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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5日，黄学斌等23
位艺术创作者，组成“找房团”，租下
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街道滨濂南社区
13号的一处155平米的院子，在此筑
梦艺术集聚理想。

这处院子可谓“大隐隐于市”，实
际上就是一间普通民房。除了门上
以及路上有张贴“当代艺术风格”的
海报外，看上去与普通民房并无二
致。

“找房团”是一群生活、工作在不
同领域的艺术实践者共同合租、使用

艺术空间而形成的非艺术团体。黄
学斌说，“找房团”非团体、非机构，其
成员都是迥异而平等的个体，仅以
AA制分担房租的方法在城市里面租
用一间房子，作为创作、展览和讨论
场地。

采访中，透过黄学斌展示的微信
群聊天资料，记者还看到了他们草拟
的求租广告：“求租单房1间，带单独
卫生间，价格600元以下。”

其实，“在这种自发、自治式的抱
团取暖行动中每个人保持着各自的

独立工作。”黄学斌说，“找房团”中的
有些成员，有自己独立的创作空间，
可还是愿意加入集聚。

“艺术家需要集聚与交流。”成员
云胜解释道。成员谢观坤则认为，

“找房团”，是一个以艺术为媒介的自
由团体，无关工作与家庭，让大家在
工作与家庭之外，还有另一个精神归
宿，共同为艺术创作而走在一起。

在尚未形成艺术街区文化的海
南，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创作者们以自
己的方式构建集聚据点。“参与者每

季度自愿分担这个临时共同体的一
份房租，参与者越多则让其他人分担
的房租越少，每个人自由决定下一季
度是否继续参与”，黄学斌说，“我们
每个月房租是800块钱，每个人每月
平摊50块钱，和房东共同使用这个
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既有年轻的艺术
创作者，又有业已成名的艺术家，还
有新诗诗人，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做展
览，交流艺术文化理念，吸引了不少
海南文化人的关注。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海南有零星的当代艺术实践，
却尚未形成良好的艺术生态。”当代
艺术家、海南大学教授翁奋总结道。
在他看来，像“找房团”这样零散的艺
术实践就像是琼岛的艺术种子，虽然
稚嫩，却充满希望，等待着雨水与阳
光的滋润。

以国新书苑为例。国新书苑坐落
于骑楼老街，屹立在长堤路、中山路与
博爱北路交汇处，集艺术展览推广、文
化沙龙、咖啡茶座及图书经营等丰富
内涵于一体。

在负责人马良看来，国新书苑是
海南文化界一个重要的展示、聚集、研
讨、经营平台。“国新书苑最大的一笔

财富是荟萃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准且富
有担当精神的艺术家，通过不间歇的
艺术展览，将他们的最新学术探索不
断地推介给全社会；通过艺术品经营，
让‘艺术走入家庭’成为现实。”

国新书苑可算上是海南艺术街区
发展过程中的“星星之火”。然而，并
不是所有的艺术空间，都有国新书苑
这般资质可发展成艺术街区。

在画家、海南大学教授王家儒看
来，海南目前情况没有足够条件建造艺
术街区。“人口比率低，人们的生活并不
富余，没有多少人往艺术方面消费。”

正如翁奋所提到的“艺术生态”问
题，不少来琼的岛外艺术家都曾坦言，

“由于海南尚未形成成熟的艺术品市
场，很难吸引艺术家前来集聚。”

毕竟，艺术是一个整体，不仅仅是
艺术家个人的事情，与整个社会发展
都有着紧密联系。“艺术是一个社会系
统，要在循环中发展，需要各方面的条
件与支持。”翁奋解释道。

作为国际旅游岛，海南目前还是
靠纯生态的旅游业作为城市的面孔。

采访中，不少受访专家指出海南
不仅没有“海南省美术馆”，还缺少真
正意义上的画廊。“海口过去有开过画
廊，开一间关一间，或变为卖‘行画’
（商业临摹品）或搞画框画材。”知情人
解释道。

当然，不少受访专家认为，这是
海南城市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
会出现的机遇与挑战。“艺术发展不
是一蹴而就的，政府可制定5-10年

