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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平

若只是单纯路过，很难想象在万
宁石梅湾这个地方，会隐藏着一家建
筑面积680平米的社区书屋。走进万
宁市石梅湾旅游度假区内，跟着指示
牌走，不一会儿便能到凤凰九里书屋：
随处可见的绿植使这里的空间舒适、
精致。推开南面的窗子，潮湿而清新
的海风扑面而来，吹得桌上的书沙沙
作响。

7月29日下午，凤凰九里书屋内，
几名读者正靠坐在馆内的座椅上。他
们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听课”。“在电
视剧《我的前半生》中，如果婚内出
轨，某一方提出离婚，司法实践中，法
院真的会判决离婚吗？司法实践中怎
么认定婚内出轨？在电影《我不是潘
金莲》中，“假离婚”能否撤销？在电视
剧《人民的名义》中，侯亮平为什么不
好“直接接触”蔡成功？”伴着轻音乐，

在凤凰九里书屋，律师丛赫正从影视
剧当中为读者解读法律，并为读者推
荐了《万历十五年》《卡尔威特的教育》
和《三体》三部曲。

凤凰九里书屋店长陈润崛向记
者解释，丛赫是书屋 08期“最美守
望者”。凤凰九里书屋每周都有一
位热爱读书的“守望者”老师，陪伴
读者一起读书，推荐书单，举办读书
分享会或主题文化沙龙。“最美守望
者”工作为期一周，在这七天里，“最
美守望者”可以向读者推荐自己喜
欢的书，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与
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品书、论书，探
讨兴趣话题。

丛赫7月初从单位内部宣传海报
上得知凤凰九里书屋招募“最美守望
者”一事。她给记者讲起报名的初衷：

“7月份我刚好有假期，想来海南度
假，自己又很喜欢读书，多种原因一结
合，就报名了。”

7月23日，丛赫从沈阳乘飞机至
海南，在海南待了一周。带着初心前
行，丛赫于山海中寻找温暖内心的力
量。她说：“法律是生活的百科全书，
它告诉我们处事之方、待人接物之法、
安身立命之道。我认为作为一个普通
的公民，唯有知法才能守法，唯有守法
成为一种习惯，社会才能更和谐，人生
才能更平安。”

问起当“守望者”的感受，丛赫说，
“这一周，我感觉就是书屋的主人翁，
在书屋整理书、跟读者交流……感觉
非常充实。与读者交流，感觉双方都
有所收获。”

丛赫只是“最美守望者”其中一
位。目前，已有数位“守望者”来凤凰
九里书屋感受“书海”与山海的自然默
契，守护书屋的精神疆域。

在陈润崛看来：“来书屋的读者，
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凤凰九里书屋，有浩瀚书海，更

有良师益友；不仅是为了人与书的相
遇，也是人与人思想的相遇与碰撞。
书屋尽可能地为读者找到好书，为读
者提供更好的读书场所和交流的平台
……这里是一个荟萃思想精华，提高
文化品位，开阔人生视野，充满生活情
怀的海边心灵栖息地。”

正如陈润崛所言，如今，凤凰九里
书屋已不仅仅是一个书屋，正逐渐成
为一个文艺的、复合式的特色文化休
闲空间，成为许多城里人、石梅湾社区
居民、背包客、骑行者和自驾游客们心
之所驰的目的地。

采访中，凤凰九里书屋所有员
工表达了他们的期望：让更多周边
居民和游客热爱上读书。“对于凤凰
九里书屋，我们更重视山海书屋人
文情怀的塑造与付出，全民阅读的
推广和普及，所以我们一直在投入，
只希望在这个时代，能带动更多的
人喜欢上读书。” 凤凰九里书屋

万宁新型社区书屋：

心灵栖息地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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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雕刻刀、一双聚精会神的眼
睛、一双灵动的双手，一个个大特写
镜头传递出了椰雕艺人吴名驹的工
匠精神。导演李明告诉记者，《椰壳
新生》算得上是纪录片中的艺术片，
每一个镜头都显示出传承人的艺术
追求与作风。

