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十月，九九重阳。每年这个时候，有关养老的话题就会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点。
这几年，随着海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我省广大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活到老、学到老、

奉献到老的愿望日益强烈，已不仅仅满足于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而对精神养老、文化养老的需求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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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弹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丹村，
每到期刊《延德》的发刊日，年过6旬
的王建光格外开心。从海口某高校
退休后，王建光回到村里，沉下心搜
集整理乡土文化、研究历史典籍。他
不仅主编了《丹村志》，更参与创办了
《龙沐湾》和《延德》两本文化期刊。

“我们创办《延德》就是为传承
文化，以文化兴村，希望传统美德世

代延续。”王建光表示，参与乡村文
化刊物编撰，让他退休后的生活更
加充实，也体现出了“老有所为”的
价值。

像王建光这样在乡村找到文化
之乐的老年朋友在海南各地还有许
多，而且乡村文化之乐正呈方兴未
艾之势。

在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墩插村

的“世外桃源”山庄中，每当夜幕降
临，便有悠扬乐声从湖中水榭传来，
来自附近几个村庄的老人在这里演
奏传统技艺“海南八音”。该山庄负
责人表示，附近老人本来便有演奏

“海南八音”的爱好，这里给了他们
一个向游客展示海南传统文化的舞
台，也给予他们一定的报酬，有利于
民间文化的传承。

目前在儋州塘坎村，3间新修的
文化室成为许多老人读书看报、讨
论当地文史的常去之处。截至今年
8月份，儋州已建成121个行政村文
体活动室和282家农家书屋，总藏
书56.6万册，实现了行政村（社区）
农家书屋全覆盖，文化室和农家书
屋的建设，为乡村老人开展文化活
动提供了基础平台。

以文化传承、老年教育、志愿服务等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大海之南，夕阳别样红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徐慧玲

时维农历九月，秋风送爽，重阳
佳节将至，登高远眺正当时。在海口
市，马鞍岭火山成了人们登山休闲的
好去处。而在石山镇施茶村委会下
辖的美社村，有一间高约2米的火山
石屋，这间石屋历经120多年风霜，
契合重阳节感恩敬老的内涵。

“这间石屋叫暖心庐舍。旧时美
社村很穷，大家住的房子很简陋，冬天
漏风，加上买不起棉衣、棉被，所以到
了冬天很多老人受不了寒冷，必须去
庐舍烤火。”美社村村民王建平介绍

说，暖心庐舍所用的柴火为各家自愿
捐出，为老人取暖所用，所以暖心庐舍
到今天已成为敬老爱老传统的见证。

海南文史专家蒙乐生表示，海南
文化为大陆文化的延伸，历史上与中
原文化一脉相承，中原的尊老敬老、
孝道等传统在海南历史上都有体现。

敬老爱老的孝行在海南地方志
中记载也有很多，如咸丰《琼山县志》
记载了清代郑存礼的孝行。郑存礼
是琼山达士巷人，他的母亲年老多病
时，他发愿请求替母亲承受病痛。等
到母亲年老牙齿脱落之时，郑存礼又
傍身左右，自己先将饭嚼碎再喂母

亲，一直坚持了好多年。
如今走在海南乡野，还能找到许

多立于古道旁的“孝友坊”“忠孝碑”，
正是体现出古代琼州人民对孝道的
尊崇。

在文昌市的文昌公园内，一座
“郭母亭”给人古色古香之感。这座
“郭母亭”，是民国时期华侨富豪郭巨
川、郭镜川兄弟，为纪念报答祖母李
太夫人和伯母王夫人的养育之恩，于
1936年出资修建的。时至今日这座
亭依然矗立在那里，体现出文昌尽孝
敬老风气的浓厚。

澄迈有着“中国长寿之乡”的美

誉，其背后是澄迈敬老爱老的千年传
统。在澄迈金江镇大拉村，有着这样
的传统：吃饭时，凡老人长辈在场，必
请之坐于上席；行路时，见长者过来，
年轻人会自觉立于道旁；家里有老人
的，所有儿女都一起赡养。2007年，
大拉村也被全国老龄委评为“全国敬
老模范村”。

“自古以来，每逢乡里有寿星庆
贺寿诞，往往会礼请地方的达官显
贵、文人乡贤前来祝寿，并撰写寿文、
寿序，赠送寿匾以表祝贺和赞美其
德。”三亚学院琼学研究中心主任黄
守红介绍说，有些村庄至今保留着尊

祖训家风。如大美村《王氏族谱》里
记载“尊老、扶孤、重教”规例，每年祭
祖庆典分猪肉，都要给村里60岁以
上老者加分一份，百岁老人则奖励一
头全猪，以示尊老。

时至今日，敬老爱老的传统已在
琼岛各处蔚然成风。乐东黎族自治县
莺歌海盐场职工杨土妹，悉心照顾中
风的公公和因交通事故瘫成植物人的
婆婆多年；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农
业服务中心职工黄翠玲，十几年照顾
患有糖尿病的婆婆和因脑出血偏瘫的
公公，从没有放弃的念头；海口永兴镇
冯塘村每月为老人发放“敬老钱”……

