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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体现产业勃勃生机

为了集中展示各自文化产
业领域取得的新成果，来自全国
各地的参展商无一使出浑身解
数吸引客商和观众的目光。绕
开一对舞动的狮龙，赏过一曲灵
动的笙歌，再告别令人忍俊不禁
的“雷锋侠”，占地300平方米的
海南展馆就出现在人们眼前。

大片沉静的海蓝衬得几位
身着黎族盛装的姑娘格外娇媚，
层层叠叠的果香、木香、咖啡香
萦绕着展馆中央的椰子树袅袅
弥漫，走到这里的人们情不自禁
地念出那行标语——“海南，生
活如此美好！”

还有部分客商和观众久久驻
足于展馆一侧，是在等待“芒果
大大”、“骑楼咖啡”等展位的工
作人员为他们切开一只丰盈的
芒果，或是泡上一杯醇美的咖
啡。等候的过程中，他们根据引
导扫描了相关产品的二维码，饶
有兴趣地对其“创意+互联网+众
筹”等新兴经营模式进行了解，
也为其从土特产到创意文化产
品的华丽转身纷纷点赞。

记者注意到，在海南设于深
圳文博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
的专题展位中，海南人熟悉的黎
锦、椰雕、黄花梨同样拂去历史
尘埃，被注入了更多文化和时尚
元素——黎锦织就少数民族歌舞
盛景，黄花梨打造现代家居用品，
椰雕经手机蓝牙遥控竟传出悦耳
歌声，原来是将玲珑的音箱巧妙
地包裹了起来。它们在海南展
馆、展位占据一席之地，利用富有
海南特色的创意文化产品向各地
客商和观众展示了近年海南文化
产业改革发展的勃勃生机。

“传统文化产品经过匠心独
运的创意包装，再通过互联网
的方式进行传播推广，营销业
绩必然可观。”同样从事旅游产
品生产营销的广州采购商廖先
生对海南创意文化产品的生
产、经营模式颇为认同，希望与
其中几位参展商形成长期合作
关系，为自己的产品进行创意
设计和网络推广。

■ 陈清华

近几年来，海南一些地方悄然兴起
传统礼仪，如结婚时要坐花轿、顶盖头。
今年5月2日下午5时10分许，在海口市
南沙路金宇路口10号湘钵钵饭店门口，
一对相恋两年多终成眷属的新郎新娘玩
起了“穿越”：新郎骑着大马、新娘坐着大
花轿，他们用这种复古的方式举行婚
礼。一路上唢呐声声，引来了不少路人
驻足围观。

许多市民对这种低碳的迎亲队伍
表示赞赏和羡慕。新娘由花轿抬到新
郎家，大红的花轿给婚礼平添了几分喜
庆，既隆重气派又让人在喜庆中熏染了
古风，因为花轿文化中浸染着传统文化
的风韵。新娘坐着大花轿，这种复古风
并非简单地“往以前走”，背后折射出人
们在逐步地回归民俗和传统。改革开
放以来，人们的婚姻观也随着时代变迁
而变化。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一首歌，
叫做“跟着感觉走”，那是一种对“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宿命的反叛，爱情的标
准成了“喜欢”，只要喜欢，不管对方出
身和财富。后来看到周围都出现“万元
户”了，感觉爱情仅仅喜欢还不够，还得
要面包，于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和
收音机，所谓的“三转一响”成了最流行
的结婚物件。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
越来越高，“三转一响”不满足了，换成

了洗衣机、彩电、电冰箱“三大件”，然后
又升级为“有房有车”，走到极端之后，
网络相亲红人的一句“宁愿在宝马里
哭，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狠狠地戳中了

“婚姻物质化”的七寸。用叔本华的哲
学来看，给爱情附加的物质欲望越多，
人类越是厌倦。欲望满足之后，紧接着
就开始厌倦。然后会开始寻找新的欲
望。

于是，呼唤真爱回归，成了饮食男女
的共识。最美的时光遇见最好的你。世
上唯美的情诗很多，但最幸福的还是《诗
经》中的这一句——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随着复兴传统文化的大潮，越来越多
的婚礼开始回归传统，重视礼节。加上

“反四风”的开展，社会风气日趋好转，过
去婚礼上那种奢侈豪华也逐渐被人抛
弃。没有豪华车队，没有千人流水席，采
用这种传统婚礼，既张扬了个性又有文化
内涵，不仅复古了中华文化特有的喜庆氛
围，而且也符合当今低碳环保的理念。