的长期计划，将目光放长远些。”资
深策展人丁雪峰建议道，除了国家
艺术基金，像江苏省等一些省份还
设立了省级艺术基金，用于扶持当
地艺术发展。

“这种扶持不仅仅针对本土艺术
家，还要鼓励国内外优秀艺术家、策展
人来海南举办艺术活动。”丁雪峰补充
道，既要重视培养本土人才，又要鼓励
吸引外来人才来琼发展。“当慢慢做出
影响力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海南有
怎样的艺术氛围，自然而然就能吸引
艺术家集聚。”

“艺术这回事，总是开始很小，最
后很大。”翁奋总结道，海南艺术街区
的形成，并非朝夕之事，需要政府、民
众以及艺术家多方的努力与推动。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7月底，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新诗
研究所、《新诗》丛刊等承办的首届“鲁能·山海
天诗歌节”在文昌市举行。孙文波、臧棣、杨小
滨等21位诗人参加。其中，1963年出生的杨
小滨身份最为“特殊”，他来自台湾，曾任台湾
《现代诗》、《现在诗》特约主编，大学就读于复旦
大学，不仅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还是美国密
西西比大学的终身教授。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
曾这样评价他，“有多重面貌，而且面面俱到，他
是华语世界一位最有才情的创作者”。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对杨小滨进行了面对
面的专访，在采访中，对王德威教授这一评价感
同身受，无论诗歌创作、文艺评论还是摄影、装
置艺术，杨小滨均做得有滋有味，且语言幽默，
为人十分有趣。

诗不需要懂，只需感受

有趣的是，杨小滨的文学启蒙读物是《西游
记》。说起《西游记》，杨小滨两眼放光，眼神含
笑地告诉记者，四大名著中，他独爱《西游记》，
这本书充满魔幻想象力，令年少时的他十分着
迷。某种意义上，《西游记》对杨小滨有着深远
影响。他气质综合，不同于大众对学院派学者
的刻板印象，杨小滨身上有种风格独特的“混搭
气质”，他既是学者、诗人，又是艺术家。在他看
来，无论是诗人，还是艺术家，做得好并不难，难
的是有自己的风格。或许，正是基于如此的文
化理念，杨小滨一直在“跨界”，无论是早期从东
方文化，转向西学，还是从诗歌转向视觉艺术，
杨小滨似乎一直永不“安分”。

“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想要超越过去的自
己。”他主持北京文艺网诗歌网刊《诗托邦》的实
验栏目时，做过许多诗歌创新实验，如图像诗、
方言诗和抽象诗等。“任何实验都在于开辟新的
路径，而不在于这些路径一定能通向理想的境
界。”采访中，杨小滨不像多数学者，喜欢用一
些艰深的概念注解自己的作品，他言语幽默风
趣。比如谈到如何理解诗歌，他声称诗是不需
要去“懂”的，只需要去感受。“这就如同恋爱时，
恋人的一颦一笑你未必都懂，但可能都会让你
心跳；甚至，假如意思太明确，缺乏神秘感，也就
失去了恋爱的快感。”也许，对杨小滨来说，人
生的趣味就在于过程。

任何新形式探索都值得鼓励

“任何对于新的形式感的探索都是某种勇
敢的尝试，不管成功与否，都是值得鼓励的。”
这位不走寻常路的“艺术诗人”，在文昌市参加
活动期间随身带了一个白色相机。在许多媒
体报道中，都可以看到他与相机的描述。相
机，似乎已经成了他的最新标志之一。“文字有
文字的魅力，图像有图像的表达方式，这两者
都很吸引我。”采访中，杨小滨不认为他的拍
摄作品，是传统意义上的“摄影作品”。“2001
年左右，我在街头看到很多开锁、招生、办证、
招工的广告传单，然后这个广告又被清洁工或
道德管理人员粉刷、铲掉。这其中包含劳动的
过程，我想其中有动机的痕迹，更有思考的痕
迹。”在他的镜头里，有意识画上去的东西，他
是不会“摄取”的。“历史总是一种在擦拭、涂抹
的过程中显现出别样的图景。”他解释说，“后
摄影”要捕捉的就是被规范的摄影语言所遗忘
和排斥的踪迹影像。

