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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弹

文化日历

那么，如何让文创产品从
小众变为刚需，让消费者愿意
买单？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相关负责人朱磊认为，首先，一
件好的文创产品离不开它独具
特色的文化属性，应能够传递
浓郁的人文气息和地方特色；
其次，文创产品也应主动迎合
消费者需求，让文化融入百姓
的生活，兼具实用属性；同时，
还要把好文创产品的品质关，
环保材质、设计造型等各个环
节都要注重提高品质，文创产
品理应引领潮流，推动文化创
意等新兴消费。

朱磊建议，中国（海南）南
海博物馆的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应以满足公众需求为引领，
建立文化创意资源信息数据
库，搭建文化资源信息共享平
台，为面向社会提供知识产权
许可服务做好基础工作；尝试
建立多渠道的产品投入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加强
相关文化资源知识产权许可服
务，促进资源、创意、市场共享，
延伸相关产业链条，逐步形成
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文创产
品体系，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创
品牌等。

此外，郗志强表示，在海南
全力推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的同时，期待海南进一步深耕
文创产业发展的土壤，吸引更
多优秀人才加入文创产业，解
决人才匮乏等难题，促进行业
健康有序更好更快地发展。

“美丽的风光是海南的优
势，历史文化更是海南独一无
二的资源，挖掘海南本土文化、
风土人情，以国际视野诠释海
南文化，去创新和传承，创作出
好作品，让更多的人认识海南、
了解海南、爱上海南的斯土斯
情斯物。”郗志强表示，海南文
创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企
业、个人多方共同努力，无论是

“文化+旅游”“文化+农业”，还
是“文化+体育”“文化+教育”
等等，文创产业都将有利于提
升海南的文化软实力和国内国
际影响力。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近500件产品亮相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演艺及文创产品博览会引发关注

海南文创：如何让创意变“爆款”？

■ 本报记者 杨道

日前，省作协副主席、作家张浩
文授权宝鸡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的

团队翻译其长篇小说《绝秦书》并出
版相关外文（英法）译本。2013年，
张浩文在《中国作家》发表长篇小说
《绝秦书》，之后单行本由太白文艺出
版社出版。《绝秦书》一经发表便引起
广泛关注，获得第三届中国作家剑门
关文学大奖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

“优秀作家贡献奖”，并入围2013年
度中国作家长篇小说排行榜。6月
20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绝秦书》
作者张浩文。

记者：首先，祝贺《绝秦书》即将有
英、法语译本，这是极大的荣誉，意味
着这部作品即将走向世界。近年中国
小说出版众多，为何宝鸡文学院独推

《绝秦书》？
张浩文：首先，《绝秦书》出版以

来，一直比较受关注，起码在陕西是
这样。这种关注既有来自学术界评
论界的，也有来自广大读者的，您只
要上网搜索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专
家的研究还是读者的留言，确实不

少。而且，这种关注是持续的，就像
我这次回陕西，短短的几天内，就有
范围不同的几场关于《绝秦书》的研
讨会和分享会。著名评论家段崇轩
说，《绝秦书》出版五年来，评论不断，
读者众多，现在又被翻译成外文出
版，已然是经典了。经典当然算不
上，不过客观地说，这是一本比较受
读者欢迎的畅销书。

其次，灾难题材具有共同性，是人
类普遍关注的话题。无论从早期的神
话还是眼下的生态环保，关注灾难，东
西方有共同话题。不过，由于种种原
因，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灾难书写比
较薄弱，《绝秦书》在某种意义上弥补
了这个短处，有评论指出，《绝秦书》是
中国当代灾难文学的扛鼎之作。对于
外国读者来说，他们有研究和阅读此
类作品的需求。

此外，陕西宝鸡正在建设“一带一
路”上的国际化城市，不仅工业、旅游
要“走出去”，文学也应该积极“走出

去”。翻译出版《绝秦书》，承担着传播
陕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重任，是陕西
实施文化传播工程的一部分。