结婚流行坐轿子，这是个可喜的
现象。在汽车社会，多豪华的车都已
经 司 空 见 惯 ，八 抬 大 轿 却 是 稀 有 之
物。正如一新娘所说，“坐轿子一辈子
只能坐一次，坐车不一样”。再说了，
有的新娘新房和她的父母就在一个小
区，再用花车去接，还没发动呢就到家
门口了，何必呢？直接用花轿抬新娘，
浪漫又有文化内涵。

请新娘上轿呼唤传统回归

近日，颐和园内圆朗斋和瞰碧台的7幅廊头
画，被发现有人为刻画的痕迹。上面不仅有“某某
到此一游”的字样，还被画上了一只兔子。

圆朗斋和瞰碧台是两座卷棚硬山顶建筑。两
座古建均面阔三间，在东西两侧的山墙上挂着7
幅廊头画。画上没有落款，内容以人物、山水、花
鸟为主。7幅画均有不同程度的刻画痕迹。如一
幅鹰立山间的图上，刻着“江南第一刀”、“某某到
此一游”的字样。另一幅荷花图中，被画上了一只
正在奔跑的兔子。而在一幅仕女图中，人物的面
部、衣服已被刻画得模糊不清。

一名在瞰碧台内值班的工作人员表示，不清
楚廊头画的来历，“听说是文物”。该工作人员称，
圆朗斋和瞰碧台的位置比较偏，平时很少有游客
来此，“（刻画痕迹）很久以前就这样了”。

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在看了
现场照片后判断，这7幅廊头画应是文物。

颐和园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圆朗斋和瞰碧
台的廊头画确为文物，但不清楚作画时间。

“画上被人涂鸦的痕迹是以前留下来的，不是
近期的。”该工作人员说，因为廊头画的材质特殊，
而且上面有很多历史信息，如果擦除涂鸦可能会
对彩画造成第二次伤害。他们正和专家探讨修
补、保护这些画作的方法。 （法制晚报）

颐和园7幅廊头画遭涂鸦

荷花图被画上兔子

文博会上一抹“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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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由长江文艺出版
社出版，入选诗人有自五四以来两岸三地的300
多位诗人。包括最近几年颇引争议的“羊羔体”、

“废话体”等代表诗人，竟与胡适、鲁迅、周作人、
郭沫若、徐志摩、余光中等经典作家并列上榜，令
此书更具争议性。有批评者认为，此书漏掉了一
些重要诗人，选入了一些不该入选的诗人。

作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诗歌出版项目，该
套丛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程光炜担
任主编，目前活跃在国内外的30位中青年诗评家
担任编委，共分30卷，收录了从五四新诗发轫到
新世纪以来的300余位诗人、共计1万多首优秀
新诗作品。 （羊晚）

《中国新诗百年大典》出版

“羊羔体”“废话体”
入典引争议

一幅廊头画上，有“江南第一刀”、“到此一游”
的字样。

《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在哪？曹雪芹一生
是否只写了一部《红楼梦》？他在北京香山的故居
是如何被发现的？为纪念著名文学家曹雪芹诞辰
300周年，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近日做客
复旦大学，在以“曹雪芹故居发送的历史信息”为
题的讲座中，他抛出了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在场观
众浓厚的兴趣。

胡德平说，在《红楼梦》中，作为小说主要人物
的活动和重要情节的展开场所，大观园是一个重
要的存在。胡德平认为，如果说书中的大观园确
有现实中的原型的话，那可能是京郊的圆明园，或
泛指皇家园林的三山五园。

44年前，有人在北京香山发现了“正白旗39
号”老屋中的题壁诗。当时，这老屋内居住的是北
京二十七中退休语文教师舒成勋夫妇。1971年4
月4日，舒成勋的夫人陈燕秀在挪动靠墙的木床
时，将墙上的白灰刮下一块后发现，脱落墙皮内另
有一层墙皮，而且内侧墙皮上似乎还有着斑斑的
墨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慢慢将外层的墙皮
揭了下来。结果发现，60%的墙面上都写满了字
迹。其中写在墙面正中央的菱形对联最为引人注
目：“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
散世间多。”横批：“真不错。”这与传说中的鄂比赠
曹雪芹的对联基本一致。这一重大发现在学界乃
至整个华人圈引发了一场“地震”，学者考证此建
筑是曹雪芹晚年生活和写作的地方，它也成为日
后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的所在地。 （文汇）