片子中有一个香炉飘香，云雾缭
绕的画面，摄制组为求最好效果，在
狭窄的小阁楼上从多个角度，透过不

同层次的光线，拍摄了十多遍才满
意。

解说词中未提一个“好”字，全片
却通过椰雕作品背后故事等丰富内
容加上画面的精美来表现海南独具
特色的民俗风情与地域文化。

以“匠心”拍“匠心”，在《缬花黎
布》中，主创人员以航拍展示美丽海
南，记录千人织锦大赛，这样的恢弘
画面之后瞬接传承人的织锦特写，两

个画面的转换在给观众带来视觉冲
击的同时感受到细腻人文与浩渺自
然、悠长历史间的交融。

昌江石碌镇保突村的黎族妇女
们要赶在“三月三”之前烧制陶器，为
了拍摄好这一过程，央视拍摄团队与
海口团队进行高密度的连续拍摄，在
拍摄的那几天几乎每天都是凌晨三
四点就赶早拍摄。

虽然拍摄过程充满艰辛，但令

团队欣慰的是，随着近年来我省对
文化事业的重视，大家在拍摄中能
够明显地感觉到村民们的配合度提
高了很多。

一番付出，收获的不仅仅是前前
后后共20集的海南非遗题材纪录
片，更重要的是，项目团队为海南非
遗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影像与文字资
料。这些资料对日后学术研究、展览
举办等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镜头艺术彰显工匠精神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吴可丽

海南非遗纪录片登陆央视展示民间工艺

帧秒之间蕴匠心

特写镜头之下，黎族妇女
捏制着陶土，略显粗糙的双手
游走在陶土之上，有力道、有
温度。如此展示细节的镜头
在这集近40分钟长的《原始
黎陶》纪录片中还有许多。对
于妇女们来说，已是平淡无奇
的制作过程，被编导和摄像师
们准确地捕捉出一个个打动
人心的画面。

2017年 6月，由海口广
播电视台联合中央电视台10
套科教频道共同拍摄的三集
海南“非遗”系列纪录片——
《原始黎陶》《椰壳新生》《缬花
黎布》在央视10套《探索·发
现》栏目黄金时段播出，精良
的制作配合海南非遗的特色
让这三集纪录片在播出后反
响良好。眼下，海口广播电视
台正在为这三集纪录片重新
制作包装，调整为更突出海南
非遗文化特色的三集纪录片，
将于近期在其旗下主要频道
播出。与此同时，海口广播电
视台还在独立拍摄制作同一
系列的另外四集纪录片，预计
将于今年底与观众见面。

是怎样的机缘让这一系
列纪录片亮相央视频道？又
是什么让它收获了观众的好
口碑？该纪录片总导演、国家
一级导演李明讲述了拍摄背
后的故事。

2011年，海口广播电视台节目
导演李明带领团队经过多年的积累
与挖掘后，申请启动了海南“非物质
文化遗产”综合项目。

2013年，团队完成了海南非遗代
表性项目中的“海南军坡节”“祭海”

“斋戏”等37个项目的认真挖掘、整理
和记录工作。整理出珍贵影像资料
13800多分钟、文字60多万字。同时
完成制作了《虎舞》《海南琼剧》《海南
民歌》等13集系列纪录片。

2015年，团队再出发。计划在
已有的13集系列纪录片基础上继续
拍摄7集系列纪录片。有了前面13
集的经验和积累，这一次，团队有了
更大的“野心”。

“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讲述海
南非遗的纪录片登陆更大的平台，
更加有力地传播海南非遗文化。”李
明说。2016年下半年开始，经过团
队近半年多的采访、调研、拟定初步
选题后，与央视频道和栏目多次勾

通，确定了与央视合作拍摄三集内
容，由此，在央视十套《探索·发现》
栏目“手艺”系列纪录片中，《原始黎
陶》《椰壳新生》《缬花黎布》这三部
展示海南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作品先
后亮相。

