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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规范用语
网络热词被禁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知，要求
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严格按照规范写法和
标准含义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得在成语中
随意插入网络语言或外国语言文字，不得使用或
介绍根据网络语言、仿照成语形式生造的词语，如

“十动然拒”“人艰不拆”等。
此次禁令针对的不只是“人艰不拆”等缺乏文

化内涵的网络语言，还包括随意篡改、乱用成语等
现象，例如把“尽善尽美”改为“晋善晋美”，把“刻
不容缓”改为“咳不容缓”等。尽管如此，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此举在赢得公众普遍称赞的同时，
也招致一些非议。有人认为网络文化可以自我净
化，无须刻意去遏制一些自然形成的东西，更有甚
者称这一规定是对网络文化的扼杀。

（据《光明日报》）

点评：从网络语言出现的那天起，规范大众传
媒用语、保持汉语的纯洁性等等之类的呼吁就一
直没有停止过，社会上对此的看法也两极分化。
网络用语就是在这样的争议声中不断涌现、更
新。但是大众传媒并非网络，强调规范性是其自
身属性所决定，况且现在的网络用语的确充斥荧
屏报端，极易给青少年造成误解。网络用语生存
的土壤就是网络，如果说广播电视的禁令会对其
造成扼杀，未免有点危言耸听了。

“鸟巢图书馆”
开启阅读新模式

最近在长沙市，“鸟巢图书馆”正以一种全新
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阅读习惯，开启着城市阅读
的全新模式。它们被设置在城市公交车站、休闲
广场和学校门口等地段，可能不像传统图书馆藏
书齐全，但在这里借书不需要借书证，也不需要押
金，凭借的完全是借书者的诚信。读者唯一需要
付出的是，把一本你自己暂时不看的书放在“鸟巢
图书馆”里，供下一位读者借阅。

“鸟巢图书馆”之所以得到当地居民欢迎，正
是因为它就在市民的身边。在上下班、上下学甚
至出门买菜的时间里，市民都可顺便看看里面有
没有自己需要的书，而且，完全免费让阅读变成了

“零门槛”。 （据《长沙晚报》）

点评：“鸟巢图书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图书
馆，更像是一个超大型的开放式图书会。自助形
式的读书会在城市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
像这种完全大众化、开放式的还比较少见。由于
阅读者的口味过于庞杂、而且完全没有监管和交
流，这种形式的图书馆在书籍的品种、数量和更新
频率上都无法保证，能存在多久还是一个问号。

《推拿》排片不足
选单条院线放映

日前上映的盲人题材电影《推拿》在今年的金
马奖斩获6项大奖后曾令人对其票房增加了信
心，无奈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推拿》首日排片
3%、次日下跌至1.95%的情况依然令主创十分心
痛，该片上周总票房收入还没有超过200万。

对此，《推拿》导演娄烨宣布选择用单条院线
放映的方式来操作，只在全国的卢米埃影城放
映。导演娄烨说，这样做就是希望借助单线放映
模式，跨越影院整体排片屏障，摆脱上映数据的错
误信息干扰，建立影片与观众之间的无障碍通道，
使得不同的影片直接送达观众，并接受观众选择，
在目前电影管理体制在市场面前的无能以及无作
为的情况下，捍卫电影市场的多样性原则，保护片
方利益与发言权。

（据《京华时报》）

点评：国产电影、尤其是文艺片的命运，现在
越来越多地掌握在了影院经理的手中。尤其是在
巨片云集的贺岁档期，文艺片难以上线或者排片
量极少也在意料之中。但是文艺片尤其是高品位
的文艺片体现了国家的电影文化发展水平，理应
受到照顾和保护，让更多的观众有机会看到。如
今国家对电影院建设有资金补贴，或许可以加上
条件，就是必须设立常年放映文艺片的放映厅。

■ 本报记者 戎海

在近30年的美术生涯中，阮江华曾多次在省外举
办自己的个展，然而在家乡海南，这尚且是个空白。本

月17日，这个空白将被填补，由省政协主办的阮江华个
人画展届时将在省博物馆开幕，阮江华将用他数十年
的创作精品，首次向家乡父老全方位展示自己的艺术
成果。

迟迟未在海南办展，阮江华把原因归结为内心的
惶恐，他希望自己的个展能够表现自己相对成熟的美
术观，能给海南画坛带来不一样的内容和画风。这既
是作为本土画家内心的一个愿景，也是作为省美协副
主席兼秘书长的一种担当。

出生于海南昌江的阮江华自小学习美术，1988年
毕业于海南大学艺术学院。他的创作深受关山月、黎
雄才等岭南画派名家的影响，同时也借鉴了曾祥熙等
海南画家的特点，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风格。他告诉
记者，作为海南本土画家，他所热衷和坚持表达的，都
是海南的山水、是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在他看来，本
土画家应当坚守海南岛屿文化特色，同时吸收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髓，最终形成鲜明的地域文化风格。