胡德平谈《红楼梦》：

大观园的原型
或为圆明园

羊年的脚步匆匆走过
小半，深圳市也迎来了真
正火热的夏天。

连日来，走在这座城
市的大街小巷里，总能听
见来自各个新闻频道的
争相播报：“为期5天的第
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已
经启幕，共有来自国内外
的政府组团、企业和机构
参加，参展商数量再创新
高……”

不断壮大的参展队伍
当中，有76家企业和8个
社会组织来自海南，以其
独有的热带元素、文化氛
围和现代气息吸引了客商
和观众。

学习借鉴提高参展水平

叫好声中，也有客商和观众普遍
反映，尽管这几年海南创意文化产品
在深圳文博会上崭露头角，但其中的
创新能力和科技含量相较于其他省
市仍有较大差距，表现和展销的形式
也不够吸引眼球。

以内蒙古展馆为例，其参展商以
现代化高科技虚拟数字内容展示技
术和互联网手段，建立了蒙古族文化
遗产原创虚拟数字库，将历史人物、
服饰和器具、战车和兵器等内容通过
3D建模技术生动还原，带给受众不
一样的感官享受。

激发了客商和观众的投资欲、购
买欲，还要为他们提供多样便捷的投
资渠道。在部分省市的众筹馆内，人
们可以通过扫描众筹二维码在现场
就对文化产品进行线上支持，实现了
文化产业与互联网以及传统产业的
跨界融合。

同样值得借鉴的是，贵州参展商
为了引导客商和观众对“多彩贵州
街”展区进行充分了解，还免费发放
了一套代表“过去”“现在”“未来”的

“多彩贵州明信片”，按照规定集齐馆
内企业印章者即可获得神秘大礼。

海南参展商胡瑞芸颇有感触：
“相较于部分参展经验丰富的省市地
区，我们进步的空间还很大，本土文
化元素没有被充分利用和推介，产品
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应用和包装。就
拿沉香等珍稀木材来说，大部分参展
商带来参展的还是原材料，对其应用
性产品开发不多、展示不够，与往年
参展的产品相比突破性也很小，不能
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推陈出
新。长此以往，海南展馆又怎么留住
客商和观众青睐呢？”

“应该说，每个参展省市确实都
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几天来，
海南省文体厅市场产业处调研员钟
海城只要有空闲就会到其他省市的
展馆、展位参观学习，提前为下一届
深圳文博会的布展工作做备战功
课，“本届海南展馆、展位虽然占地
面积可观、结构简单大气，但布局应
该更为紧凑、精致和专业，未来我们
会不断改善这些细节，争取让展馆、
展位的资源更为集中、信息量更加
丰富。”

产业发展从中取得真经

深圳文博会举办至今，海南代表团已
经连续多届参与其中。人们不禁要问，参
与深圳文博会能为海南文化产业带来什
么？

本届深圳文博会正式开幕的前一天，
海南代表团就从前方传来喜讯——在海
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文化产业重点项目
推介会暨签约仪式上，海南的9个文化产
业重点项目实现现场签约，合作金额约人
民币21亿元。接下来的几天同样捷报频
传，一个个产品展位销售额度屡创新高，一
项项文化产业项目落锤定音，海南从文博
会上收获了直接实在的利好。然而，真正
谈起收获，海南代表团的组织方、参展商给
出的回答要比经济利益丰富得多。

创立三亚漫盟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的“85后”海南参展商周智延因两次参加深
圳文博会，以海南青年漫画家的形象为人们
熟知，并借助通过这一平台提高了知名度，
仅今年以来就有两部作品分别与腾讯漫画、
网易漫画进行签约，实现了海南动漫界与国
内知名网络漫画机构的首次合作。其中，
《老师是无赖》在腾讯网动漫板块连续长时间
占据新作上升排名首位，阅览点击量已超过
数百万次。本届深圳文博会上，他带来了
更多漫画新作和周边，“希望本届深圳文博
会同样能为公司带来好运气、好前程。”

还有部分海南参展商带来的产品大多
不做销售，仅仅为了展示海南文化产业发
展的新动向、新风貌。参展的“海南吗
哪·伊甸文化创意园”项目展位展出了多个
利用树枝、砂砾、椰壳、陶罐等在海南随处
可见的原材料组合而成的装置艺术品，相
较于人们常见的精致椰雕、黎锦别有一番
质朴的风情。在一旁用海南沉香粉“打香
篆”的胡瑞芸则以闹中取静的方式展现了
海南渊源流传、日益兴盛的香道文化。

