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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辅政堂”二代传人霍
毅和三代传人霍筱薇将部分家传典
籍捐献给海南省图书馆。海南名老
中医霍列五一生收藏了大量的中医
典籍，“辅政堂”藏书鼎盛时期多达
十万卷，此次上百卷的捐赠中包括
中医古籍暨民国文献29部30册，解
放初期期刊2种5册。捐献藏书中，
《鼠疫汇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
鼠疫专著，既是中医古籍，又是珍贵
的海南文献。

对海南省图书馆来说，作为省级

公共图书馆，除了向全省读者提供图
书借阅服务，它还承担着收集海南地
方文献资料的重任。所以，除了“坐
等捐书”，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还会
主动做一些古籍普查工作，深入海南
各市县收集地方文献资料，让各地的
史志办捐赠相应图书典籍，以丰富馆
藏，满足读者需求。

每家图书馆都有各自收藏使命
与特定藏书取向，比如高校图书馆的
藏书就偏重于学术性与专业性，将过
于通俗的读物捐赠给高校，虽然心意

难得，但并不能使捐赠的图书利用率
更高。其实，比起省图书馆、海大图
书馆、海师图书馆，一些私人图书馆、
社区图书馆更需要大众的支持。

一方面，像海南省图书馆的基
础馆藏已趋近饱和，爱心读者、各大
出版社、基金会等社会团体仍捐赠
不断。但另一方面，一些小型的社
区图书馆因经费紧张、捐赠源过少，
导致他们藏书匮乏，运营发展艰
难。“我们想在海南贫困地区建立图
书馆，但个人的力量很微薄，发出的

声音也很微弱，不知道怎样才能让
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诉求、集聚起
大家的爱心。”爱心人士富荣校有意
建立图书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却苦
于捐赠源有限。

因此，相关人士建言：与其“旱的
旱死，涝的涝死”，想各种办法利用饱
含的捐赠图书，不如完善图书捐赠机
制，让各大图书馆明确职能与受赠范
围，引导民众的捐赠方向，让不同的
图书馆各司其职，让小型私立图书馆
也能享受到图书捐赠的红利。

引导公众捐赠方向，让图书捐赠物尽其用

观察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不久前，琼籍徽学专家叶
显恩教授将8000册家藏图书
全部捐赠给海南大学图书
馆。6月10日，海南名中医霍
列五后人将部分家传典籍，捐
献给海南省图书馆。

“书藏于私，不如藏于
公。”向公共图书馆捐赠图书，
早已是有识之士的一种优良
传统。

1984年起，美籍华人林
汉生教授不辞辛苦，在美国发
起为海大捐献图书的活动，征
集到了1.8万册原版外文书籍
给海大，价值50万美元；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至
今保存着海南著名侨领郭云
龙、郭巨川、郭镜川父子家藏
的珍贵图书273种总共1656
册，以及知名人士石光瑛先生
捐赠的208种1257册古籍；

海南省图书馆建馆伊始，
开馆当日的30万册藏书中，约
有一半来源于社会各方捐赠。

回顾海南省图书馆、海南
大学图书馆、海南师范大学图
书馆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
到，这些图书馆馆藏起步阶
段，馆里的图书大多数来自社
会捐赠，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捐赠，就没有图书馆”。

从海南大学图书馆提供的近十
年的捐赠数据来看，除了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学者、作家等文字工作
者一直是图书捐赠的主力军，他们有
时会选择捐赠自己的著书，有时则会
捐出部分藏书，数量多则几百上千
本，少则几本几十本。

海南省图书馆也会每月定期公
布上月的图书捐赠情况，在其官网公
开的数据中，捐赠情况一目了然，除
了团体捐赠，大多数私人捐赠都以零
星的散户为主，像中央党校教授金春
明、李振霞伉俪累计向海南大学、海
口经济学院捐赠图书近7000册，叶
显恩教授捐赠8000册图书的情况，

其实在私人捐赠中并不常见。
“学者比较喜欢向大学捐赠图

书，大学也很欢迎学者捐赠，因为他
们的藏书多是用于研究的专业书籍，
且会有部分手稿，具有一定的史料价
值。”据海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闫金
玲介绍，不少教授退休前，都会选择
向大学捐赠图书，数量有多有少，像
海大教授王春煜就曾向海大图书馆
捐赠过500余册图书。