“笔墨当随时代”是阮江华所信奉的艺术准则。他
告诉记者，艺术家不能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中，而是要
紧随时代精神和大众需求，在坚持地域特色和坚守中
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创作出既能反映时代
风貌，又被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在他的艺术创作
中，繁茂浓密的热带雨林呈现热带风情，而轮廓鲜明的
远山则气势雄伟，意境深远。阮江华说，他追求的是南
派山水鲜明亮丽的特点，同时在技法上南北结合、中西
结合、写意和工笔、传统和现代审美相结合，基本形成

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和风格。
在当今画坛，阮江华的作品已经成为南派山水的

一个重要符号，曾与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的人物画等
合辑出版，并两次入选当代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
的艺术家，多次应邀前往山东、甘肃等地举办展览，其
中由《大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翰墨四方”——中国
画四名家新闻提名展和由甘肃省美术家协会等主办的

“南岛风情—阮江华山水画作品展”备受瞩目，不仅当
地新闻媒体给予了全面报道，而且也引起了国内书画
界的关注，称其作品强化了南派山水的学术性，增加了
南北山水交流的意义和内涵。

在不断探索艺术之路的同时，作为省美协的副主
席兼秘书长，阮江华对于海南美术尤其是国画的“走出
去”不遗余力。相对于内地来说，海南本地的基础薄
弱、市场狭小，只有走出去占领内地市场，才能为海南
美术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今年4月，在他的积极促
成下，近30名海南画家的百余幅作品在山东菏泽展出，
这次展出完全采取市场运作模式，没有花政府一分钱，
为我省美术作品跨过海峡走向全国积累了经验，树立
了信心。

不久前，作为庆祝新加坡海南会馆成立160周年暨
世界海南乡团联谊会成立25周年庆典活动之一，阮江
华应邀携部分作品赴新加坡展出。他告诉记者，家乡
的山水对海外的琼籍乡亲非常有吸引力，海南美术可
以借助其力量走向国际，让美术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
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

即将首次在家乡举办个展，阮江华期待用作品表现不一样的海南——

让南派山水立于时代潮头

低级创意，
请放过兵马俑！
■ 左岸

为了能在“圣诞经济”的激烈竞
争中拔得头筹，西安一家酒店打着

“将圣诞节与中国元素相结合，使中
西文化更好交融”的旗号，展示了一
座由巧克力制作的近300个形态各异
的圣诞秦俑和战马组成的秦始皇兵
马俑坑，这道“微缩景观”看起来不可
谓不壮观，尤其是那些头戴红色圣诞
帽的巧克力秦俑列阵更为吸引眼
球。可是笔者不禁要问，戴上圣诞帽
的兵马俑难道就和圣诞老人是一家
了吗？

这些年，随着我国旅游经济的快
速发展，再加上越来越多的洋节开始
在国内受到热捧，红红火火的“旅游
经济”和“节日经济”随之兴起。然而
令人倍感忧虑的是，在此过程中，越
来越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
遗产也顺带着被裹挟到各种奇葩、搞
怪的创意之中。表面看来，这些所谓
的创意让那些西方节日充满了惊叹
和欢乐，可是欢乐的背后，却是越来
越多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屡遭商业
炒作亵渎的隐忧。从前些年的“兵马
俑宾馆”“丝袜兵马俑”“穿西装的兵
马俑”“凉席兵马俑”“跳鞍马的兵马
俑”“跳街舞的兵马俑”“辣妹兵马
俑”，再到如今头戴圣诞帽的兵马俑，
近年来，兵马俑这个堪称我国古代艺
术宝库的历史遗产正在被越来越多
的所谓创意肆意消费，便是一例。

为了创造最大价值的“节日经
济”，商家和一些媒体联手对各种“洋
节”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将消费“洋
节”等信息强制灌输到都市人的神经
中。为了更大限度地刺激人们的消
费欲望，便有一些商家打着创意的旗
号，煞有介事地嫁接洋节与中国传统
文化。其中，成功的不多，失败者不
少。往轻里讲，是过于粗糙和流于表
面；往重里说，不乏数典忘祖、侮辱中
华传统文化的行为。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7位少女手举椰果仰望碧空，姿态如同椰树一般
婀娜挺拔。这组色彩鲜艳的景观雕塑由省雕塑艺术
学会理事颜红梅创作，为佳作林立的“全国景观雕塑
邀请展”平添一抹春色。

从去年在上海南京路上的集体惊艳亮相，到今天
和全国雕塑名家的同场对话，海南雕塑已经告别了过
去的局限，开启了“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道
路，以平等的视角和平和的心态，来审视海南雕塑发
展的现在与未来。

海南雕塑作品独具热带风情

漫步于“全国景观雕塑邀请展”的场馆之中，人们
常常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细细端详——要么是被一
组三人冲浪的动感吸引眼球，要么是为一群白羽红喙
的肥鹅忍俊不禁，要么是因两位对坐冥想的老者反映
出的智慧与沉静同样陷入思考……

正如省文联主席张萍所说，当人们徜徉在这些三
度空间的作品之中，就犹如把自己的身影融入到大自
然中，感受田野的气息、生活的美丽、人情的温暖、荷
香的清爽、光影的流动。

