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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成都的“白夜”，还是北京的
“单向街”，抑或是798艺术区里各色的
工作室，对游客来说，这些文化沙龙是
城市地标般的存在。在这儿，呷着咖
啡，欣赏着特色音乐与作品，可能会遇
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秉烛长谈，是旅行

“打卡”的必经之地。
同为旅游胜地，在沙龙文化繁盛的

当下，海南离打造地标型的文化沙龙究
竟还有多远呢？

海南呼唤精品沙龙

成都“白夜”沙龙有翟永明，“单向
街”有许知远，海南大学教授、画家王家
儒认为：沙龙最主要是依靠真正的精英
人士，那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人才。

“一般的沙龙活动想请大牌专家还
是比较难的，一般人很难有这样的资源
与渠道，并且一些大牌专家也不太好请，
对场地、活动性质都会有一定的要求。”
太阳城24小时新华书店负责人叶保璨也
曾想策划组织沙龙活动，也与几位专家
洽谈过，却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了了之。

“沙龙的参与者与组织者都是一些
文学爱好者，他们都无功利目的，我参
与这些活动也都不收钱。”作家清秋子
因为喜欢与青年人交流，在海南沙龙活
动刚刚兴起时，还曾颇为热衷，甚至调
侃自己“都快成咖啡馆活动家了”，但如
今却表示，他甚少再参与此类活动，因
为有不少沙龙组织者太流于表面，并没
有真正用心做功课、策划。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
些沙龙会定期播放老电影，意图形成小
剧场性质的电影沙龙，但一些参与者表
示，由于沙龙组织者并不是真正的电影
爱好者，播放的电影过于大众，对真正
的电影爱好者并不是很有吸引力。

先生存才能再成长

“现在的一些沙龙活动仅是以沙龙
的名义举办商业活动而已。”王家儒言
语之间，似有无奈，“当然，有总比没有
要好一些，沙龙文化肯定对艺术气氛形
成有作用。”毕竟很多沙龙是有规律不
间断的，每周都有，这无形中就打造了
一种新的文化生活，周末去参加沙龙，
有可能成为一些人的生活习惯。

虽然有些专家会怀抱着公益目的
出席沙龙活动，但是有些沙龙主人仍对
活动抱有商业期待，或在活动前介绍商
品，或期望借助沙龙的人气提高品牌知
名度。不少受访者对此表示理解，他们
认为，公益很难持久，无论是专家的脑
力劳动，还是场地、人员等方面的投入，
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费用。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
些公益沙龙，或如省图书馆的文化沙龙
因有一定的平台资源，或如凤凰九里书
屋以有实力的企业为后盾，可以邀请到
高水平的专家；而另一些咖啡馆、民营
书店，大都只能通过付费形式维持基本

收支平衡。
“收费不仅仅是钱本身，这也是一

种筛选与门槛，愿意花钱也意味着对活
动的重视程度更高。”企业家胡晓君组
织过一些付费的红酒沙龙，他也正在筹
建长期的会员制沙龙，但他表示，如果
有识之士有需要，他并不排斥出场地组
织公益沙龙活动。“作为商人，我们肯定
希望通过举办活动，找到我们的目标客
户，但商业是商业，活动是活动，我们分
得很清，不会在活动上卖东西。”

在艺术史上，艺术赞助人也是浓墨
重彩的一笔，比如，意大利美第奇家族
之于文艺复兴，格特鲁德·斯泰因在巴
黎花街27号举办星期六沙龙活动。“在
很多城市，很多企业都会有自己的美术
馆，他们会收藏、资助一批艺术家，支持
他们创作。”海南师范大学教授马杰认
为，“艺术也离不开商业，毕竟艺术家也
要解决生存问题。”

期待吹响“集结号”

“海南人口基数少，加上长期缺乏
有目标性的普及艺术知识，普通市民也
不太了解艺术作品的价值，总认为那是
艺术家小众的事儿。”王家儒分析道。

“很多市民都想学画画、懂艺术，只
是不知道该如何入手，因为找不到第一
步，他们就一直搁浅了自己的艺术梦。”
知和行书局负责人邝育新认为，从她组
织的付费艺术沙龙活动的火爆程度来
看，现代人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大家自
然而然就会有精神层面的追求，很多市
民其实很有学习艺术的热情，只是苦于
不知该怎样开始第一步。

而沙龙的出现，就像是一个传播媒
介，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沟通与学习的
社交平台。从早期公益的作家分享会，
再到如今的付费体验，目前知和行书局
举办的沙龙活动更倾向于“梦想的实
现”，让成年人零基础学油画、做手工，
学会优雅品酒。虽然每次需花费百十
块钱，但仍是场场爆满，要提前预约才
能参加。