“粉丝权力”泛滥
网文世界里如何辨黑白
■ 韩浩月

9 月初，社交媒体上传出消息：一名女教师
因为批评网络小说《魔道祖师》，遭到该书粉丝发
起的人肉搜索，导致女教师不堪压力“自杀”。后
在网警、地方警察的介入与调查下，得到结论，不
存在“自杀”行为，但人肉搜索是真的，女教师因
此有抑郁倾向也是真的。

这起本不该发生的事件，也是对公共资源的
一次浪费，不仅线上有诸多账号参与发布信息、
讨论、通报，也牵动了线下警方投入警力。最后
大家发现，这场闹剧居然没法确认真正的责任负
担者，或正是这样的缘故，网文江湖才会如此混
乱。

网络文学圈在人们看来，是个简单、轻松、娱
乐的行当，写手们日更万余字，粉丝们每日追更，
高兴了便打赏作者，貌似是个歌舞升平的地方。
但刚发生的“网文粉丝人肉批评者”事件，揭开了
网文江湖不为人知的复杂一面。借助这个事件，
我们或可认识到网文为何如此受欢迎，粉与黑为
何经常发生大战，以及网文对公众的娱乐与精神
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当下网文领域，有一股邪气在蹿升，部分
粉丝以“信徒”的身份，不但干扰网文作者的创
作，还经常人为地形成组织，攻击持不同观点者，
并衍生一些过界行为。网文作者虽是粉丝们心
目中的偶像，但在约束粉丝行为方面，往往无能
为力，这与网文作者与粉丝之间的独特联系有
关。

网文作者为了满足粉丝的阅读欲，根据粉丝
的愿望进行写作，不惜把一个模式复制数遍，更
是把不断更、增更当成奖励粉丝的一个手段。而
粉丝给予的回报，除了付费阅读与打赏，就是四
处出击，打击那些批评偶像有抄袭嫌疑、作品低
劣的“黑粉”，获得乐趣。在这种关系里，可以看
得出，他们是各取所需的，甚至是有默契的。

为心仪作家付费可以理解，但以谩骂、人肉
搜索的形式去报复批评者，还算得上真粉丝吗？

在历史上，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从未出现过如
此失常甚至变态的状况。钱钟书曾这样回复一
名喜欢他的读者，“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
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基于这句话而产生
的“作家只管写，读者只管读”，数十年来也被认
为是作者与读者之间最美好也最默契的关系，哪
怕在文学最受重视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极少
有读者对著名作家做出狂热举动。然而在网文
时代，过去的模式被彻底打破了。

这是互联网时代眼球经济特点所决定的
——谁获得的注意力多、粉丝多，谁的知名度就
越大、得利也越高。网文的运作与推广模式，决
定了作者不仅要写，也要参与到与读者的互动中
来，比如积极回复读者提问，强化互动关系，按照
读者意愿改写既定情节，根据打赏力度决定人物
走向。

突出与夸大粉丝的权力，是文学网站积攒第
一桶金并快速发展的秘诀。网文平台上的一切
评价标准，都是围绕粉丝的权力建立的，比如订
阅榜、推荐票榜、月票榜、热销榜、打赏榜等，都需
要粉丝付出实实在在的时间与金钱，才能凸显上
榜者的“价值”，而粉丝的付费积极性，则直接影
响网文平台的商业价值。当粉丝潜意识当中发
现自己才是网文世界至高无上的掌权者的时候，
就会多层次介入到网文世界，包括对平台指手画
脚，对大神创作进行干涉，包括粉丝们追击“黑
粉”，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护大神的名誉，内在动力
则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

就文学性而言，网文从诞生到辉煌一直都被
质疑，其“爽文”模式究竟有何魅力让如此多的人
倾倒？随着网文成为影视创作的源头，每天都在
影响公众的精神与娱乐，对于网文的质疑声音也
在慢慢变小甚至消失，公众已经接受了网文成为
当下主流的现实。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网文平台、大神作者、粉
丝群体，都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走进公众生
活、影响公众审美的权力。文艺病态审美的形
成，与粉丝权力有着必然的、足够多的联系。

而纠正粉丝不受限制的权力，法律层面的监
管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只有平台意识到网文模式
的危害一面，通过建立新的规则意识与审美水
准，带领庞大的作者队伍实现转型，才能影响到
更庞大的粉丝群体，转变放弃10多年积攒下来
的权力欲，变成真正懂欣赏、知丑美、有常识、有
道德的读者。 （《中国青年报》）

聚焦

10月10日下午，海
南省老年人太极拳（剑）
赛在海南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举行。当天比赛现
场，观赏者众，台上几位
银发老人步伐沉着，姿
势连贯圆活，几个回合
下来，一套太极拳舞得
潇洒飘逸，引得掌声阵
阵。据了解，此次比赛
吸引了海口、三亚、儋州
等27个代表队的300
多名老年太极拳（剑）爱
好者参与。

随着时代的进步，
海南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他们最期待的养老需
求，已从过去单一的物
质需求，即“老有所养”，
转变为现在更丰富的精
神层面的需求，即“老有
所乐”。