“参加赠书仪式，有点像家长参
加子女婚礼。”金春明、李振霞夫妇
用“嫁女儿”来比喻“捐赠图书”。对
学者来说，终日与书为伴，藏书凝聚
了他们一辈子的心血，等老了的时

候，捐给图书馆可以使更多的人受
益，他们“一方面为女儿找到如意郎
君、合适人家而高兴；同时，又为养
育多年的心爱女儿从此远离家门，
而有点依依难舍之情。”

“学者把著作、藏书捐给图书馆，
不是为了图书馆能给他们什么回馈，
而是为了自己的思想、作品可以流传
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敬畏之心对
待捐赠人，好好善待他们的作品。”海
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陈平殿感
慨道。如他所言，一些学者、作家专
著作品出版后，会主动跟图书馆联
系，寄数本给不同的图书馆收藏，以
让更多读者可以阅读他们的作品。

学者一直是图书捐赠的主力军

“没有捐赠，就没有图书馆。”陈
平殿坦言，海南的图书馆几乎都靠

“捐赠起家”，过去经费不足，出版物
不像现在那么丰富，社会捐赠充实了
各个图书馆的“家底”，如今即便有一
定经费，但许多高质量藏书也多依靠
捐赠，“这是有钱也未必能买到的”。

且不说海大图书馆的“镇馆之
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
务印书馆出版）是吴乾华先生赠送
的、馆藏（明）崇祯刻本《大学衍义补
一百六十卷首一卷》也是丘濬后裔
丘程光先生赠送的，就以最近叶显

恩教授捐赠的8000册书籍来看：其
中有2000余册线装古籍，多为地方
史学、海南学、经济学研究的文献资
料，这些文献资料非常完整，研究价
值高。

《四部丛刊》《金瓶梅》《康熙字
典》等珍贵古籍也在捐赠之列，仅
《康熙字典》就有几个版本，还有海
南大学没有的四库全书版本。“叶显
恩教授捐献的线装书《金瓶梅》，上
世纪 50年代新华书店在全国仅有
500本，可谓‘一书难求’，恰有好友
相赠，叶显恩教授将此书珍藏至

今。”闫金玲去广州数日，才将捐赠
书籍悉数运回。

“‘灰色文献’是许多大学图书馆
非常看重的馆藏，而这些基本全靠捐
赠。”陈平殿所说的“灰色文献”，是指
诸如家谱之类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献
资料，他认为，作为地方高校，海师图
书馆一直将整理地方文献资料视为
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甚至还专门建立
了海南文献室。

海南文献室中有海南各地区方
志、文史资料及历代琼籍人士著述的
诗、文、杂记等，除了广东省立图书馆

和台湾国立图书馆外，该馆在收藏海
南地方古籍文献方面名气颇大，满足
了特定读者群的特殊需要。“这些宝
贵的图书绝大部分为当时的热爱海
南文化教育的人士所赠，没有他们的
无私支持，便没有我们今天可以称得
上是丰富的馆藏。”陈平殿说。

“书藏于私，不如藏于公。”在许
多图书馆工作人员看来，公共图书馆
有更专业的图书管理人才，能够更善
待这些珍贵资料，使之发挥出应有的
价值，让珍贵典籍回归图书馆才是他
们最好的归宿。

没有捐赠，就没有图书馆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一个情结、一个梦想的力量有多
大？

6月14日、15日晚，由中央歌剧
院、海南省委宣传部和海南省文联联
合出品的民族歌剧《红色娘子军》唱
响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舞台。4000余
名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让该歌剧最
早的创作者——省文联专职副主席、
音乐家王艳梅感受到了圆梦的喜
悦。回忆创作历程，王艳梅在接受本
报记者专访时称：“歌剧《红色娘子
军》是一场创作的苦旅。”

“这部作品亮相国家大剧院，无
疑是一个最美好的抵达，然而这条
路实在太艰苦而漫长了，从最初的
起步算起我们整整走了六年。”王艳
梅说：“一个重大文艺项目如果源于
上层的规划设计，无疑先天营养充
沛，必定得以健康迅速成长；但若只
源于你的一闪念和愿望，源于你心
底萌发的一个梦想，事情就不那么
轻而易举了。”