“海南想成为沙龙文化艺术集聚
地、打造地标型的文化沙龙，要有待时
日，而且要有良性的催化方式。”王家儒
补充道。马杰也认为，文化沙龙在一些
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海
南既有本土专家，又有“候鸟”专家，并
不缺好的内容，关键在于如何将各方资
源集结起来，有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

“方外空间虽然刚刚起步，但是感
受到了岛上这样一股积极的力量，相信
海南有质量的文艺沙龙，可以迎来富有
生命力的成长。”方外空间沙龙主人杨
菊香表示，文化沙龙是一种自发的聚会
形式，人们为了共同的爱好，讨论某一
个喜欢的话题，各抒己见，无拘无束，是
一种接地气的文化交流方式，很有生命
力，她看好文化沙龙在海南的发展，只
是这需要社会、政府、文艺家等多方面
的努力。

海南文化沙龙将向何处去？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中国早有
沙龙文化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沙龙”一词是舶来品，最早源
于意大利语单词“Salotto”，是法语
Salon的译音，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
宅中的豪华会客厅。从十七世纪
始，巴黎的名人（多半是名媛贵妇）
常把客厅变成著名的社交场所。
进出者，多为戏剧家、小说家、诗
人、音乐家、画家、评论家、哲学家
和政治家等，其中一些文人学士往
往在沙龙里朗诵自己的新作。他
们志趣相投，聚会一堂，一边呷着
饮料，欣赏典雅的音乐，一边无拘
无束地交谈。后来人们便把这种
形式的聚会叫做“沙龙”。这种聚会
风靡欧美各国文化界，十九世纪是
它的鼎盛时期。

其实，早在中国古代已有类似
的沙龙的聚会，只是那种聚会叫“雅
集”而非“沙龙”。著名的《兰亭序》
就述说了一段传承千古的文化雅集
之事。而类似的“文人雅集”，历朝
历代也是长盛不衰，经典佳作层出
不穷。

不过，真正以“沙龙”形式在中
国风靡一时的文化聚会，则是在“五
四运动”之后。林徽因的客厅就曾
因举办沙龙而赫赫有名。上世纪30
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搬到北
平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周围很快
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
精英。慢慢地，梁家便形成了二十
世纪 30 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
龙，人称“太太客厅”。

按照梁思成的回忆，“当时北
大、清华等校的少数教授，有一个

‘小圈子’，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吃吃
茶点，闲谈一阵，再吃顿晚饭。常来
参加这聚会的有周培源夫妇、张奚
若夫妇、钱端升夫妇、陈岱孙、金岳
霖、叶公超、常书鸿等人……”

在“太太的客厅”里，同好们常
常交流学术、政治、绘画等各项内
容。按照客厅沙龙成员们的回忆，
在梁家的茶会上，梁思成会谈到日
本的古建筑，林徽因会谈论天府之
国的文化，谈论在考察建筑期间的
种种风土见闻，也会谈及家庭趣事，
谈到童真，常常充满笑声。

实际上，比起上世纪30年代林
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上世纪20年
代凌叔华的“大小姐的大书房”早已
名噪京华，也是众多文人雅士定期
聚会的场所。

凌叔华出身于旧式文人家庭，
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同榜中进士，
好同文人墨客觥筹交错，辜鸿铭、陈
寅恪、齐白石等大家因组织“北京画
会”成为家中常客，凌叔华也从小受
此薰陶。在文艺界崭露头角的徐志
摩、陈西滢自此也是凌府常客，时常
带朋友来高谈阔论，凌家逐渐成为
文人雅士聚会的沙龙。

海南大学北门对面的拾渡人文会客
厅已经举办了392期。从2016年12月
起，每周二晚上，闻着优雅的香气，坐在
古色古香的茶馆里，屋里举目便是古琴、
书法作品，二十余人“围炉夜话”。

沙龙的话题古今中外，有作家蔡之
岳聊一聊苏东坡，也有独立音乐人在此
举办海口民谣音乐会，诗人翟永明出版
了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会来谈一
谈，拾渡人文会客厅也会请哲学学者、青

年雕塑家、艺术杂志出品人来个“锵锵三
人行”，这些沙龙活动场场爆满，是椰城
文青的“打卡胜地”。

把咖啡馆当做俱乐部，是欧洲都市
的传统。茨威格在《昨日世界》里，把咖
啡馆称作民主俱乐部，捧起一小杯咖啡，
无论是何出身的人们都可以在这里写
作、讨论、收领邮件，对全世界报刊上刊
登的时事与作品发表意见。

