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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昌化江书画院2014年成立，是
一家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当时昌
江的文化活动已经日渐兴盛，每年从
各地前来昌江参加“昌化江畔木棉
红”等大型文旅活动的书法家、美术
家、摄影家众多，昌江需要一个相应
的文化平台，去相迎四海宾朋，同时
弘扬传统文化，为昌江培养本土的文
化艺术人才，提升昌江的文化水平和
对等交流能力。昌化江书画院便“应
运而生”。

作为推动昌江文化发展的热心
人，昌江人大常委会主任何顺劲是昌
化江书画院的常客。“昌江在北宋时
办有双溪书院，大文豪苏东坡也在昌
江留下文字，开办昌化江书画院具有
传承文化的意义。”何顺劲说。

昌化江书画院的荣誉院长是当
代中国知名花鸟画家苏百钧。知情
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书画院与苏百
钧结缘，完全体现出了昌江人对文化
人的尊崇和求贤若渴之心。原来，

2013年时，苏百钧前来霸王岭写生，
时任昌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何顺劲
听说后前去拜访，表达了昌江渴慕发
展文化的心情。有感于此，第二年，
苏百钧再次来到昌江，带着40多名
弟子到昌江七叉、棋子湾写生，传播
昌江之美。

展现书画魅力，传承传统文化，
昌化江书画院里收藏着诸多名人墨
宝。在书画院的墙上，展示着齐白石
纪念馆首任馆长汤清海的《南国春来

早》、中国知名画家王昌楷的《长臂猿
图》以及海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吴东
民的书法作品《翰墨蕴情》等名家书
画。同时，昌化江书画院还是西安美
术学院中国画系教学写生基地和海
南大学艺术学院教学实践基地的交
流创作场所。

除此之外，昌江县委宣传部还花
20万元为昌化江书画院置办艺术书
籍，全部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阅读，
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

昌化江畔书声琅
王子悦读馆推广公益阅读，营造全民“悦读”浓郁氛围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杨耀科

文化滋润心田，文化能移风易俗，催人奋进。文化一旦兴盛，必将有力促进其他事业发展。近年来，昌江以文化为突
破口，探索文旅结合、文化兴县，呈现蓬勃发展势头。今天海南日报头版头条和昌江新闻联动推出昌江文化报道，探寻昌
江文化兴盛的原因，总结昌江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期待精神文明之花处处盛开于海南国际旅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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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化江书画院弘扬传统文化，培养本土人才

墨韵书香浸润山海黎乡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杨耀科

走进昌江黎族自
治县宣传文化中心3
楼，廊道里举目皆是
名家字画，昌化江书
画院就在这里。

昌化江书画院
大门常开，市民和游
客可以进来欣赏字
画、阅读文化艺术书
籍，有兴致者还可以
在约十米长的创作
桌挥毫泼墨；书画院
内还有茶台，是本地
文化人士与造访昌
江的文化名流品茗
而谈的地方。不仅
如此，这里还是昌江
面向大众免费培养
文化艺术的雅地。

今年8月18日至9月3日，“游
学问道 秋露芳华——昌江书画七子
展”在昌江宣传文化中心举行。这次
展出的是7位昌江本土书画艺术人
才——符江陆、钟国江、赵日杰、王兴
全、吴津、符一磊、林理新求学归来后
的作品。

2016年时，符江陆等7人作为昌
江本土的艺术领军人物，被昌江县委
宣传部选送至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
法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研究中

心学习、深造。学成归来，他们担负
着传承地方文化，为昌江培养本土文
化人才的重托。

昌化江书画院以“昌江书画七
子”为主要师资力量，面向公众免费
开办培训班，培养书画人才。“培训
班不设年龄限制，只要爱好书画都
可以报名，目前从7岁到70岁的学
员都有。”昌化江书画院院长符江陆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书画院利用每
年春秋季和暑假，各举行三期免费的