在这多种多样的美好感触面前，我们很轻易能够
发现陈列其中的20余座海南雕塑作品。它们大多独
具海南特色，呈现出趣味盎然的热带风情和根植于这
片热土之中的强大艺术生命力——

好比《黎歌》，一位少女张开双臂奔跑欢笑，送上
的是黎家的热情邀约；好比《舂米舞》，对立的少女手
持舂米杵，舂出的是海南的丰收芳华；好比《海南大
力士》，健硕的男子下蹲抓举杠铃，展示的是琼岛人
民的刚强有力……泥土的柔软、金属的坚硬、石头的
厚重，在艺术家的变化之间，凝结、升华，成为永恒的
人文景观。

海南雕塑艺术发展并不平坦

一直以来，海南各地雕塑家徜徉琼州山水，埋首
艺术创作，为的就是听懂水的声音，接受泥的信息，将
海南之美雕刻塑造并呈现于世人面前。

“然而，早些年前，海南的雕塑作品大
多‘藏在深闺人未识’。”省雕塑艺
术学会会长陈学博告诉记
者，海南的雕塑艺术发展之
路并不平坦。最初，由于人
们对这门艺术不够重视，
雕塑艺术无法与书法、绘
画艺术一般被民众普遍
接受，自然无法得到健康
快速成长。同时，海南景观
雕塑的设立目前尚缺乏听证和
准入机制，存在部分粗制滥造甚至
影响大众审美和城市形象的景观雕
塑，民众亦会因此对雕塑艺术产生
误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海
南雕塑艺术的进步。

雕塑艺术能否广泛走进中小
学校园也将直接影响该门类艺术
是否后继有人。可惜的是，当前
能够普及雕塑课程的学校和少年
宫还不多。“许多家长都将雕
塑创作过程看作是在‘玩
泥巴’，一点也不高雅，所

以不愿意让孩子接触和学习。”对此，陈学博有自己
的看法，“其实，学习和练习雕塑艺术能够为孩子培
养更为立体全面的思维，对其智力和想象力的发展
大有裨益。”

可喜的是，自2012年海南省雕塑艺术学会成立
以来，越来越多雕塑艺术家聚集于此，活动多起来了，
展览办起来了，交流活起来了，这门曾经受到“冷遇”
的艺术也渐渐有了热度。

未来将海南雕塑推向世界

2013年9月16日，是令海南省雕塑艺术学会会
员们难忘的日子，海南雕塑作品第一次以集体的名义
走向全国——在上海举办的“第十三届南京路城市雕
塑邀请展”上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见面。这也是该
邀请展第三次以省为单位举办展览。

在那次展览中，欣赏海南雕塑作品的民众络绎不
绝。据主办方统计，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有300
余万人次的观众近距离与这些蕴含海南之美的雕塑
佳作接触。也是这次展览，促成了此次“全国景观雕
塑邀请展”在海南的成功举办。

从“走出去”到“引进来”，中间不过短短一年。
然而，在这次展览中，名家名作比比皆是——由雕

塑艺术家李钢创作的《莫言》就在10月份首
次亮相上海南京西路雕塑邀请展时引起
极大关注，并带着居高不下的人气来到
海南。

“海南已经具备了能力和基础，能
够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雕塑艺术家提
供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陈学博告诉
记者，海南省雕塑艺术学会也由此吸
收了经验，“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多
办展览、多搞交流，让海南雕塑作品的
知名度与美誉度在全社会得到认可和
提升。”

在陈学博的设想中，未来海南雕塑
艺术发展的路还很长很远。“我们已经
接受了北京城雕委的邀请，与国外的一
些雕塑艺术组织也有了接洽合作的
意向。我相信，将来海南雕塑艺术

家能在进一步深入海南本土，挖
掘海南元素的同时，将更多更

好的作品推出省外，甚至推
向世界。”

12月5日，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联、海南大学和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景
观雕塑邀请展”在省博物馆开展。来自全国15个省（市、地区）的60余座景观雕塑齐
齐亮相椰城，吸引了众多市民及游客前来品赏。

这次邀请展是海南首次面向全国征集作品举办的雕塑艺术展览，意味着随本土
雕塑艺术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逐步打响，海南已经具备能力，为全国优秀雕塑作品提供
良好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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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新闻界筹备
成立书画家协会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陈
蔚林）记者今天从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获知，日前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
理事会议决定，设立“海南省新闻界
书画家协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
紧张进行。

近年来，国家和一些省区的新闻
界相继设立书画家协会，为增强新闻
界文化凝聚力、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在筹备
成立的“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
是由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领导，省文
联、省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指导，
全省新闻系统书法家、美术家、篆刻
家等自愿组成的书画专业协会，也是
全省新闻界书画家、书画爱好者为繁
荣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继承中国传统
文化、发展现代先进文化、推进国际
旅游岛建设贡献力量的非赢利性群
众团体。

据了解，该协会的业务范围是，
组织或协同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进
行新闻书画人员的培训工作；举办书
法、绘画、刻字艺术理论研讨、艺术创
作、学术交流、成果展示，比赛和评
奖；提供书画出版、书画艺术咨询服
务；开展民间和省内外及国际书画艺
术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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