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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孙犁散文奖”
双年奖揭晓

经过两个多月的评选，备受关注的第二届“孙
犁散文奖”双年奖（2017-2018）揭晓。

刘庆邦的《陪护母亲日记》、孙郁的《古调独
弹》、夏坚勇的《庆历四年秋》、陈启文的《无家可归
的故乡》、庞培的《冬至》、江子的《高考记》、刘云芳
的《父亲跟我去打工》、胡竹峰的《中国文章》、郭建
强的《青海湖涌起十四朵浪花》、庞余亮的《没有天
使的夏日》等10篇作品获奖。

孙梨是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
派”的创始人，代表作品有《荷花淀》《芦花荡》。

“孙犁先生虽然已离开我们，但他的文章富有
持久的生命力。”第二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评委
会主任李敬泽在致辞中说：“每一个热爱文学的
人，提起孙犁先生都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都会想
起《荷花淀》里那个女子在月色下编织苇席的美好
场景，都会记得《铁木前传》里像小满一样的精灵
般的生命。”

孙犁先生向我们证明了什么？李敬泽说，他
向我们证明了在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中美的价值、
情感的价值、文字的价值。

本届评奖于2月20日启动，评选范围是2017
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国内外华文报刊公开发
表的散文作品。获奖作品基本上代表了双年度散
文的风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光明日报》）

呼之欲出的文化街区

中山路骑楼老街“老船长”楼
上，“方外空间”成为了去年至今到
海口来的中外文化学者艺术交流的
新聚集地。

3楼是宽敞的展览厅，4楼是适合
喝茶闲聊的聚会场地。淡淡的暖蓝色
背景、充满现代艺术气息的小桌椅、南
洋特色琉璃吊灯、老上海情调的装饰
品、古典钢琴……方外空间，营造出的
空间用三个字可以描述：情怀感。方外
空间的主人杨菊香是一位从深圳来到
海口从事文化事业的资深策划人。她
和一众以骑楼老街作为文艺基地的创
业者一样，对骑楼老街未来作为海口文
化艺术集聚地的趋势是充满信心的。

文化街区，顾名思义，是指拥有比
较丰富的文艺空间和文化活动，是喜
爱文化的人们的聚集地，也是外来者
能够真正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味道的标
志性区域。过去多年以来，随着海口
城市建设和更新步伐的加快，包括旧
城区改造新商业地标的崛起，城市东
西南“骨架”的不断拉伸，新增了不少
新商业街区，比如西海岸远大商圈，东
部的国兴商圈，南部观澜湖、椰海大道
新商圈等等。但，尽管拥有较为华丽
的风潮趋势和建筑美感，却不是每一
处商业街都有可能转化升级成为文化
艺术街区。能够实现转型的它，需要
的元素不仅是现实的，且更需要历史
的堆垒。

骑楼老街10余年来都在坚韧地

蜕变着。百年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
改造后接地气的天然的地理氛围，是
目前骑楼老街能够在众多商业街区中
脱颖而出，逐步探索走向文化街区的
独特优势所在。

从历史坐标的角度看，100年前，
骑楼老街所在地，是海口地区整体集
中展示开放、进行商品内外销贸易的
集散地；历史的繁盛与100年后此地
欣欣向荣的商贸气息，恰恰在此处有
了精准的交集；从地理区域范围的角
度来讲，每天，透过聆听钟楼传来的悠
扬而深沉的钟声，在老街上穿梭，很容
易令人产生一种穿越感，老街周围还
有老宅、庙宇等各类古迹，又间接汇聚
凝成了一种历史空间的纵深感，这为
老街带来了其独特的元素；而从个人

感官来说，当下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
当代人内心多多少少都存有动荡感，
还有令人百思困扰的是在生活的城市
找不到“根”的感觉，此时，有情感的老
街坊，那种给人内心带来的稳定感就
会变得非常强烈，需要出现一个“令人
感受安定的街区”来依靠，骑楼老街具
备这样的条件。杨菊香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她的感受：如果在大城市奔波疲
惫，内心很想追求一种安定感，那么来
海口骑楼老街就对了，在这里可以找
到这种感觉。