书法和绘画培训班，培训分书法临
习、少儿国画和美术基础三大类，每
期七个班，每个班约25人，至今已举
办12期。

2016年10月以来，昌化江书画
院又将书法培训延伸至昌江8个乡
镇，在昌江二小以及昌江八个乡镇的
乡村少年宫设了九个书法学习班，由
书画院院长符江陆、吴津、赵日杰、钟
国江、符一磊等担任教师。“每个乡镇
每周都保证上一次课，学生自愿报名

参加。昌江二小有不少农民工子女，
他们之前从未接触过书法，但有的孩
子已经坚持学习了三个学期。”符江
陆说。

截至目前，昌化江书画院培养的
学生共有36人次在省级以上、102人
次在县级以上书画比赛中获得佳绩。

“学书画的人，少不了要博览群
书，少不了要临摹诗词，久而久之，文
化定能灿烂于心。”何顺劲说。

（本报石碌9月16日电）

开办免费培训班培养本土艺术人才

昌化江书画院为弘扬传统文化而生

开展“百日朗读”活动
营造家庭阅读氛围

“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
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
乾坤。”在王子悦读馆“百日朗读”平
台上点开小学一年级学生符玉荥朗
诵的元代诗人王冕的《墨梅》，只听小
朋友吐字清晰、抑扬顿挫的童音清脆
悦耳，散发着中华文化之美。

“这是符玉荥小朋友参加‘百日
朗读’活动第52天读的作品。”王长
领告诉记者。符玉荥从幼儿园开始
就参加“百日朗读”活动，这季第一天
读的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那
时候“节奏感还没有现在这么强。”

“百日朗读”是王子悦读馆推出
的一项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推广全民
朗读的公益活动。参与者通过微信
平台报名进入朗读群；老师会在群里
发布示范朗读的古诗词音频或视频
作品；参与者点击聆听作品后再用软
件录下自己的诵读作品。“这些范读
的视频，像配乐、范读录制等，都是志
愿者老师自己完成的。我们老师已

经录制了80多首小学生必读的古诗
词作品，还有现行语文课本大部分课
文的诵读。”王长领说。

据介绍，“百日朗读”活动一季
100天，王子悦读馆每季从报名的家
庭中选择500个家庭参与，每一百
人安排一个老师在线指导；同时，王
子悦读馆利用线上公益课程或线下
的公益讲座传授朗读技巧和亲子阅
读方法，帮助孩子提升朗读水平，帮
助家庭更有效地开展亲子阅读。对
于坚持下来的小朋友，王子悦读馆
都会为他们举行颁奖典礼，颁发“优
秀朗读者”或“小小朗读者”的荣誉
证书；对于优秀的和进步的朗读者，
还会奖励课外书，鼓励他们继续热
爱朗读。“已有不少学生连续参加了3
年的‘百日朗读’活动。”王长领说。

如今，“百日朗读”活动已经进行
到第六季。王长领说，参加活动的既
有来自昌江、儋州、白沙、海口、三亚
等省内市县的家庭，也有来自山西、
福建和深圳的家庭。由朗读开启的
阅读影响力正在慢慢扩大。

昌江第一小学学生符世程的母亲
说，“陪儿子反复听朗读作品、录制课

文、纠正朗读语速，每天都有进步，不
知不觉中，我与儿子都爱上了朗读。”

推广公益阅读
朗读之风在昌江兴起

为营造浓郁的阅读氛围，王子悦
读馆还举办“家有书香”活动，现在已
进行到了第三届，参与者只需要用手
机拍下一张家庭、班级书柜或图书角
的照片，写一段“我的家庭阅读故事”
或者“我的家庭读书宣言”等内容，就
可以参加活动。王子悦读馆会为其中
10个优秀家庭发放300元至500元
不等的图书基金。“有的家庭会因此去
专门设一个图书角。有的家庭书架本
来空空的，现在满了。”让王长领欣慰
的是，有更多家庭开始注重亲子阅读。

王长领2003年琼台师范专科学
校毕业后到深圳当教师，2008年回
到昌江叉河镇唐村小学执教，后来到
叉河镇中心学校和昌江青少年活动
中心任教，经过不断努力，成长为海
南省级骨干教师和教学能手。2017
年他辞去公职，专心作公益阅读、语
言艺术教育和少儿阅读与写作推广。