除了摄影，杨小滨还热爱古典音乐。他甚
至会在开会现场，出其不意地吟唱“咏叹调”。
不久前，在《致大海》诗歌朗诵暨颁奖晚会上，他
放声高歌意大利歌剧，引来阵阵掌声。也许，对
杨小滨来说，他并不想局限于诗人、学者等某一
个被限定的文化角色。或许，他只是想做一个
不被定义的思考者，勇于尝试生命中的各种可
能性，去过一种“在路上”的生活。

“跨界”诗人杨小滨：

“不安分”的
尝试最有趣

海南艺术街区，
刚刚埋下一颗种子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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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近年来，海南艺
术新锐群起，一些艺
术家尝试以低廉租
金，入住一些区域作
展览，设画廊，繁荣海
南的艺术生态。甚
至，还曾有艺术家试
图联合打造具有海南
风格的艺术街区。

艺术街区是一个
城市的精神深度，若
是发展得好，将会成
为这个城市的文化之
路的原点和主线。虽
然海南尚未有成熟的
艺术街区，而艺术家
们的尝试与探索，无
疑为海南艺术发展埋
下一颗种子。

提及艺术街区，许多人可能一脸
茫然，但说到北京798，即便非艺术
爱好者，却也对此略有耳闻，大致知
道这个地方很文艺，聚集了许多艺术
家。

“我有一个梦想，在北京建一个
像格林威治村一样的艺术家村，好让
在北京搞艺术的人能有一个自己的
据点儿。”这是作家石康小说《奋斗》
中的男主角陆涛的一段自述，也是许
多艺术家们的共鸣。

基于这样的共识，法国有巴黎左
岸艺术区，上海有莫干山路50号艺
术区，西安有西街238号艺术区。而
海南艺术街区也处于萌芽之中，“虽
尚未形成规模，但位于骑楼老街上的
国新书苑是个可喜的开始。”文艺评
论家、国新书苑负责人马良介绍道。

“除了国新书苑，喜盈门也在有

意无意地打造艺术街区”，一位不具
名的知情人士说，“可惜房租相对比
较高，很难吸引艺术创作者入驻。”

采访中，受访专家格外强调房租
对艺术街区形成的重要性。“海南不
像北京，天然地便会聚集那么多艺术
家，所以发展之初，肯定少不了一些
非盈利的支持。”当代艺术家、海南师
范大学教授马杰解释道。

数年前，马杰曾与朋友一起尝试
建立“海南 798”，可惜苦于资金短
缺，虽然艺术街区名字都已经想好，
却无缘建成落实。“主要是经济问题，
绝大多数艺术家都不太富裕，如果艺
术街区的房租比较高，我们就很难负
担得起。”

以北京798艺术区为例。“‘798’
在初建的时候，房租非常便宜，一天
一平米也就几毛钱，甚至不要钱，这

就吸引了许多艺术家
来此建立工作室。”马杰的说法，也
得到了花道艺术家谢泳春的认可。

数年前，谢泳春也曾联合50名
艺术家，在海南红树林风景区附近找
到合适的地，欲仿造‘798’，建立具有
海南风格的艺术街区。“我们做了很
详细的规划，甚至考虑到在景区附近
建艺术街区，能加值海南的旅游文
化。”谢泳春说。

遗憾的是，无论是马杰，还是谢
泳春，当艺术遇到高额房租，艺术街
区面临着同样的夭折命运。他们不
约而同地表示，人才是艺术发展的关

键，而低廉的房租无疑是吸引人才来
琼集聚的主要方式之一。

“如今的‘798’房租也很贵，于是
许多艺术家又撤到了宋庄。”马杰感
慨道，且不说‘798’已成为北京知名
文化品牌，就连宋庄，随着18年前第
一批中国当代艺术家入驻，渐渐从一
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庄，成为全球人数
最多、规模最大的原创艺术家群落聚
集地。

本土艺术家曾有意打造“海南798”

入驻艺术空间，只要每人每月50元

艺术发展非朝夕事
开始很小，最后很大

重新修缮后的骑楼老街洋溢着浓郁的艺术气息。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国新书苑。

找房团的展览空间。

国新书苑展厅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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