据海南省统计局资
料，2017 年我省 65岁
及以上人口超过了75
万，人口比例已经达到
了8.14%。如何调动多
方力量，让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
所学、老有所为，是构建
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也是海南自贸区（港）建
设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请问各位老师今年何时回到
三亚呢？”在三亚市天涯区“候鸟”党
支部的微信群内，工作人员小陈积
极询问“候鸟”们回到三亚的时间，
筹划下一步的活动。

海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海南省“候鸟”人口已接近 131
万，而2015年和2016年分别是115
万和121万，增长趋势十分明显，如
何丰富“候鸟”老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使远离家乡、子女的他们能把海
南当作第二故乡，避免成为新的城
市“空巢”老人，已成为一个现实而
紧要的问题。

在澄迈老城镇海榆西线的一处
宅子内，住着年过8旬的海南中学退
休教师姜维民，而在马路的另一侧，
相隔数百米，则是他的好朋友，来自
四川的“候鸟”老人汪江涛的住处。
两人多年前因编修《老城镇志》而成
为知交好友，而汪江涛也利用自己
对摄影的爱好，在海南走村访古，拍
摄记录了许多海南乡村即将消失的
记忆。

在“候鸟”老人集聚的三亚市天
涯区，该区的做法是成立“候鸟”党
支部，安排各种丰富的精神文化活
动，重点发挥“候鸟”老人各自的技

能学识，让他们在“老有所为”中充
实精神文化生活。

天涯区“候鸟”党支部书记罗九
如退休前是国家海洋局海水淡化所
研究室主任，如今在三亚，她投入到
海洋保护、城市管理、党支部建设等
各方面的工作中。“2017年，区里又
先后成立了人才工作站，“候鸟”党
支部，成立人才服务中心，让我们很
有归属感，我们就想发挥奉献精神，
发动全市‘候鸟’给三亚再多做一些
事情。”罗九如表示。

如今，在三亚的海滩、街头，常能
见到“候鸟”和游客参与清洁沙滩、文

明劝阻等行动；在城区公园，相聚跳
广场舞、打太极拳的“候鸟”们，按规
定控制音乐音量，不影响他人工作学
习、不造成噪音污染，活动结束后随
手带走垃圾，呵护城市环境。

“‘候鸟’老人多了，流动党支部
建设也跟了上来。”天涯区委组织部
长童立艳介绍，目前全区成立了5个
流动党支部，有200多名流动党员
活跃在各个党支部内，支部成员积
极组织“候鸟”老人们参与社区活
动，熟悉社区环境，参与社区建设，

“候鸟”志愿者夜巡队、保洁队、创文
监督队也正在发挥作用。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
生于吾乎？”韩愈《师说》中用这句
话强调老师不一定年龄要大于学
生，走入海南省老年大学的课堂，
这种感受会更为直接。“拉琴的时
候手要平、要轻……”张俊是省老
年大学的二胡课程的教师，站在讲
台上，他认真地为下面平均年龄60
多岁的学生们讲授演奏二胡技巧，
学生们的各种问题，张俊都一一耐
心解答。

而在今年7月21日，海南省老
年大学二胡提高班13名学员在张俊

的带领下，在北京参加第八届华乐
之韵国际二胡大赛决赛，获得组合
类金奖。

十多年前，参加老年大学还是
很小众的事情，如今，已有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加入其中。良好的学
习环境受到离退休老年朋友的喜
爱，甚至出现了“一位难求”的情
况。目前，省老年大学开设了 18
门专业 63个教学班，在校学员达
2015人次。

省老年大学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表示，过去几年，每逢春季报名

时，省老年大学总是受到老年人的
热捧，有的老年朋友半夜赶来排
队，期望报到心仪课程。为了解决
这个难题，省老年大学开通了网络
报名系统。

除了海南省老年大学，广场舞、
太极拳等各类培训机构也广受欢
迎。家住港门一路的退休干部郭文
霞去年报名了附近一家培训机构的
老年人舞蹈班，现在她忙得不亦乐
乎。“在这里找得很多朋友 ，每天一
起讨论舞姿、讨论演出服饰，已经忘
了自己的年龄，成了追求时尚的潮

人，每天过得非常充实。”
2017年底，我省出台了《关于加

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意见》，为满
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提升老
年人生活品质，到 2020 年，全省
50％的乡镇（街道）将建有老年学
校，30％的行政村（居委会）建立老
年学习点，方便老年人就近学习，从
而使老年教育基础能力有较大幅度
提升，各类老年教育机构服务能力
进一步增强，城乡社区老年教育快
速发展；老年教育内容不断丰富，形
式更加多样。

老有所乐 乡村文化养老方兴未艾

老有所学 终身教育演绎不老青春

老有所为 “候鸟”老人服务天涯

海南敬老爱老传统古今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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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在海口市美兰区，趣味运动会
让老年人重拾快乐时光。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省老年大学不同类型的课程吸引了老年学员学习、交流，他们在这里找到归属感，收获幸福。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