“学好语文，需要阅读积累。朗读
是个好途径。”王长领说，在王子悦读馆
的带领和推动下，朗读之风开始在昌
江兴起。“办第一季‘百日朗读’活动时，
只有二十几余个家庭报名，但这一季
已有上千家庭报名，名额半天就满了。”

王长领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昌江
一小、昌江三小等学校现在都鼓励语
文教师利用王子悦读馆提供的线上
朗读音频资源开展朗读活动。“我们
还与学校、昌江电视台合作，先后录
制过24期‘少年朗读者’和8期的‘朗
读者’节目，由昌江各个学校推荐学
生，我们免费培训、录制朗读节目。”

此外，王子悦读馆还承办了“木棉
花开”最美童声全国青少年诗文朗诵
大赛、“黎乡少年来说法”讲故事大赛、

“国土小卫士”美文朗诵等活动近30
场。眼下，王子悦读馆不仅逐渐成为
昌江学校亲子阅读基地和农村留守儿
童阅读基地，还是昌江民间公益阅读
推广实践基地、昌江县委宣传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基地。

“每天听着孩子们朗读，我觉得
很满足。”王长领说。

（本报石碌9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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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在文化宣传中心各举办三期免费培训班，
每期7个班，每个班25人，面向昌江社会
公众开放，不设年龄限制。”符江陆说，书
画培训班已办到第12期了。昌化江书画
院还将书法培训延伸到昌江二小和昌江8
个乡镇的乡村少年宫，保证每个乡镇每周
有一堂书法课，由爱好书法的学生自愿报
名参加。

文艺人士坚守
民间文化活跃

昌江的“风雅”，还有赖于一批文艺人
士的坚守和努力。

昌江文联主席庞大海说，自古以来，
昌江人对文化就一直抱有追求，情有独
钟。北宋时，昌江地区就办有双溪书院，
播散文雅。苏东坡谪居海南时，写过《峻
灵王碑记》，千百年来，发源于昌江的峻灵
王文化影响了海南西部甚至广东、福建一
带。新中国成立后建设海南铁矿，五湖四
海的知识分子汇聚昌江，交流碰撞，引领
着昌江的文化发展。

《昌江文艺》从1984年至今坚持出刊，
从未间断。昌江文化馆馆长孙如强说，
《昌江文艺》能坚守至今，一是办刊得到历
届县领导的支持；二是昌江把《昌江文艺》
办刊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每年保证出刊以
及举办笔会、文艺座谈等活动经费。“最主
要的是昌江业余作者队伍稳定，活跃在昌
江各个单位，有100多人。《昌江文艺》的坚
持出刊，也为本地培养了写作人才，保证
了昌江的文艺写作水平。”孙如强说。

昌江民间文化活动活跃，民间协会蓬
勃发展。昌江文联下设有12个民间文化
团体协会，包括摄影家协会、书法家协会、
峻灵王文化研究会、美术家协会、奇石协
会、收藏家协会、体育舞蹈协会、诗词楹联
协会、民歌协会、音乐协会等。

文艺要有阵地，才能凝聚人心。昌江
县委宣传部不仅每年有经费支持民间协
会开展活动，而且还在县宣传文化中心给
每一个民间协会提供了办公场所。原来
只是提供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办公室，
最近又给每个协会提供一间50多平方米
的创作活动室。

教师节前夕，记者在昌江宣传文化中
心碰到矿区中学舞蹈老师王文，他正忙着
排练昌江教师节文艺演出节目。“舞蹈协
会每年至少会组织两次活动，昌江举办文
艺演出，一般不用外请演员，都自己创作
节目。”

提升城市形象
开发文化品牌

风雅是“骨子里的”，也反映在“面子”
上。2017年以来，昌江通过开展“双创双
修”活动，全面提升城市形象。违建拆了
133处，道路畅通了；城市花草新种下150
万株，街道美了；修整40多条背街小巷，居
民生活便利了；翻新交通标线3241平方
米，让城市有序。