记者：在海南文学界，作品外译的
并不多，据我所知，韩少功老师的小说

《马桥词典》英译本和蒋浩的诗《海的
形状》等英法译本反响不错。就中国
当代文学而言，莫言获奖之后，中国作
家的作品在西方受到的关注度明显增
强，但中国文学在西方似乎仍然处于
边缘性地位，文学作品的译入与译出
是失衡的。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张浩文：这里有一个统计数据，著
名文学代理人托笔·伊迪曾说过，从
1979年到2012年近三十多年来，相
比于126万次的英语文学翻译作品引
入中国，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的
次数只有1.4万次，这很不成比例。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
呢？在我看来，这个原因相当复杂，除
了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觉偏差
之外，汉语作为表意文字与作为表音

文字的西方语言之间差异太大因而难
以翻译。此外，中国目前高水平的翻
译人才匮乏和翻译出版渠道狭窄，都
是制约因素。我这里重点强调的是，
由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中国当代文
学中缺乏西方人关注的普世题材和共
同价值，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主
要障碍。

问：《绝秦书》之后，您有新的写作
计划吗？

答：《绝秦书》已经成为历史，我现
在手头正在写作一部长篇小说，暂名
《光景》，是省作协的签约项目，也入选
了中国作协2019年全国重点扶持作
品目录。按计划，大概会在今年年底
完成。这是与《绝秦书》差异比较大的
一部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写法，都力求
突破《绝秦书》的既有风格。

问：能否透露一下新作内容？
答：一部长篇，很难用几句话说清

楚，如果一定要压缩，我就说一句话：
一个人的寻父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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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著名诗人：

阿赫玛托娃
6月23日，是俄罗斯著名诗人安娜·安德

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889年6月23日—
1966年3月5日）130周岁诞辰。

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
性诗人，著有诗集《黄昏》《黄色的群鸟》《车前
草》《安魂曲》等。她的诗体现出俄罗斯古典
诗歌优美、清新、简练与和谐的传统，深受读
者喜爱。

1966年3月5日，阿赫玛托娃因病在莫
斯科逝世。在她死后的30余年中，许多遗作
被陆续整理出版，其中包括1987年首次公开
发表的长诗《安魂曲》，该诗以其深邃的思想
性、哲理性和艺术上的新颖引起国内外的广
泛注意。俄罗斯一些著名诗人和批评家高度
赞扬她的诗歌创作，公认她是“诗歌语言的光
辉大师”“20世纪俄罗斯诗坛屈指可数的诗
人之一”。除诗歌创作外，她还翻译过许多外
国古典文学著作。 （杨道 辑）

南海微风竹
扇、郑和航海图丝
绸长卷、南天一柱
石银版画、旋转式
夫 人 手 礼《 祥
盒》……日前，第
十二届中国艺术
节演艺及文创产
品博览会在上海
展览中心举行，来
自海南的16家文
化单位、企业携近
500 件文创产品
亮相，引起关注。

有人说，文创
是站在风口上的
产业，发展潜力巨
大。文创产品在
代表地方文化上
独具表现力，全国
文博系统已经开
展系列探索，海南
紧随其后，前不
久，省博物馆IP人
物形象南溟子上
线，海南文博的文
创产品有了新的
主题词。文创产
品如何从小众变
为刚需，让消费者
愿意买单？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了
业内外相关人士。

《绝秦书》将出版英法译本

作家张浩文：文学也应该积极“走出去”

致力于海南文创产品开发
和推广、曾将海南鹧鸪茶打造成
一款明星产品的尚南堂，在这次
博览会上展示了夫人手礼《祥
盒》和天元罐等展品。

尚南堂总裁郗志强认为，文
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是创意，文化
创意产业的灵魂是文化，“文化+
创意”赋予文创产业更加深刻的
意义。经过长期历史演进，当前
的琼岛大地，呈现出海洋文化、
黎族苗族文化、生态文化、南洋
文化、红色文化等各类文化相融
相生的繁荣局面，为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为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
和喜爱，尚南堂一直努力呈现鹧
鸪茶最好的品质。“这是一片茶
叶从舌尖到田间的思考。”郗志
强表示，品牌化的打造，应该是
一场逆向经营思维风暴，其背后
是标准化生产的支撑、优质品质
的打造，“我们首先要考虑清楚
如何将海南独特的农产品优势、
一流的生态优势转化成产品优
势和品牌势能。从市场的消费
终端倒推产品的进化过程，由企
业负责思考消费者的舌尖感受，
帮助农民打理好田间种植，才能
让农产品从农贸市场走出去，走
向国际市场，卖出应有的价值。”