刚刚完成三亚市文化产业重点项目
推介，并见证多个项目现场签约的三亚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苏告诉记者，除了
文化产业项目参展商，海南省及市县的宣
传、文体、商务、旅游等相关部门同样十分
重视参与深圳文博会，每届都派出主要负
责人随团前往调研、学习，从不同的职能
角度了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和前景，
为制定下一步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
积累了良好科学依据，“可以说，深圳文博
会不仅提供了无穷商机，也为参展省市的
文化产业发展明晰了方向，带来了无限可
能。”

■ 南国都市报记者 吴雅菁

记者从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
奖广州执委会获悉，“梅花”即将飘
香广州。5月16日下午2时，海南
琼剧后起之秀、国家一级演员符传
杰将和海南省琼剧院的团友们一
起，在广州友谊剧院参加第27届中
国戏剧梅花奖现场竞演。届时，海
南新编历史琼剧《海瑞》将吸引大批
全国各地的戏迷前往观看。

据了解，中国戏剧梅花奖是经
中央宣传部批准设立的中国戏剧表
演艺术最高奖，是目前中国最有影
响力的戏剧竞演活动，每两年一评，
旨在表彰在表演艺术上取得突出成
就的中青年戏剧演员。该奖始创于
1983年，已分别在北京、浙江、四川
等地举办了26届，历时32年。30
多年来，共有 634 人获得了梅花
奖。这些获奖演员活跃在中国各
地，成为戏剧战线上的主力军。梅
花奖活动每届分成两个片区，第27
届由绍兴和广州两个城市承办。

“我一直演小生，为了海瑞这部
剧，我受重任演老生，压力可想而
知”，符传杰说，海瑞是官员形象、性
格刚正、为官清廉，他每一个动作、
表演都要融入人物性格，甚至走路
姿势、力度，都有严格要求。光是

“捋髯”这个动作，省琼剧院一团团
长兼小生演员符传杰就苦练了三个
月。

“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长留社
稷身。”《海瑞》自2011年开始构思
策划至2013年元旦首演，前后创作
历时两年之久，获文化部、我省多部
门大力支持。该剧是继琼剧《下南
洋》后的又一琼剧力作。其以历史
人物海瑞为原型，以海瑞与胡宗宪
之间的戏剧冲突为主线，通过讲述
海瑞与胡宗宪的持续纠葛、同鄢懋
卿之流的坚决斗争、对嘉靖皇帝犯
颜直谏等系列故事，揭露了古代官
场的各种丑陋现象，展示了一个两
袖清风的清官形象。

2013年，《海瑞》在海南18个
市县巡演。“我感到了基层群众火热
的情绪，虽然大家疲惫不堪，甚至嗓
子发炎，但大家还是坚持唱下去！”
符传杰说，演出结束时，常有老戏迷
满眼泪水，握着他的双手说不出话
来。

演绎的过程，也是不断探索和提
升的过程。在演出后，符传杰会总结
演出中遇到的困惑和想法，再和编剧
郑怀兴、导演石玉昆沟通，提出一些
修改建议。而对于琼剧艺术的不懈
追求，符传杰还有自己的故事。

符传杰说，他以感恩之心回首
从艺之路，对他影响较大的老师太
多，如传授琼剧表演艺术的邓成居
老师、胡蝶老师、李桂琴老师，教把
子功的郑振发老师，他还特别受到

“千面小生”梁家樑等琼剧名家的悉
心指导。

“我的老师们把我引上了艺术
之路，我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把琼
剧艺术传承下去！”符传杰说，冲击

“梅花奖”，是他的一个心愿，也承载
了我省文艺界的殷切希望，更能激
励更多未来的海南琼剧新秀。符传
杰期待，通过发扬创新久远流传的
琼剧艺术，能在广阔的中国戏剧舞
台上，唱出更具影响力的唱腔，在梨
园中闯出一片新天地。

已举办十一年的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参展商再创新高，参展队伍中，有76 家企业和8个社会组织
来自海南，以其独有的热带元素、文化氛围和现代气息吸引了客商和观众。但叫好声中，也有客商和观众普遍反映，尽管
这几年海南创意文化产品在深圳文博会上崭露头角，但其中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含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琼剧小生符传杰欲摘“梅”

A B C

符传杰在《海瑞》中扮相。
由省琼剧院提供

文博会上海南展厅的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