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陈耿 孙慧）6
月 2 日上午，“老城古文化保护
和利用学术研讨会”在澄迈老城
召开，来自省内的文史专家就老
城文化开发前景等问题，展开了
更为热烈的讨论。

省地方志办公室巡视员符
和积认为，老城古文化旅游资源
要在政府的主导下， 将其纳入
“澄迈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之
中，可采用“古文化 + 生态长寿
美食”模式，开发利用老城古文
化和澄迈县特有的低碳富硒食
品，形成旅游景区景点和农村经
济社会互动的发展。

海口市丘海学会和白玉蟾
研究会会长、海南省地方志办公
室原主任李养国建议，老城建设
必须下大力气做足 “老” 字文
章，继续深入发掘老城的历史文
化和文物胜迹，舍得斥资把历代
的文物胜迹维护、修复，让承载
老城历史文化的文物古迹重现
辉煌。 在修复工作中，要怀着对
历史遗产的敬畏之心，严格遵守
“修旧如旧”的原则，保存文物
胜迹的本质和精华。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勃希望老城利用悠久、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建立“澄迈县历
史文化大观园”， 至少可以设立
20个陈列馆或纪念馆，如澄迈县
文物古迹陈列馆、澄迈县建置沿
革陈列馆和洗夫人纪念馆等。

据了解， 澄迈县历史悠久，
早在汉武帝时期已设置苟中县
（故治在明清澄迈县南四十里的
那舍都，今澄迈县金江美亭），隋
炀帝大业六年（610 年）始置澄
迈县，治所在今老城，直到清光
绪十八年（1892 年），澄迈县城
才移驻金江。 在长达 1282�年的
历史中，澄迈县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都在今老城镇境内，老街、
老桥、老殿、老码头、老驿站等文
物古迹等也大都集中在老城。

研讨会由澄迈县老城旅游
文化促进会主办，海口市冼夫人
文化学会、澄迈冯冼文化学会和
澄迈县老城旅游有限公司协办。

澄迈老城文化
谋划“老”字牌

■ 顾星欣

5月 28 日深夜 12 点到 5 月 29
日凌晨 4 点， 上海作家陈村和出版
商张小波在新浪微博上掀起了一场
骂战。 每隔几分钟，两人就发一条微
博隔空掐架，脏话连篇，阴气嗖嗖，
挖老底揪是非， 比面目狰狞的泼妇
骂街有过之而无不及。

很显然， 这两人的骂战已经超越
了“文人相轻”的范畴。 从前科技落
后，没有网络，更没有微博，鲁迅与人

骂战只有靠报纸投稿， 往往两天一个
回合，周末休战。 梁实秋还撰写《骂人
的艺术》告诫世人，说骂人是一种高
深的学问，必须知己知彼、适可而止、
态度镇定、出言典雅。 相比较而言，陈
村和张小波的骂战， 无论水准还是境
界上，相距甚远。

也有人怀疑， 在这个日益浮躁的
时代， 文人骂战更多是为了吸引公众
眼球。 张小波就在微博上嘲笑陈村，
“陈村老儿，几十年几无作品，拼老命
刷存在感。 ”也许，我们不知道这两人

是不是为了“存在感”，不过，联想起
当今文化界的是是非非、风风雨雨，这
样的现象其实已经呈蔓延之势。 一些
人不好好创作，整天只想着炒作，一些
人整天变着花样想“出人头地”，狗血
剧频频上演，斯文扫地的背后，正是当
今人文精神沦丧的重要表征。

我们无意于给陈村和张小波的骂
战“上纲上线”，在一定意义上，他们
可能也无法承受其“重”，不过，通过
这场骂战， 我们应该反思的东西实在
迫在眉睫。

文人骂街：拼命刷“存在感”？

南海评弹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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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民俗文化
传承遇尴尬

作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 端午节形成
了多种民俗，如佩香囊，门户悬艾、菖蒲，挂雄
黄袋，穿五毒衣、老虎肚兜，饮菖蒲、雄黄或朱
砂酒，沐浴兰汤，龙舟竞渡、祭粽、食粽等。

2008年， 端午节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设置假日的初衷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传统文
化的重视，然而，6 年过去，不少人发现，端午
节的传统却渐行渐远了。有网友表示，现在的
节日文化味越来越淡，过个端午，“吃”和
“游”逐渐成为过节的唯一主题。 如今，端午
节的很多传统习俗在广大农村还依稀可见，
但在大城市却难得一见。 很多城市人把端午
节标签化为“吃粽子 放假三天”的休闲日。

