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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杜颖

再见到这一份熟悉的《海南周
刊》，作家韩少功形容说，“10年不易，
它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

“人文点亮海之南——海南日报
《海南周刊》10周年纪念活动”11月
26日在海口举行。岛内外作家、文化
学者、行业专家以及《海南周刊》优秀
撰稿人和热心读者，思想碰撞、建言献
策。大海之南，10年虽是历史长河的
一瞬，但对于一份报纸来说，犹如青年
对理想的执着，那是坚守，是蝶变。

求索：副刊阵地的理念创新

2008年11月2日夜，海南日报社
编辑部里一片欢腾。大家争相传阅着
即将于次日推出的“报中报”——海南
日报《海南周刊》。主编们手捧打印的
大样反复读了多遍，兴奋之色写满面
庞。这是一群对文化有着深沉热爱的
报人，这也是海南日报文化改革探索
盼望已久的时刻，这一刻，多少人振
奋，喜悦，难眠。

凝结了半年多的策划心血，举全
报之力聚集强干编辑队伍，第一期《海
南周刊》面向对海南文化充满求知的
读者，溢满墨香周刊出炉的背后，许多
人的内心背负着沉甸甸的担子。

2008年的初冬，是一个并不安分
的低迷与生机并存的时节。创办副
刊，弥补党报要闻版面之外的文化缺
失，为党报注入新鲜的文化元素，一直
是海南日报巩固地域性文化宣传阵地
的探索工作之一。2008年，传统媒体
逐渐式微，不少副刊呈现颓败态势，尽
管仍有人民日报《大地》、新民晚报《夜
明珠》、羊城晚报《花地》等老牌副刊，
携几十年来的品牌效应压阵，但在此
时，海南日报能够有勇气再创办一份
新副刊——《海南周刊》，迎难而上的
志气令人称道。可它究竟能走得多

远，没人晓得，也没人敢预料，甚至还
有悲观的议论：会不会过不了多久便
淡出人们的视线？

历史发展的片段，终不是碎影，需
要有一股力量对海南本土文化进行挖
掘、探索、整理和呈现，打破此时报业
类副刊的僵滞与平静。

“海南日报曾设立过椰风版、海
之南版，都与文化探索有关，而到
2008年11月《海南周刊》的创立，以
及 2009 年 6 月专门设置周刊工作
室，《海南周刊》不断打破传统采编界
限，让喜爱文化的记者、撰稿人以及
社会学者都广泛地参与进周刊，使其
具有了更加开放的视野。”海南日报
时任副刊部负责人表示。

开放，使其从创办伊始就拥有鲜
活的生命力。创刊正值改革开放30
周年之际，一篇篇带有时代烙印的
文章跃然纸上，承载的是对海南文
化的无限期许。海南日报人也将对
文化的挚诚，绵延不断地注入到这
份周刊中。一份具有“三新”“三味”
的“报中报”就此开始了与读者对话
的新10年。

何为“三新”？即新闻、新知、新生
活；何为“三味”？即新闻味、文化味、
历史味。

地域接近性的优势、全岛庞大的
文化需求、学界的关注与研究、编辑团
队后续者的接力推动，《海南周刊》惊
人而顽强地成长起来。

10年光阴索寻。至今为止，《海
南周刊》共计出版469期，刊发文字约
1800万字，发表图片超2万张。秉承
新闻性、思想性、人文性的理念，在每
个周一均以独特形式出现在海南日报
上，填补海南缺乏新闻文化生活类综
合高端读物的空白。它始终宣扬主旋
律、核心价值观以及正能量的海南地
方文化，在这条主线之上，开辟了热
点、海之南、讲谭、史话、鉴藏、故事、行
走、电影、乐活、新知、往事、民间等不

同类型版面，于读者中产生了深远影
响，成为海南日报创新党报新闻文化
周刊的一个成功范例和海南本土文化
宣传的重要平台。

追寻：本土文化的深刻记录

“《海南周刊》对本土文化的记录
是令人着迷的。”这是海南日报记者在
创刊10周年之际采访到的老读者的
普遍共鸣。

“它不只是一份报纸，而是一份
收藏品，极具收藏价值。”每期必读
《海南周刊》的省政协文史委原主任
李朱全描述。“它是大学之外的一所
大学，图书馆之外的图书馆！”海南
大学原图书馆馆长、教授詹长智这
样表示。

翻阅《海南周刊》策划报道的帧帧
幕幕：还记得《重走滇缅路》吗？浮雕、
摸上去粗糙冰凉，但讲述的是数十年
前南侨机工洒热血的故事；书写南侨
机工历史的纸张轻薄易碎，却承载着
南侨机工永恒深厚的爱国情愫。
2009年4月，纪念南侨机工归国抗日
70周年之际，海南周刊记者重走滇
缅公路，千里追寻那为民族大义浴血
奋战的身影。