《原始黎陶》以我省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羊拜亮的故事为主
线，从她的女儿、孙媳妇等人学习制
陶来反映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以及一
代代的黎族妇女对于这一古老技艺

的传承；《椰壳新生》是从海南椰雕
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名驹所制
作的“槟榔盒”和“佳偶天成”两个作
品的故事入手，展示椰雕艺人精湛
雕刻工艺以及椰雕人对这份艺术的
坚守、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缬花黎
布》记录了黎锦纺染织绣技艺中最
富有特点的絣染技艺；以省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符庆香参加 2017年

“三月三”千人织锦大赛表现黎锦的
代代流传。

登陆更大平台宣传海南非遗

虽然，海南目前成系列的非遗纪
录片并不多，但与非遗有关的影像也
并不少。这些影像时常容易陷入展
示技艺等“老生常谈”之中，很难抓住
现代观众的眼球；再者，比起电视剧
这样的大众文化消费品，纪录片这种
记录真实故事的影像作品往往对主
题与展示手法有着较高的要求。

怎样才能把海南非遗讲出新意？
“围绕每一个选题，我们都尽可

能的去讲故事，以此展现这项非遗项
目的历史与传承。”李明介绍，7集纪

录片中每一集都有一个人物作为主
线，努力将历史与文化渗透进一个个
人物的故事中，让观众能够感受到在
漫漫历史长河之中，一个人及其精神
世界所能产生的力度与深度。

晨光初现，画面中微微亮的太阳
光照在羊拜亮家的院落里，简单的开
水煮红薯叶撒些盐就成了健康的美
味，锅里的白粥咕嘟咕嘟的翻滚着
……在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之下，
《原始黎陶》的叙述由此展开。看似
铺垫的画面中实际已出现了纪录片

的主角，这个正在使用的煮粥陶锅正
是羊拜亮老人十几年前自己亲自烧
制的。

片子中，年事已高的羊拜亮时常
坐在一旁指导自己的女儿和孙媳妇制
陶。为了让纪录片显得更加有“厚
度”，主创人员在其中穿插介绍陶器历
史，加入同样是非遗代表性项目——
钻木取火的画面，由一个制陶开始，展
示了工艺过程的同时，反映了当地生
活习俗与海南黎族村落的变化。

纪录片还特意保留了烧制失败

的过程，以此告诉人们坚守一项古老
技艺的不易与珍贵。

在《缬花黎布》中，摄制组跟踪拍
摄了符庆香参加三月三千人织锦大
赛，织造一条筒裙的过程，特别突出
了絣染的过程。804根棉线，几千次
的纹样扎点……解说词如放大镜般
细致地道出每一步工艺，原声态的配
乐渲染了浓郁黎风。在结尾时，符庆
香说要为外孙女织一条筒裙，就像当
年她的妈妈给她织的一样，坚守与传
承于生活细节中变得有力。

巧妙构思 用心讲述海南故事

作家悬赏“一错千金”
被挑错172处要求兑奖17.2万

5年前，作家张一一新书《带三只眼看国人》
由南方出版社发行。他“效仿”当年的阎崇年，微
博悬赏“一错千金”。可是，令人尴尬的一幕发生
了：有人从其书中挑出了172处错误，要求兑现
奖金17.2万余元。而此人正是当年告阎崇年的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白平。然后就像当年的阎
崇年一样，张一一被白平告上了法院。11日上
午，此案在朝阳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张一一，湖南岳阳湘阴人，中国新生代作家，
著有《炒作学》《反红楼梦》《我不是人渣》等。
2012年2月，张一一新书《带三只眼看国人》由南
方出版社发行。

同年3月25日11时28分，张一一在其腾讯
微博公开留言：“为推广和普及中国地域文化知
识，让14亿华人更了解中国各省人不同性格特
点，兹郑重承诺凡挑出拙作《带三只眼看国人》1
个错者即奖赏1001元”。并@了多位媒体人，
称“请各位老师为我作证！”