（据《中国广播网》）

点评： 外来文化入侵和立法变化使得传
统节日地位下降。 多元文化、全球化的时代，
很多东西分散注意力， 城里人吸收这些观念
比较多，节日地位就比较低。 近几年，传统祭
拜开始兴起，着汉服，行跪拜礼、朗诵祭文，向
先人表达哀思。然而，这些严重脱离生活的纪
念方式却陷入了“搞形式”和“博眼球”的质疑
之中。传统节日需要与现代生活更好地融合，
用新的载体和形式来承载和展现， 才更具有
亲和力。

“孙子兵法”
文化价值获肯定

海外学者评价， 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兵
家思想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共同塑造
了中国传统文化。《孙子兵法》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一枝奇葩， 它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
蕴，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体现，是中国
古代文化中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其思想内涵
超越了军事范畴， 最有价值的文化是其哲理
智慧，跨越时空影响着全世界。

事实上， 世界各国的许多读者不仅把它
当作兵书、哲学书而且当作文学书来读，其文
学价值得到充分认可。海外学者感叹，孙子思
想影响了整个东方文化和世界思想的演变，
全世界自愿为 2500 年前中国兵书买单，说
明《孙子兵法》不仅具有无与伦比的军事价
值，也具有精彩绝伦的文化价值。

（据《中新网》）

点评：中国有 5000 年文化，优秀传统文
化精髓信手拈来， 中华文化是很强的 “软实
力”。 《孙子兵法》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当
今世界很有价值， 弘扬孙子文化和智慧具有
世界意义。 中国和平发展，不能靠飞机大炮，
要靠输出经典文化， 输出有世界价值的软实
力。 现代中国不仅要梳理好老祖宗留下的智
慧宝库， 还需要提炼出令世人惊奇为世人所
用的现代智慧。

3D 版京剧电影
《霸王别姬》首映好莱坞

当地时间 5 月 30 日晚， 集优美的画面
表现与音响效果于一身的 3D 版京剧电影
《霸王别姬》在洛杉矶好莱坞杜比剧院上映，
赢得上千名观众的热烈掌声。

当日，由中国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制作， 著名京剧
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与史依弘担纲主演的 3D
版京剧电影《霸王别姬》在美国奥斯卡颁奖
剧院———杜比剧院举行首映式。3D京剧电影
《霸王别姬》 对传统的京剧程式与舞台调度
进行了调整， 对容易引起传播与理解歧义的
个别冗长程式进行删节， 讲究刻画角色的心
理细节， 观众甚至可以在电影画面的特写镜
头中看到“项羽”与“虞姬”诀别时眼中噙着
的泪水。 （据《中国文化报》）

点评：在立体的 3D 影像中，曾经不可一
世的君王以最为惨烈的方式与自己的霸业、
爱人的诀别，被表现得细腻感人，这对于西方
观众来说，是吸引他们的最有效的方式。中华
传统文化要走向世界， 必须采用国际通行的
艺术语汇和现代高科技手段， 把主流文化的
内核穿上现代时尚的外衣， 这是国际文化传
播交流中的重要手段。敢于突破和尝试，这是
文化观念的进步。

■ 本报记者 戎海

“和上次拍卖相比，我们有意
识地减少了外地工艺美术大师们
的作品，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本土
工美大师的作品和藏家见面。 ”省
工美协会副秘书长、海南成信拍卖
有限公司董事长钟振光告诉记者，
“拍卖只是一个形式， 我们想得更
多的， 还是希望能以此为契机，为
本土的工美从业者水平的提升提
供机会和平台。 ”

顶级黄花梨
制品尽显原生之美

即将于 6 月 6 日上拍的 150
余件展品， 是省工美协会历经半
年多时间的征集， 并且经过精心
挑选才最终产生的。 和上次的拍
卖会一样， 本次拍品的主要材质
依然是以海南特有的黄花梨、沉
香、降真香、海南贝壳等珍稀材料
为主，然而在挑选的标准上，组委
会则偏重于具有代表性和艺术性
较强的作品。 “这是海南工美未
来发展的路子”， 海南花梨文化
研究会秘书长石梁平告诉记者。

在预展现场记者看到，本次拍
品中黄花梨精品成为一大亮点。 一
件古代衣帽架用料完整考究，制作
精美；两把新做的仿古座椅线条流
畅、做工精湛，加上金属的镶嵌，美
轮美奂。 此外还有展示花梨纹路对
称之美的镇尺、都承盘等，其起拍
价都在 10 万元以上。 尤其是一根
名为“遥从海外数中原”的黄花梨
老料，产自海南大广坝地区，底色
清晰、纹理绚丽，具有海黄中特有
的鬼脸、钱晕、虎皮狐斑等纹理，不
可多得。