还记得《百年骑楼繁华重现》吗？
入选首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海口骑
楼，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中西合
璧的著名南洋建筑街区。2010年 9
月，海南周刊记者采访报道组踏遍海
口、文昌等地骑楼老街，探寻保护与利
用好骑楼这一海南珍贵建筑遗存的规
划计策。

还记得 2013 年的《两岸诗会》
吗？从建设美丽中国到再造诗意中
国，著名诗人余光中的“乡愁”，成为贯
穿两岛两岸诗会的情感纽带。

还记得《海南环岛铁路梦》吗？
2015年10月，伴随海南西环铁路的
开通，半个多世纪的环岛铁路建设梦

圆此夕，从1936年民国时期的环岛铁
路计划，到1958年被列入新中国铁路
网发展规划，那跌宕起伏的建设往事，
由笔尖流淌，扣动心弦。

解放海南、青天海瑞、家谱溯源、
古村探幽、海南百年文化背影、宋元海
南人物志、匠人匠心、辛亥百年、红色
系列、书院海南……

全面真实客观、脉络清晰又肆意
洒脱地将海南文化历史的记录呈现于
飘香的纸面，从新闻热点的背后，从海
岛的历史与过往中，从老百姓平凡的
生活故事中，折射这个时代。

目标：面向新时代的文化实践

“南海风景，文苑葱茏。”中国当代
作家、学者王蒙如是评价《海南周刊》。

“在报界独树一帜，乃积淀人文史
地的高地，并称之与海南共同成长，是
记录社会情怀之先锋。”文化学者、四
川省作协副主席伍立杨表达着对《海
南周刊》的感情。

10年后的今天，《海南周刊》越办
越好，鲜活蓬勃，一篇篇文章，像拳头
敲在时代绷得最紧密的那根弦上，矢
志不移地传扬本土文化，并产生强大
的影响力。

创刊10周年之际，首届《海南周
刊》文化学术年会在琼召开，搭建智
库，人文荟萃，它在深情地告诉广大读
者：文化的呼声在什么地方，它最渴望
的点就在什么地方。

10年走过的旅程，就像青年一生
中充满豪情的时光。党中央提出“坚
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兴盛，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
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海南周
刊》贯彻落实文化使命，以深耕本岛历
史人文厚重资源为重任，视野兼顾全
国热点新闻事件背后的历史，经过10
年的探索，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风格和特色，面对新时代，《海南周刊》

又将进行着怎样的文化新实践？
——选题策划上，深入抓热点，挖

掘“热点新闻背后的新闻”；提倡“温故
而知新”，注重为读者梳理新闻背后的
历史文化新知，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周
年纪念等重要节点上，与时俱进地策
划更多具有鲜明本土地域文化特征的
专栏与大型报道。

——内容创新上，以更为敏锐的
姿态反馈新热点、新知识、新生活，坚
守原创性、耐读性、思想性、人文性的
办刊理念，努力为读者提供一份有养
分、有品位的深度读物；并将继续以原
创、丰富与耐读的标准，捕捉海南历史
与人文中的精彩亮点，映射海岛新生
活。

——队伍培育上，作为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追求党报创新，不断提升党
报的影响力、感染力、竞争力的一个新
的切入点，在维护周刊品牌的基础之
上，更加注重培养深耕海南文史资源
的年轻的作者队伍，拓宽写作的视野
与深度，让写作者和广大读者自觉成
为海南历史文化的忠实守护者，《海南
周刊》亦成为省内外学者型作者交流
学术思想碰撞学术灵感、发表独家观
点的人文平台。

——平台搭建上，努力打造更好
的本土文化和精神生活的交流平台，
为海南广大读者服务；努力与地方文
史资料互为补充，进一步挖掘、整理、
展现海南地方文化，以提升海南的文
化品位为己任，同时用读者喜闻乐见
的形式来突出媒体的立场，持续推出
热点解读或现实诠释类的报道，紧紧
服务于众。

无人能否认海南本土文化的广博
丰厚，在未来或许还有许许多多东西，
仍无法全部用文字保留，但人们愿用
记忆留住这支青春灿烂的队伍，和它
所付出的努力，年会上，宾朋阵阵会心
的笑意，流露那久违的欣慰……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

《海南周刊》创刊10周年，千万字耕耘收获业界高度评价

十年深耕海之南

“非遗”技艺展引人驻足

从黎锦之美窥见
海南文化魅力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这香闻着很舒服。”“这是海南
产的香吗？”“小朋友，这是你织的黎
锦吗？”……11月26日，在“人文点亮
海之南——海南日报《海南周刊》10
周年纪念活动”现场，海南“非遗”技
艺展示吸引了众多嘉宾的目光，他们
纷纷上前观赏、询问。

在黎锦技艺展示区前，身着黎族
特色服饰的9岁小女孩伍羚瑜正在低
头来回拉着织锦机，认真织着色彩斑
斓的黎锦，引得众多嘉宾拿出手机拍
下她织锦的场景。

“通过黎锦技艺的展示，我感受
到了黎锦文化的丰富和‘非遗’文化
的宝贵。特别是小姑娘织黎锦，让我
们感到黎锦文化后继有人了。”海南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魏希望在
黎锦技艺展示区参观时感慨道。