杨菊香的想法不仅是代表自
己，也是不少人的想法，也正因为看
到这些老街优势，一大批酷爱文化
的人士纷至沓来，寄居下来，为老街
增添着文艺的内核。于是，方外空
间、见外、还客、吉木MOON空间、
国新书苑等一批艺术基地崛起，一
场场文艺佳作品读会、艺术品展览、
观影会、戏剧、沙龙、艺术课程……
在此盛装登场。

于细节中升华城市气质

见到钢琴师林川时，他正在策划
第二场“街头钢琴计划”。

大气端庄的三角钢琴，托运进来
摆放在骑楼老街的街头，随便任何人
都可以弹奏曲子，任何人都可以走近、
参与。林川是一位钢琴爱好者，常常
在环境的感染下凭靠自己的内心感受
于街头演奏，钢琴、手风琴均是信手拈
来，于音乐声中流露真情实感。鼓励
公众参与的“街头钢琴”公益活动让记
者也产生了不少疑问：“您不会有担心
吗？钢琴损坏，没有收益，旁人的不理
解……”林川坦言，如果在其他地方，
或许会有这样的顾虑，但是在骑楼老
街这样的艺术区，这些问题不会出现。

事实上，在第一场“街头钢琴计
划”实施时，林川的这一公益想法已经
产生了不小的轰动，人们弹奏曲子，有
人在旁围观，小孩子们嬉戏触摸，每天
有优雅琴声的街区，谁能不喜爱呢？

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艺
活动自发聚集在老街文化街区，逐
渐形成了街区“文化带”。南洋文化
展览馆，可以做文化讲堂、老街讲
坛，不久前还刚刚举办了东坡文化
讲坛；还客民宿一楼大厅可以做文
化展演活动，而方外空间、见外等
等，都是小众艺术家们举办交流座
谈的好地方……老街带来了一种精
神归宿，不容置疑地客观促进了精
神文化的消费意识的提升，与此同
时，也告诉了对海口陌生或者不陌
生的人们：海口，终究是一座有文化
趣味的城市。

今天的中国，每个城市或许都会
有展现其独特气质的历史街区，像北
京798艺术区、南京1912时尚街区、
上海创意园和新天地……它们都已超
越了本身的商业属性，成为所在城市
的文艺名片。海口，无疑也走在文化
街区的探寻之路上，对此，海南大学教
授邓菡彬认为，海口在对文化街区的
持续探索中，需要在商业和文艺之间
找到一种科学的平衡。既避免让过度
的商业化冲淡、阻滞艺术家的浸入，变
成了“文化的埋藏”；同时又必须要让
文化艺术服务于街区，用艺术来保持
那一种难得的乡土味、那一种情怀，这
是需要这座城市和人们在未来共同去
思考的问题。

越来越多自发的文艺活动在海口骑楼老街聚集

带状文化街区盛装来袭

■ 本报记者 杜颖

近日，骑楼老街
中山路 86 号，吉木
MOON空间在上演
具有独特风格的环境
戏剧《凯撒》。

环境戏剧，对很
多人来说，还是一个
较为陌生的艺术表演
形式，在现场，青年演
员们身着盛装，扮演
莎士比亚古罗马二联
剧《凯撒》和《克里奥
佩特拉（埃及艳后）》
中的主要人物，再现
两千年前的历史语境
中浓缩的精彩时刻，
忠诚与背叛的审视、
群体性的狂热与史诗
的磅礴。这一场戏
剧，让演员和观众发
生了一次体验式的
“碰撞”，观众成为了
表演现场重要的参与
者和环境的构成。

与过去两年在上
海国际艺术节和当代
美术馆的演出形式所
不同的是，此次戏剧
剧目创新设立了3处
流动的剧场，3处富
有意味的表演空间。
导演兼主演邓菡彬
说：“在骑楼老街能够
有充分而连贯的艺术
街区来展演‘流动’的
戏剧作品，亦说明这
座城市为文化而开启
的新型艺术空间正在
逐步形成。”