石梁平告诉记者， 这些黄花梨
制品的材质都是不可多得的，可以
让观众充分领略到黄花梨的原生之

美。 而衣帽架、交椅等家具制品则
展示了黄花梨家具的精美做工，这
些代表了海南黄花梨制品的最高
水平。

艺术性缺失
或将制约工美发展

除了古代家具和老的制品外，
当代海南工艺美术大师也展示了
各自在黄花梨以及沉香、降真香和
海南贝壳等领域雕刻的水平。 其中
既有传统的福禄寿喜等题材，也有
融合了自己思考和感知的当代艺
术雕刻作品，让人看到了海南工美
的广阔前景。

海南工艺美术大师王国华此
次带来了 《禅思》《道行天下》等

多件人物雕刻作品，他笔下的人物
表情丰富、感染力十足，尤其是对
眼神、笑容等局部的刻画，能传递
出喜怒哀乐的情绪， 引人思考；而
另一位海南工艺美术大师王家峰
则把抽象艺术运用到了降真香雕
刻中，两件作品《岁月》和《记忆》
依据材料的形状略加修饰，不规则
造型和不动声色的创作手法，令人
回味其中的艺术况味。

为了鼓励海南工美创作者们
开阔思路，敢于创新，组委会还特
别将瓷板画、陶瓷工艺品、仿古瓷
器、歙砚等最具代表性的外省工美
精品引入拍卖会中，这些作品凝聚
了作者对人生和艺术的思考，创作
手法和记忆也很有特色。 钟振光
说，现在海南的工美创作还是依赖

于原材料的珍贵，在艺术创意上不
太注重。 长此以往，海南的工美水
平只能在原地踏步，和外省先进水
平距离越拉越大。

海南工美
有望构筑文化新风景

这次拍卖会的起拍价和市场
价相比要低很多。 钟振光说，目前
海南的工美产业尚处于各自为战
的状态，行业内鱼龙混杂、良莠不
齐。 从长远来看，海南工美业要想
发展壮大，实行统一的价值判断标
准和行业管理势在必行。

目前海南的工艺美术从业者基
本都是单打独斗， 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客户和市场， 创作者们根据市场
的需要和订单来生产， 根本谈不上
创作，只是简单的复制和加工，因此
艺术水平的低下也就不可避免。 钟
振光说，现在广东等发达地区已经
把投资的重点从设备、厂房转向了
有实力和潜力的创作者，鼓励他们
创作新品，大胆实践，一旦作品在
国内国际获奖，协会也将对作者
进行高额奖励。

而在海南，目前连设备、厂房
等初级阶段还没有达到。 钟振光
说， 现在很多人要求政府对工美
行业给予支持， 他对此并不太赞
同。 他说，任何行业的发展，都必
须要从业者先行动起来： 如何实
现自觉自愿的艺术创新， 如何建
立起统一的行业标准和行为规
范， 是当前海南工美界所要考虑
的问题。 “我们呼吁政府支持投
入的时候，应该先想一想，我们能
给政府带来什么？ ”钟振光说，希
望拍卖会也能成为海南工美界沟
通交流的大会。 天赐海南这么多
的优质资源， 海南工美应该成为
代表海南文化形象和海南文化产
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产品走向作品：

海南工美用艺术构筑风景

■ 蒋肖斌

近日文坛闹得沸沸扬扬的 “方柳
之争”， 已不是一场单纯的文学论战，
柳忠秧略显粗俗的回复和网民聚众而
来的围观，使“方柳之争”的发展渐渐
脱离了事件本身， 向着互相叫骂的不
归路一骑绝尘。 出版商张小波与作家
陈村之间互相揭短掐架的行为， 更是
以粗言秽语和恶语中伤， 让网民目瞪
口呆。 为此，同济大学教授、批评家朱
大可认为：“话语暴力和秽语现象，已
成中国大众文化的一种重要景观。 ”

朱大可认为， 中国现在是一个教

养缺失的国家。 它的传统礼数和西式
教养，都在“文革”中丧失殆尽，“流
氓”大规模生长，“贵族”则荡然无存。
改革开放后的全民经济运动，悬置了教
养问题，用“五讲四美”之类的口号加
以替换。 事实证明这种替换效果不大。

互联网时代， 匿名加剧了言语的
粗鄙化，虚拟空间里的教养比日常生活
更差，秽语横行，把公共平台变成公共
厕所。 但这两年的新情况是，负有盛名
的精英人士，也不惜用秽语彼此问候。