童年时，操场上放映的电影《红色
娘子军》让王艳梅记住了这支勇敢的

娘子军队伍，同时让她知道了海南岛，
主题曲的旋律更是从此印在了心间。

“若干年后我来到海南，听说了更
多关于那段艰苦岁月的动人故事，被
这一切深深打动，可起初并不知道自
己要为此做点什么，只是不断地写出
关于凭吊、缅怀与追寻那段时光的歌
曲，例如《找寻当年》《永远的丰碑》
等。”

2010年末，王艳梅在长沙观看了
红色经典歌剧《江姐》。在返回海南的
飞机上，这位曾写出海南音乐名片
——歌曲《永远的邀请》，并一直在围
绕“海南”创作的音乐家忽然感到心底
的那个梦变得愈发清晰。

“一回到海南，我就投入了歌剧
《红色娘子军》的剧本改编和部分场次
的音乐创作工作。没有经费支持，又
要想听效果，只好将完成的部分场次
唱段作为音乐会节目先后排入2011
年底及2013年底举办的海南文艺界
新年音乐会的演奏曲目中。”

随之而来的观众好评与媒体关注
让王艳梅坚定了无论如何也要在这条
创作路上走下去的决心。2014年，她
在一次会议上借机谈起了这部歌剧创

作所面临的困境，也由此得到了文化
企业的支持。

“当时钱不多，但足以启动这部
剧的创作。”她说。在时任省文联主
席张萍支持下，该歌剧创作得以正式
立项，并组建了由国内优秀词曲家朱
嘉禾、王持久、陈道斌等人组成的主
创班底。

2014 年 6 月，主创人员深入琼
海、定安、琼中等地，走访故人故地搜
集考察史料，了解琼崖革命战争中发
生的历史史实。“不少真实的故事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将其进行
了改编，融入了歌剧。”

2014年12月底，王艳梅和作曲
家朱嘉禾深入到海南腹地琼中黎族村
落采集当地音乐素材。

“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全村人聚集
在村里的土坝上烧锅煮饭摆酒招待我
们，村民们端起盛满山兰酒的酒碗就
开唱，兴致越唱越高，山歌越唱越多。
通过这次环岛采风，我们采集了大量
的海南民族民间音乐素材，从中挑选
提炼人物音乐，设计场景音乐，对剧本
唱词反复斟酌修改。”

在主创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六幕

歌剧《红色娘子军》于2015年10月全
部创作完成。2016年春天，由中央歌
剧院导演、国家一级导演王湖泉执导，
海南省歌舞团担纲演出的民族歌剧
《红色娘子军》在海口迎来了实验性首
演。演出也得到了中央歌剧院的高度
关注，在海口完成演出后，海南省文联
与中央歌剧院高端嫁接，借船出海，双
方将此纳入“央地合作”项目的动议
一拍即合。

中央歌剧院邀请著名剧作家欧阳
逸冰担任文学指导，组织原主创班底
对剧本做进一步修改打磨。“精益求

精，让故事更曲折、旋律更优美，同时，
让海南元素更突出。”

省委宣传部的支持，省文联的推
动，项目合作终于结出硕果。王艳梅
说，作为主创班底中的海南代表，她一
直在努力让这部红色经典彰显海南风
采，传播海南文化。

“我很自豪也很感激我生活、并
深爱的这片土地上创下了‘琼崖革命
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历程，造就
了这样一支传奇的娘子军。希望自己
能为它写下更多讲述海南故事的旋
律。”王艳梅说。

民族歌剧《红色娘子军》主创王艳梅谈创作历程：

六年苦旅 再塑红色经典

寻找传统文化的
“打开方式”

让龙袍亮起来、让建筑动起来、让瓷母时尚起
来……在刚刚过去的“中国自然与文化遗产日”，
北京故宫博物院以一系列有趣有料的活动，吸引
了不少人走进传统文化、走进艺术现场。

在很多网友眼里，故宫是个神奇的存在，常引
来感叹：“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故宫！”它既是“感觉
自己萌萌哒”的雍正皇帝表情包，也是纪录片里技
艺精湛自得其乐的大国工匠，当然，它还是那个历
经600年风雨的明清两朝紫禁城、年客流量1600
万的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故宫也曾在公众面前
遭遇尴尬，如今却能华丽转身，在互联网上主打造
物之美，兼顾攻略之实，还时不时跟256万微博粉
丝互个动卖个萌，你来我往好不从容。

