 57.8%， 较 2012 年上升了 2.9 个百分点，
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 50.1%，较 2012
年上升了 9.8 个百分点， 各媒介综合阅读率
为 76.7%，较 2012年上升了 0.4个百分点。

据统计， 超九成有数字化阅读行为国民
是 49 周岁以下群体， 中青年群体是数字化
阅读的主力。 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
21.70 分钟，比 2012 年的 16.52 分钟增加了
5.18分钟。 （据《光明网》）

点评：“获取便利” 恐怕是大众选择数字
阅读的首要原因， 有超九成的数字化阅读方
式接触者表示阅读电子书后就不再购买其纸
质版， 反映出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物的冲击
作用不断加强。这一变化，除与国民长期以来
习惯免费阅读有关外，还与微信、APP 阅读等
方式涌现有关，“订阅号” 和朋友圈社交阅读
具有相当深度性， 这与微博的碎片化阅读不
同，满足了部分人的阅读需求。

热词收入英语词典
中文影响力“全球化”

近日， 有中国网友发现， 网络流行热词
“不作死就不会死” 的中式英语翻译“no�
zuo� no� die”，被悄然编入知名的在线英语
俚语词典—“城市词典”，惊呼其“已成功输
出到国外”。 不少网友还高呼：“世界是中文
的，也是英文的，归根结底会是拼音的”。

近两三年以来，中国词汇“入侵”外国词
典现象越来越常见，除这次的“no� zuo� no�
die”， 像 “gelivable (给力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 人 山 人 海 )”、
“lianghui（两会）”等，已被收入并广泛使
用。 《牛津英语词典》 正考虑今年收入
“Tuhao（土豪）”“Dama（大妈）”这两个
词汇。而现在，中国的一些热点社会新闻都经
常被外媒关注，像“文章出轨”这些八卦都不
被放过。 说明西方对中国的关注确实多了。

（据《广州日报》）

点评： 一些外国媒体从业人员对某些中
国问题的了解甚至超过我们自身。 他们对一
些词语的“与时俱进”的态度让我们惊讶。 尽
管“城市词典”是一个网上俚语词典，热心读
者可以自己编辑上传，是民间自发性质的，但
其反映出的现象， 就是中文的国际影响力在
不断增强。 据介绍，自 1994 年以来加入英语
的新词汇中，“中文借用词” 超过任何其他语
言来源，成为英语新词的主要来源。英语对新
词的包容力也值得我们借鉴。

三联书店首场夜读会
现场座无虚席

三联韬奋书店首个夜读会 “小马阅读
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民谣歌手马条献唱《封
锁线》，知名文化学者张颐武、作家九夜茴出
席该活动。 当晚，三联书店内人流不断。 20：
30分左右，夜读会场地已经几乎座无虚席。

张颐武对三联书店实行 24 小时营业的
举措表示肯定。 在他看来，在三联实现 24小
时不间断营业后，读书氛围更浓郁，“漫漫长
夜， 大家买咖啡看书， 这样度过一整夜的时
间，感受很美好。 ” （据《中新网》）

点评：三联书店 24 小时营业产生的连锁
效应越来越明显，夜读会的受捧是其中之一。
以往的读书会往往选择在白天举行， 环境嘈
杂，大家都难以静下心来，仔细品读书籍，交
流思想。改变读书会的时间和形式，会让读书
的本真意义更加明显。而作为书店来说，举办
夜读会无疑是 24 小时营业形式的一种延伸，
也是丰富实体书店功能的积极探索， 其意义
不仅在于为都市人提供了一个心灵栖息场
所，更为读书文化的开掘找到了一个方向。

4 月的山东菏泽风和日丽、牡
丹盛开。 正值第 23 届菏泽国际牡
丹文化旅游节举办之际，我省近 30
名画家的 100 件作品在菏泽市博
物馆展出，椰风海韵和国色天香相
得益彰，为热闹的节庆增添了一份
南国风情。

此次海南画家赴山东菏泽，是
应山东省菏泽市国际牡丹旅游文化
节组委会的邀请， 参加由山东省菏
泽市人民政府、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菏泽市委宣传部、山东省美
术家协会、 海南省美术家协会联合
主办，菏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海南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
会、菏泽文博书画院共同承办的“牡
丹杯”中国梦·海南美—海南省当代
中国书画名家作品展。 “牡丹杯”书
画名家作品邀请展是菏泽国际牡丹
文化旅游节期间的一项重要文化活
动， 自 2003 年以来已连续举办十
一届， 已成为菏泽与全国书画艺术
界交流的一大文化品牌， 多名国内
知名画家曾应邀办展， 在全国书画
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实行“文化走出去”战略，是省
文联近年来重点实施打造的一项
工程，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影响
力不断扩大，我省的文艺作品和艺
术家们也开始逐步走向全国，为宣
传海南形象 、展示海南文化 ，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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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的文化走向
■ 朱晓剑

《舌尖上的中国 2》在上周五终于在
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有意思的是，风格延
续第一季，不变的配乐，不变的解说者，
满满的亲切感扑面而来。相比第一季，更
着力在人物的情感酝酿和编织上， 美食
部分反倒被压缩了许多。