的确，如果说美
丽椰城的城市更新计
划过去相对集中在自
然环境和基础设施的
改造升级上，那么近
年来以海口骑楼老街
为代表的、注重城市
“内里”品质的带状文
化街区的形成，则更
加凸显着这座城市的
文化气质，涵纳了众
多的小众艺术，在这
一方土壤上得以展
示。

记者：骑楼老街升级为艺术街区
的潜力在哪里？

蔡葩：不少城市在地标式街区的
打造中，多以知名景区、主题公园、广
场、商业中心等作为载体，迅速投资、
快速建设，短期成势，但留有遗憾的是
没有文化的沉淀。骑楼老街恰与之不
同，它有集建筑、历史、文化、现代于一
体的综合文化内核，这是非常稀缺
的。难能可贵的百年街区被珍惜和保
存下来，形成不可替代和比拟的价值。

当前，利用社会力量，对骑楼老
街进行艺术、文创等业态的综合调
整，已进入官方视线。骑楼老街要摆
脱“千街一面”，将传统低层次贩售搬
出去，将从事艺术创作和文创业的企
业引进来，让老街的形态“新”起来。

同时，老街需要年轻人，需要新鲜的
文化血液，需要现代人的新思维，将
街区做成吸引人的文化聚集地，这是
老街面临的挑战。

记者：朝向艺术街区的方向，您
认为骑楼老街需要练好怎样的内功？

张东风：应该吸纳众家之所长，
民间艺术、非遗技艺，还有在“双自
贸”背景下展开更多的具有国际特色
的文化活动，让海南本土居民、旅居
海南的文化爱好者，作家群体、甚至
外国友人，都能被吸引进来，这是体
现功力的地方。令人欣慰的是，已经
有不少文化单位在默默努力做着这
些工作，并正在以相当多的频次举办
沙龙、论坛、讲座、观影、展览等各色
艺术活动，规模逐渐由骑楼老街延伸

至市民游客到访中心，长堤路南北的
带状文化板块分布有着欣喜的呈现。

记者：当前在街区打造上还有哪
些方面的不足和缺失需弥补？

张东风：首先，骑楼老街的业态我
认为还需要更新和调整，目前卖特
产、贩售小商品的店铺依然很多，相
对的，总体用于文化艺术的空间所占
比例却不高，这种商业结构需慢慢改
善；其次，骑楼老街管理方在培育、支
持文化艺术街区建设上仍存在着意
识的不足，比如不久前，一位钢琴爱
好者主动牵头做街头钢琴公益活动，
拿出自己的钢琴让市民游客随意于
老街街头体验，这客观来说算是可以
增添街区艺术氛围的，但操作过程
中，因与老街物业方没沟通好，这项

活动最终没做成，非常遗憾。所以，
特别希望从上至下都能够有一种扶
持老街艺术升级的积极意识，这是很
关键的。

记者：您认为未来的骑楼老街将
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才是更为群
众所喜爱和认可的？

蔡葩：盼骑楼老街能够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海口城市文化会客厅，更有
品位，更有底蕴，更加风情万种。将
来的它，既是海南当地特色文化不可
替代的文化地标，也是展示海口城市
文化的重要窗口，是进入海南了解海
南的历史文化活的载体。在这一过
程中不急于求成，要科学地规划和引
导，让南中国这颗璀璨的明珠更加熠
熠生辉，照亮现在与未来。

让骑楼老街成为海南文化新地标
■ 本报记者 杜颖

骑楼老街——最能体现海
口作为国家历史名城的建筑街
区之一，历来承载着文明的期
许。岁月沧桑时光流淌之中，
骑楼老街所代表的绝不仅是一
条具有商业价值的街道，更是
海口文化的集中呈现地。骑楼
老街如何能够实现艺术街区的
升级，成为许多文化工作者的
期盼，海南日报记者就此专访
了海南骑楼文化研究者蔡葩和
长期致力于研究街区文化与文
创产品应用的张东风博士。在
蔡葩看来，骑楼老街的最终文
化目标，是变身为城市文化会
客厅，让艺术融入老街区，也便
更多融入人们的生活。