至今仍有许多游客到访巴黎必去花

神咖啡馆“朝圣”，不仅是为那黄金时代
的传说，也是为那都市的自由与包容。
在拾渡人文会客厅的组织者杨静看来，
都市不仅容纳百川，还为更多的碰撞与
相遇制造机会，而这也是她坚持做了三
年沙龙女主人的初衷，想做一件公益的、
有意义的事情，想为城市增添一丝文化
的温度与活力。

“在现实之外，有一个精神的小屋。”
海口中山路骑楼老街方外空间沙龙主人

杨菊香也表示，方外空间虽然成立时间
尚短，到目前为止做了近20期沙龙，包
括手风琴、古典音乐、民谣弹唱、绘画、英
语等，接下来还会开展人文阅读思想者
读书会、摄影美学沙龙、钢琴、大提琴、小
提琴、布鲁斯专场，还准备尝试实验戏
剧、音乐剧，形式多样，从艺术展览、演
出、交流到讲座、互动兼有，她希望通过
各种尝试，以鲜活的方式感染更多文艺
爱好者，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海岛 方兴未艾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知和行书局的绘画沙龙。

方外空间的音乐沙龙。

方外空间的“文艺沙龙”、拾渡的“人文会客厅”、凤凰九里书屋的“文化分享会”、知和行书局的“小资风格沙龙”、省图书馆的“文化艺术沙龙”……
近年来，海南沙龙活动日益丰富，从咖啡馆、茶馆到书店、图书馆，很多休闲文化空间都会定期举办沙龙活动，丰富了海南民众的文化生活。

其实在很多城市，都有各具特色的沙龙。文化沙龙的兴旺与否，检验着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态、眼界胸怀、创新能力、艺术趣味。就目前而言，海南
沙龙活动开始繁盛起来，不少沙龙开始呈现出与城市气质契合的气息。

沙龙

“很多人参加沙龙活动，不仅仅是为
了活动本身，更多的是为了结识志同道
合的朋友。”企业家胡晓君正在筹建会员
制的红酒沙龙，他认为，对于一个爱酒的
人来说，喝到一款美酒却没办法分享是
一件颇为遗憾的事情。“为什么会有高山
流水的知音文化呢，这说明谁都需要被

理解，需要分享与沟通，而沙龙恰恰为这
提供了一种可能。”

海南日报记者也在采访中了解到，
海南的沙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
是以爱好为纽带的互动性沙龙，另一
种则是以知识分享为主的沙龙，前者
有一定的门槛，多为小圈子内的聚会，

侧重于高山流水的互动感，这一种更符
合沙龙的原意，如迦南地读书会沙龙；
后者则类似于微型讲座，由特定专家
分享特定主题，知识性较强，互动性较
弱，如拾渡人文会客厅、省图书馆的

“文化艺术沙龙”等。
省图书馆馆长李彤坦言，高质量的

文化沙龙对嘉宾与参与者都有较高的要
求，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长期
的沉淀与培养过程，虽然目前很多参与
者还不能在沙龙活动中提出好的问题与
嘉宾互动，但随着活动的举办，参与者的
水平也会慢慢提高，沙龙的形式也会逐
渐从知识分享型过渡到互动型。

知和行书局负责人邝育新也是组
织沙龙活动的先行者，这几年几乎每周
都定期举办各种沙龙活动，从早期举
办各种作家沙龙活动，到一年前开始
尝试绘画、手作主题沙龙，再到最近举
办的红酒品鉴沙龙。邝育新坦言，她
在策划活动的时候，会从参与者的角

度去思考，如果是自己会更想参加怎
样的活动。

从活动形式来看，邝育新认为，
现代生活是围绕社交媒体展开的，很
多人参加沙龙活动都会拍照发朋友
圈或者微博，因此，从策划绘画沙龙
起，邝育新就特地安排专业摄影师为

客户拍照，记录下他们在油画架前挥
毫的瞬间。

一方面，参加完活动可以发照片迎
合了现代人的互联网社交属性；另一方
面，这些发布在社交媒体的照片往往会
吸引更多的人报名参加。

对这些沙龙活动举办方而言，微信

可谓给沙龙文化的繁盛，添了一把火。
几乎所有的文化沙龙活动，都会经由互
联网预告、传播。这些沙龙活动举办
方，不仅有自己的微博，还会有自己的
微信公众号，有的甚至还专门建了“活
动微信群”，方便参与者线上线下随时
沟通交流。

期待海南版的“花神咖啡馆”

社交媒体添了一把火

互动性沙龙有门槛

凤凰九里书屋请来台湾摄影大师阮义忠
办摄影沙龙。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