尽管网络上对此“吐槽”不少，但从
其风格看，美食更像是纪录片的由头，而
其挖掘的是人物与食物的美好关系。 这
是对美食的认知变化。 由此催生了美食
的相关纪录片的大量产生。

在当下， 纪录片所传承的是文化意
义与时代情怀相关。这几年，各地均涌现
了大量纪录片，如《淮河六章》，如《蒜收
季节》等等，都以不同的手法纪录日常生
活。 与以往的仅仅反映和描述英雄或焦
点人物为主， 转向对老百姓的普通生活
关注，这种转变既有人文情怀的一面，也
有着对社会转型时期， 生活中传统丧失
的记录。

纪录片的意义，从某一方面来说，正
是记录业已消失或正消失的文化传统，
才能够凸显出它的价值。 它与电影相区
别一点，即去除了娱乐性，而是文艺地再
现过去。 《舌尖 2》所勾起的回忆，以及对
美食的推动效应恰恰也说明了纪录片需
要的是对生活的多样性记录。

不过， 纪录片所承载的文化含义常
常被误读，被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这几
年在北京、 成都等地所举行的纪录片影
展也给了大众以普及纪录片的可能。 在
讲究题材的丰富性时， 纪录片所提供给
我们的依然是人文思考。

纪录片导演的视角在这几年由于走
出国外， 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借鉴过
来， 由此再拍摄纪录片， 就多了一重视
野。 如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电视系列
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天下妈祖》，同样
是传统文化题材，却拍出了新意。这也说
明， 纪录片在今天所反映的不仅仅是记
录过去，其更强调的是现在或未来。

常常，在纪录片中，我们所强调的弘
扬或传承文化， 在今天的纪录片中可能
被弱化， 但这无损它的价值。 对文化而
言，其需要的是更新人文观察，不管是哪
一种文化样本，都需要活在当下，从这个
角度看纪录片的转型， 或许才能读懂文
化对当下的含义。

话说在娱乐多元化的今天 ，《舌尖
2》所引起的风潮，其实不只是在探讨吃
货精神，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让我们审
视自己的生活， 似乎每个人从这里都能
找到某种认同。 或许，我们可以预测，记
忆与（价值）认同或许是未来纪录片受欢
迎的原因所在了。

方有坤坚持小楷长卷创作 8年不辍

以笔抒怀写人生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册页形式， 每页长宽为 50cm×
40cm；手卷形式，每卷长 5—7米。一共
6 卷，用小楷写着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
在博螯亚洲论坛上发表重要演讲的内
容。 目前，这些长卷被该论坛纪念馆永
久收藏。

记者采访了长卷的书写者方有坤，
这位书法家背后颇有启迪意义的故事，
亦如长卷似地铺展开来……

1964 年 3 月， 方有坤生于安徽六
安的一个农村家庭。 为了做个“有出息
的人”， 刚上小学的方有坤在废旧书纸
上用毛笔练字，有时候连废旧书纸也缺
乏，他就临池蘸水，在地板或木板上写
字。

方有坤 19岁时， 即 1983 年初，他
书写的隶书作品被安徽省文化厅选送
到北京，参加全国农民书法大展。 该作

品所写内容为唐朝诗人张继的绝句《枫
桥夜泊》。

1993 年， 已经是六安一名文化干
部的方有坤辞职一路南下，凭着书法和

美学功底，成为海南《特区工商》杂志
的一名编辑。

1995 年至 2005 年， 方有坤在三
亚、海口、儋州等地，从事酒店服务工
作，到后期成为美工，对酒店内外进行
美化。 “‘闯海’没捞到金，苦水倒喝
了不少。 ”方有坤调侃道。 话虽如此，
他却保持着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他
曾有过失业睡桥洞的经历， 但仍用树
枝为笔、以大地为纸，让隶书、草书、
行书、 楷书等各种字体在漫漫时空中
挥洒。

定居儋州后，方有坤先后被聘为市
一中、海南大学儋州校区书法教师。 他
所教班级中，共有 6 名学生在全国中学
生书法大赛中夺得一、二、三等奖。

教学之余，方有坤三度倾情于书写
小楷长卷。

2001 年，北京申奥成功，方有坤感
到热血沸腾，不时涌动着要倾诉、要表

达的激情。 2006年，他开始用小楷书写
领袖和伟人的讲话。 2007 年， 一幅宽
40 厘米、长 105 米、共计 6 万多字的小
楷长卷诞生，在海南巡回展出后，作为
奥运献礼送到北京奥组委。

目前方有坤正在书写宋代大文
豪苏东坡的赋作长卷。 他介绍，打算
在 3 个月内用小楷表现东坡先生的
《酒子赋》、《菜羹赋》、《天庆观乳
泉赋》等作品。“东坡谪居儋州 3 年，
留下了大量诗词歌赋， 值得好好挖
掘。 ”方有坤说，“用小楷书写东坡赋
作长卷，这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发展。 ”

倾情于长卷的方有坤， 引起业界
的关注。 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吴东民热
情评价方有坤是我省具有创作实力的
书法家，其小楷得王献之疏逸神韵、赵
孟兆页之俊健、文征明之严谨法度而自成
风格。 本土文化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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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苗家女》 齐英石 作

方有坤展示小楷长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