如何有风度地面对网络论敌，是
所有中国人的难题。 目前可能生效的
节制方式， 是后台的秽语自动过滤机

制，也就是把被认定的秽语，自动换成
星号。 尽管这治标不治本，但至少可以
剔除部分常见的习惯性秽语， 维持有
限的语言清洁。

作为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 教养
是礼貌、风度、修养、德行和健康心理
的混合体。 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
辨自身的社会角色， 在捍卫主体自由
的同时，尊重他人，也包括其他生物的
权利和感受。 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
远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重要。 教养
应当与独立、自由、正义、诚信和个人
尊严一起，成为国民的核心价值。

教养和国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关
系。 它是文明的旗帜，并据此展示民族
的精神高度。 只有教养指数高涨的民
族，才具备区域和全球领导力，并承担
维系国际秩序的使命。

话语暴力和秽语现象， 已成中国
大众文化的一种重要景观。 如何让公
共争论符合三个标准———理性、机智、
有教养，这是一个大难题。 真正根治的
地点是小学教育的前沿。 开设教养课、
领取教养学分、举办教养大赛、评选教
养少年，以人类共同价值为标准，慢慢
教化年幼一代， 让他们学会有教养地
表达不同意见， 并把个人教养视为人
格、荣誉和尊严的必要前提，这是唯一
治本的方式，此外没有捷径。

文学评奖的尴尬
■ 朱晓剑

湖北省作协主席、 作家方方日前在
微博上称， 新近公布的第六届鲁迅文学
奖入围名单中，有位“诗人推荐前就到处
活动”，“作协方面态度明朗。但他却把所
有评委搞定。 ”看到这样的新闻，真是感
慨又无奈。

网上随意搜搜， 国内文学奖现在也
还真不少，但就公平而言，常常会爆出有
猫腻的新闻出来，这不是第一次，但就一
些文学评奖中获奖作品而言， 似乎在影
响力和价值方面， 评委比读者关注的要
多一些，而读者希望看到的好读的书，却
不在此列， 这种差异化现象不仅是文学
的差异，也是文化差异的使然。

文学评奖的尴尬不仅在于作品本
身，也与获奖者的活动能力有关，所谓的
影响力可能并不在于作品价值与倾向，
而是评委与获奖者处于小圈子。 这也导
致了一些正直的作家、 诗人甚少参加评
奖。 如此，评奖更像是一种荣誉获取，但
就作家、 诗人而言， 从来都是靠作品说
话， 而非靠某一个奖项的认定就可扬名
立万的。

诚然，文学评奖应该需要一个客观、
公正的环境，也需要批评。 否则，评奖圈
子化、庸俗化，可能就使评奖失去了应有
的意义。 在国外的文学评奖如法国龚古
尔文学奖、英国布克奖、日本芥川奖直木
奖、西班牙塞万提斯奖等等，都有极大的
影响力， 这固然跟其有秩序的评选程序
相关，也跟奖项评选的公信力有关。从这
个意义上看， 所谓的文学评奖应该着力
于干净、公正的评选，评委们需摒除作品
本身以外的各种干扰因素， 才能评选出
较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

在文化领域的一些评奖， 也不妨以
此执行。 比如四川画派曾评选出近百年
的百位人物， 也被民间呼吁把一些人物
有意识地忽略掉， 其所代表的并非是大
众都认可的代表画家。 这种评选与大众
认可存在着些微差异原本正常， 但倘若
没有一个好的机制， 评选就难免出现极
大的偏差，甚至变成笑话。

继去 年 末成 功 举 办
“工美大师精品第一拍”备
受瞩目和好评后， 海南工
美 2014 年春季拍卖会 ，
将于 6 月 6 日在海口市琼
州大桥东侧海南省工艺美
术协会举行。 本次拍品，主
要为工美大师和鉴赏家用
本土特色的黄花梨、沉香、
降真香、 海南玉等珍贵材
料制作的明式家具、 文房
清供等 150 多件工美艺
术藏品。 此外，瓷板画、仿
古瓷器等外省的工艺品也
将在拍卖会上亮相。

海南工艺美术品近年
来发展迅猛， 得天独厚的
资源优势吸引了外地大批
能工巧匠进驻海南， 为海
南本土工美技艺的提升带
来了新生力量。 然而和全
国发达地区相比， 海南的
工美发展依然处在低水平
的层次， 简单的加工和各
自为战的运营方式， 使得
海南工艺品名号难以在全
国打响。 这次拍卖的 150
多件拍品基本代表了海南
工美的最高水平， 主办方
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给
外界传递一个信息： 海南
的工艺美术品除了顶尖材
质外， 提升艺术水平将是
未来所追求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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