“你看这黎锦制成的包，很有意
思。”在人们忙着给伍羚瑜拍照的时
候，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黎昕对摆
放在一旁有黎锦图案的手提包十分
感兴趣，“国家十分重视‘非遗’文化
的传承，但要想把这些文化真正传承
下来，不能只停留在展示上，还得想
办法将其产业化，这样才能实现可持
续性发展。我今天在这里看到黎锦
开发出了手提包、围巾等产品，觉得
海南的黎锦产业发展思路很好。”黎
昕说。

“请问这个香是什么香？”在“崖
香十二状”沉香展示区前，海南省博
物馆副馆长王辉山正向工作人员询
问沉香的相关知识。“今天参加‘人
文点亮海之南’的纪念活动，我觉得
整个活动的文化氛围特别浓郁，特
别是一进入会场就有海南‘非遗’文
化的展示，和整个活动主题十分契
合”，王辉山介绍，沉香文化、花梨文
化、黎锦文化等不但独具地方特色，
还很高雅。对主办方邀请了9岁小
女孩伍羚瑜到现场为大家展示黎锦
文化的安排，王辉山十分赞许，“看
到了这个小姑娘，就好像看到黎锦
技艺的未来，虽然今天的展示规模
不大，但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展厅，
我们得以以管窥豹，感受海南‘非
遗’文化的魅力。”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周静泊

海南日报《海南周刊》自2008年11月3日创
刊以来，已走过十载春秋。这10年中，有不少人
文学者与《海南周刊》结下不解之缘。在《海南周
刊》10周岁之际，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原
主任李朱全、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金山、海南
大学图书馆原馆长詹长智等3位学者分别讲述了
自己眼中的《海南周刊》，并希望《海南周刊》未来
继续挖掘更多的海南故事，为读者提供一份文化
盛宴。

学者点评《海南周刊》：

讲好海南故事
飨读者文化盛宴

《海南周刊》应成为大学之外的
大学、图书馆外的图书馆

而詹长智则是笑称自己是《海南周
刊》的“编外人员”，他任职海南大学图书
馆馆长期间，为《海南周刊》提供了大量历
史文献资料和照片。在他看来，《海南周
刊》中每一篇文章都精心打造，付出了很
多心血，最后成就了一件件海南文化精
品，他为能给《海南周刊》作出些许贡献感
到高兴和自豪。

“我希望《海南周刊》未来要将海南历
史文化的点点滴滴积累起来，妥善分类、整
理、利用，做成数据库，成为大学之外的一
所大学，图书馆之外的图书馆。”詹长智对
《海南周刊》的未来寄予厚望。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

《海南周刊》是历史记录者
海南故事的宣讲者

由于《海南周刊》长期关注海南的历史
文化故事，常与研究海南历史文化的学者
深入合作。

2009年，金山将两位日本学者研究海
南黎族文化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即《黎族
三峒调查》。2011年，《海南周刊》对此事
进行报道，金山自此与《海南周刊》结缘。

“这篇报道对我们了解日军侵琼期间，
海南的文化、社会非常有帮助。报道刊发
后，反响超乎我的想象。”金山说。

2014年，金山在《海南周刊》上，将自
己收集、发现的300多张日军侵琼历史照
片、明信片、书信等史料首次通过媒体对外
发布。

“《海南周刊》在记录历史、还原历史上
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说。

李朱全

《海南周刊》揭示了
海南的文化灵魂和历史印记

“我是《海南周刊》的忠实读者，也是
它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从创刊以来，《海
南周刊》出了469期，我是每期必看。”在长
期从事海南文史资料编纂的李朱全眼里，
《海南周刊》是份曲高和众的优秀刊物，其
中许多文章讲述了亲历者、亲见者、亲闻
者所回忆的与海南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
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市民都爱读，都能从
中获得教益。

“1988年，中国科学院海南探空火箭
发射场成功发射了一枚‘织女一号’火箭，
这件事我是看了《海南周刊》才知道的。”李
朱全说，这是中国低纬度地区首次火箭探
空试验成功，这件事非常有历史价值，在编
纂《海南文史资料选集》时，他就将这篇稿
件收录其中。

“《海南周刊》应该担起挖掘、整理、展现
海南地方文化的重任，发表更多有价值的文
字，多角度挖掘海南的文化灵魂和展现历史
印记，为读者提供文化大餐。”李朱全说。

金山

詹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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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人文点亮海之南——海南日报《海南周刊》10周年纪念
活动”在海口举行。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嘉宾参观海南“非遗”技艺展示。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嘉宾在活动现场阅读《海南周刊10周年特刊》。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海南周刊》忠实读者——定安县山椒社区多校村村民孙衍
吾为《海南周刊》献上自己的书法作品。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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