●

文化网评不应
被“套路”诱导
■ 覃皓珺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评论最显著特征之一，就
是“观后感”的主观感受远大于专业性的客观点
评。

不知何时开始，每当大家接触到一部文艺作
品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到评分网站上看看打分
的高低，或是翻阅一些自媒体上关于该作品的网
络评论参考口碑如何。似乎网络文化评论已经开
始取代曾经权威的文化专家推荐，更迅捷、更有
趣、更自由的自媒体文化评论以极高的开放度和
参与度影响了许多人对一部作品的判断。然而，
这样的习惯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得到有价值的参
考？百家争鸣的网络文化评论带来的种种变化背
后，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事实上，网络上的文化评论和作品点评内容
得到大众的喜爱是必然之势。从原本的杂志报纸
文化专栏到互联网BBS论坛网站的评论专区，再
到如今微博、微信的自媒体热潮，随着新媒体环境
的翻天巨变，网络文化评论掀起了一场浩大的变
革。时至今日，网络的超高自由度和信息开放性，
从某种程度上已消解了精英知识分子表达的权威
性。过去文化学者们在专栏和电视上死板、晦涩
的学理化读解，显然已经在网络时代不合时宜。
在新媒体时代，每一个人都是评论者，每个人都希
望自己的声音能够被人听见。

然而，大众评论者们在网络上发表对某部作
品的看法，很多时候因为缺乏理论支撑而容易演
变成为一场情感的宣泄。网络上的大众批评在反
权威中获得了战胜的快感，却逐渐失去了公平客
观地对待一部作品的尊重和耐心。实际上，新媒
体时代的文化评论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观后
感”的主观感受远大于专业性的客观点评。

此外，即便是相对普通网络评论者们而言，较
为专业的各类网络评论自媒体已经异军突起，成
为了为观众提供丰富信息以判断某些作品优劣的
话语新秀。我们也应看到其隐含或已显露的问
题。许多网络评论类自媒体公众号推送内容同质
化严重，每当出现热点爆款作品时，许多自媒体都
会为迅速吸取流量搭“顺风车”，而忽略评论本身
的严谨性和可读性。为了追求高流量和影响力，
很多自媒体推文成为骇人听闻的“标题党”，内容
实则空无一物。为了体现所谓的“网感”，行文不
成逻辑，用无数的表情包切割语意，削弱了文字的
美感，甚至全文充斥着粗鄙的言辞，更有甚者几乎
沦为粗暴堆砌乃至“洗稿抄袭”的文字毒药。在商
业利益的驱使下，有些自媒体违背内心的真实想
法，为有失水准的作品平添溢美之词，而令佳作成
为遗珠被忽视。读者和观众倘若因此而被“误
导”，不仅可能对一部作品失去深入体味的机会，
更可能陷入自媒体的“套路”不能自拔，形成过度
追求娱乐化的文化惰性。

好的网络评论环境能积极地引导文化的发
展，而不良的文化评论氛围则需时刻警惕。在这
信息杂芜、纷繁喧嚣的剧变时代中，大众的审美趣
味也许难以迅速提升，网络评论当下鱼龙混杂的
现状难以即刻改变，具备专业性的网络评论群体
对自我的约束及社会的监督也有待时日推进和完
善。归根结底，无论是网络上下还是作品内外，评
论者的独立精神、对文化艺术的赤诚之心、对自由
意志的表达渴望，始终是撰写文化评论乃至一切
文化生活中，不可忽视的要义和准则。网络评论
相关平台阵地，也要积极发挥交流和引导作用，自
由的表达并非一味放纵，言论的影响力始终应与
责任感并肩。而作为网络评论参与者的每一个
人，也应放平心态、客观看待，不被“套路”所诱导，
个性表达的同时心怀对作品的敬重和热情，在接
纳网络评论参考的同时用自己的心来欣赏作品、
抒发观点、理解世界。 （《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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