社交媒体的经营，绝不仅仅是“公关”。通过
互联网，故宫不仅赢回了面子，更重建了公共博物
馆与公众的具体关联。环顾四周，一些博物馆给
人的印象是陈列呆板，讲解套路化，缺乏互动，于
是恶性循环，愈显门前冷落鞍马稀。加上服务意
识欠缺、管理水平不足，使得那些博物馆脱离了跟
公众生活的联系。这样的难受劲，故宫也不是完
全没有体会过。

一旦接通互联网，绑定了活生生的粉丝，就再
难“目中无人”了。也正是从接通社交媒体、虚心
面向公众的那一刻起，人们逐渐看到了故宫越来
越凌厉的攻势：博物院开放面积比例从2012年的
48%一跃为2016年的76%，接连推出了虚拟现实
体验、数字化微信平台、“韩熙载夜宴图”“每日故
宫”等多款手机应用……多层次、多渠道地有效面
向公众，人们发现，故宫找到了传统文化的“正确
打开方式”。

这个“正确打开方式”不只是与公众简单互
动，而是让传统文化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变“黏
稠”。在更多层次的共享中，传统文化的形态实现
了丰富和再造，故宫已经不再只是那个北京城中
轴线上72万平方米的皇家院子，它在云端，在数
字博物馆里，在创意用品中，更为重要的是，它已
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从皇家私藏到国家所有，
再到多层次、多渠道的社会共享，在故宫文物面
前，人与物的关系也发生了分明的进化，早已不再
是“天下至宝，尽归帝王家”，而更加接近共有共享
的理想。

其实，传统文化就像一个生命体，只有跟人建
立了紧密的共生关系，才能不断进化。

那些古代典籍、历史文物，不只与古人有关，
更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有关。从纪录片《我
在故宫修文物》引发年轻人追捧，到“石渠宝笈特
展”成为舆论热点，都说明传统文化在与现代人共
生共长的过程中，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故宫的
成功转型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更是心灵的、文化
的，它说明只要融入现代人蒸腾的生活，传统文化
就能再发新芽。 （据《人民日报》）

海南民间图书捐赠渐成气候

图书馆
大多来自捐赠

家底家底

日本动画师
生存状况引关注

近日，日本知名动画工作室吉卜力的一系列
动作引发了业界关注。先是7次退隐又宣布复出
的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再次宣布复出，将携手制
作人铃木敏夫共同完成长篇新作；再是吉卜力工
作室宣布基于《天空之城》《千与千寻》《龙猫》等经
典动画打造吉卜力主题公园。然而，宫崎骏或许
没有想到，这一系列大动作却被一则招聘广告抢
去了风头。

宫崎骏在2013年制作完成《起风了》之后宣
布退隐，并解散了吉卜力动画制作部门。现在为
了制作新的长篇动画，又不得不重新招兵买马，招
聘电影动画师。在吉卜力发出的略显冗长的招聘
广告中，对工作岗位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包括工作
地点、任职要求等，同时强调不限国籍，只要精通
日语，便可提交应聘申请。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业界关注吉卜力起
用新电影动画师制作新作将面临诸多困难时，社
交媒体上不少外国人却被月薪20万日元（约合
1797美元）的细节震惊。有网友评论称，自己也
是动画师，这样的薪资待遇让他难以接受；还有人
称，东京生活成本很高，吉卜力作为大企业给出这
样的薪资待遇让人寒心……然而，对于这一薪酬，
日本网友则显得非常平静——“事实上，20万日
元的月薪已经比很多日本其他动画公司要高很多
了。”

据报道，以动画产业扬名世界的日本，有着许
多凭借自己对动画的热情积极从事创作工作的艺
术家，正是他们撑起了日本动画产业，然而，他们
的才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收入微薄。皮克
斯动画设计师格兰特·亚历山大也曾对日本动画
同行表示同情，称日本同行的工作环境实在太残
酷了。他们除了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外几乎没有
其他的社会活动，就像与社会切断了联系。

（据《中国文化报》）

金春明、李振霞夫妇累计为
海南捐赠图书近7000册。

叶显恩教授（右）将八千余册
藏书无偿捐献给海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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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歌剧《红色娘子军》剧照。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