白平说，他通过媒体得知该消息后遂网购此
书，并从中挑出了大量错误。白平共在书中挑出
错误172处，包括知识性错误、病句、错别字等问
题。根据张一一的赏格，白平应得奖励金
172172元。白平说，他曾与张一一商议领赏事
宜，但未果。为此，他诉至法院要求张一一支付
奖金。

11日上午，白平教授因有讲座未能亲自出
庭，前来开庭的代理律师也正是当年给白平代理
阎崇年案的律师。法庭上，律师提交了张一一发
布的腾讯微博截屏。

针对白平的起诉，张一一的代理律师称，张
一一当初发微博悬赏的目的是为“推广和普及中
国地域文化知识”，虽然没有约定悬赏的时间范
围，但是通过其目的性可以看出该悬赏是有一定
时效性的。

张一一微博是2012年发布的，白平今年才
提起诉讼。律师还称，从张一一悬赏的目的性来
看，白平对于奖金的要求过高，应根据挑错花费
的成本适当调整。

对于172处错误，被告律师也不认可，认为
很多属于白平主观上认定的错误，没有依据。“比
如王闿运的对联是挂在岳麓书院二进院的门上，
原告主观认定‘门脸’就是大门也是不合理的。
如果书中真的有172处错误，出版社是不能让不
合格图书流入市场的。”

庭审最后法官进行调解时，原告律师表示可
以在现有基础上打八折，被告律师却表示只能兑
现一万元。因双方分歧较大，法庭调解未成。

当年，白平为阎崇年《康熙顺天府志》一书挑
出错误909处，索要奖金85万元。但白平最后败
诉了。

作为事件的旁观者，北京广衡律师事务所的
赵三平律师认为，从法律的规定看，如若发布者
是在公开场合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发出了悬赏的
意思表示，悬赏的要约就已经成立，只要有人根
据悬赏的内容达到了悬赏的条件，契约就已经生
效，悬赏人就应该支付承诺的价款。

“当初阎崇年因为是记者写出来的，不是他
在公开场合自己说的，因此白平才会败诉。但张
一一的情况看来并不相同。我个人认为，如果悬
赏广告的内容设定的是条件不是期限，只要符合
条件，索要奖金应该是没问题的。”赵三平也提
醒，如果不能兑现就别轻易悬赏，否则是要承担
后果的。 （北晚）

美国科幻作家蝉联雨果奖

刘慈欣未能续写传奇
世界科幻协会11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

行的第75届世界科幻小说大会上宣布，美国科
幻作家杰米辛获得2017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
奖，中国作家刘慈欣虽然入围但未能获奖。

杰米辛2016年凭借小说《第五季》获得这一
科幻文学最高奖项，今年又凭借同系列第二部作
品《方尖碑门》再次获得该奖项。据悉，其第三部
作品将于本月中旬出版。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系列三部曲的第
一部曾在2015年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
刘慈欣由此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人。时
隔两年后，《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英译本再度
入围最佳长篇小说奖提名名单。

大会还公布了雨果奖其他15个奖项的获奖
者。其中，由马克·费尔古斯和肖克·奥斯特比担
纲编剧、泰利·麦克多诺执导的剧集《苍穹浩瀚：
利维坦觉醒》夺得最佳短剧奖。

雨果奖由世界科幻协会会员每年投票产
生。据悉，本届大会共收到3319张选票，总票数
为该奖历史第三高。

为纪念20世纪著名科幻作家雨果·根斯巴
克，世界科幻协会从1953年开始颁发雨果奖，它
与星云奖一道被公认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两
项世界性科幻小说大奖。 （新华）

《土法制糖》传承人吴奇珍（左
三）给年轻一代讲工艺传承。

在骑楼老街《椰壳新生》摄制
组拍摄传承人吴名驹雕刻现场。

⬆海南非遗纪录片剧照·
黎族制陶。

⬅海南非遗纪录片剧照·
黎族双面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