今年7月30日至31日，全省社会文明
大行动现场会在昌江召开。昌江城市的
变化，以及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引来诸
多赞叹。

“春赏木棉花，夏品芒果香，秋游棋子
湾，冬登霸王岭。”昌江又提出四大主题，
营造四季文旅活动。同时，开始关注挖掘
本土的峻灵王文化，准备以此打造文化小
镇。“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也是发展旅游的
依托。”昌江旅游委主任黄玉宁说。

“昌江玉的打响，那更是一大品牌。”
黄玉宁说。2016年在棋子湾道隆地区发
现大量昌江玉石以后，“昌江玉”迅速引起
人们关注。昌江县委、县政府关注本土文
化品牌的培养，当年即开办昌江玉艺术
馆，派人赴浙江青田，请来玉雕大师周金
甫及其团队，与县职教中心合作，为昌江
培养玉雕人才。昌江还出台昌江玉地方
标准，更在昌江宣传文化中心常年开设昌
江玉展览馆。

8月1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
国工艺美术馆承办的“弘扬经典 铸造辉
煌——2018年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昌江玉《天长地
久》等四件作品入选参展。

昌江人明白，文化是靠一点一滴做起
来的，昌江还需要用心去补短板。

风雅昌江，文化的篇章还在继续精
彩谱写中……

（本报石碌9月16日电）

文化传承
难能可贵在坚守
■ 张惠宁

“多一份风雅，就少一份粗
鄙。”文化陶冶情操，但发展文化
的成绩并不容易显现，人们为文
化奔忙，很多时候只是默默奉
献。但在发展文化上的坚持和
努力，一定不会付之东流，将如
春雨般滋润一方土地和当地的
人们。昌江文化日渐兴盛的背
后，是一群人的努力和坚守。

首先值得点赞的是当地的
党委政府自觉以振兴文化为己
任。昌江自2012年举办“昌化江
畔木棉红”活动开始，走上了以
文化促旅游的道路，文化交流互
动频繁，展览、讲座和采风活动
不断。能够在昌江成功搭建昌
化江书画院这么一个四方称赞
的文化平台，背后没有县委县政
府的支持，文化部门的努力是做
不到的。

其次，《昌江文艺》在政府的
支持下坚持出刊34年，该刊物在
省内似乎名不见经传，但对昌江
文化发展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
的。有文艺刊物，就会有众多作
者坚持创作。有作者坚持创作，
就会影响更多人坚持阅读，久而
久之，文化小水滴形成文化溪
流，流淌在人们心田。昌江文艺
起到了培养作者、坚守文化力量
的作用，功不可没。

昌江这片热土始终活跃着
一批文化人的身影。如昌江文
化馆馆长孙如强几十年如一日
坚守在《昌江文艺》这块阵地上，
还有昌江文联主席庞大海、昌江
县志办主任谢志勇、昌江县图书
馆馆长郭玉光等等，他们或者致
力于对昌江历史文化和风土人
情的研究，或者用笔和相机记录
昌江的文化发展。因为他们，昌
江的历史典故、风物人情得以广
泛传播，因为他们，也才能让昌
江的美丽为更多人所知。

文化的兴盛原因是多方面
的，很难说是某一个人的功劳，
但肯定是背后一群人在努力，而
且不是一个时代的努力，而是一
代代文化人的传承，久久为功！
昌江文化兴盛，值得思考，昌江
发展文化的经验，值得学习。发
展文化，不会一蹴而就，但只要
开始行动，就一定会向好！

“用阅读迎接新的一天。”9月8日周六上午8时40分，昌江“悦读王子”王长领就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了小朋友
们到王子悦读馆阅读的图片。

2013年至今，王长领创办了王子悦读馆，在昌江推广公益阅读活动，特别是开展“百日朗读”朗读活动带动了
亲子阅读，引导更多的父母注重营造家庭阅读氛围。朗读散发出来的阵阵书香默默地滋润着一方水土一方人。

风雅无声润昌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