据了解，海南文创产业相比
岛外其他省市，还有一定的差
距。但是近几年，海南各方均做
出了不少努力，政府出台多项文
化产业扶持政策，推动文创产业
发展。在政策与环境的促生下，
海南本土孕育出越来越多的文
创企业，部分市县也着力推出文
创产业园区。无论是商业化的
文创企业，还是像省博物馆、中
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等公共文
化机构，都积极尝试开发文创产
品，成为海南文创产业发展积极
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从参展和消费市场的情况
来看，能够获得认可受到好评的
文创产品，无一例外，都是融合
了浓郁地方文化特色、品质卓越
的产品。

博览会上，一款名为“海
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银
版画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
它选取第四版人民币二元券
背面图案“南天一柱石”这一
海南标志性景观，经过雕刻
工匠重新设计，利用特有的
立体点线面传统技法和先进
印刷工艺，将此景观的波澜
壮阔极具立体感地呈现在大
众眼前，深受好评。

“文创产品首先是一种
艺术品，必须具有独特的文
化灵魂和属性，更倾向于满
足消费者精神层面的东西。”
中钞华森实业公司相关负责
人丁永强向海南日报记者介
绍这款文创产品时说，每款
货币文创产品的创作过程都
有货币文化的烙印，都是行
业顶尖雕刻工匠融合了国
家、民族的独特文化潜心创
作而成，与市面上普通纪念
产品相比，具有不可复制性，
这是消费者愿意买单的重要
原因。

当然，海南的文创产品
都带有浓郁的海南地方特
色。例如《岛听图说》，这本
言简意赅、图案精美的书籍，
参考了《海南通史》《琼州府
志》等相关史料，将生涩难懂
的文字变成了活泼的画面，
让海南文化深入人心；

郑和航海图丝绸长卷，
图中记载了航线所经过的
500多个亚非各国地名，以
及 50 多条不同的往返线
路。图中清楚标明了海南古
时地名琼州府、万州、铜鼓山
等地，见证了海南在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为了使观众更好地了解
南海文化遗产保护情况，中
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利用全
息投影膜技术，以互动的形
式向观众介绍华光礁I号沉
船的发掘始末、船体结构、船
载货物及历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相关知识……

大师班盛行，
大师还够用吗？
■ 牛春梅

近日北京某艺术院校举办艺术节，预计
在 7 天时间里举办 194 场高质量的大师班，
也就是说每天有超过 27 场大师班……原本
被当作稀罕物的大师班，在这里明显贬值
了。更让人好奇的是，得有多少大师才能做
得了这么多大师班啊？或者说我们的大师
够用吗？

大师班的概念在近年来越来越受欢迎，
也就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大师班。不光是一个
院校的艺术节，许多文化艺术展览、展演、节
庆中大师班都已经是标配，似乎没有大师班
的这类活动都不够档次。大量的大师班自然
需要大量的大师，真正的大师不够用了该怎
么办？有没有感觉到如今各行各业的大师数
量明显增加了？

什么是大师？大师，必然是一个行业中
顶尖、出类拔萃的少数人。大多数行业的结
构都如同金字塔，由大量的基础从业者，数量
适当的中坚阶层，以及少数顶尖从业者组成，
大师就如同金字塔的塔尖，是稀有的，极少量
的，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大师不是从天上
掉下来的，也不是按需生产的，要想成为行业
顶尖的大师，需要天赋，更需要艰苦卓绝的努
力，甚至还需要机遇等等。“大师班”之所以受
欢迎，正是因为大师太少，能够得到大师面授
机宜的机会太珍贵。

可如今得到“大师”头衔似乎正变得容
易，大师们的含金量在降低，含水量却在升
高，有很多大师甚至是为了大师班应运而
生。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回头想想，“大师”和

“大师班”为什么会受到推崇？我们崇拜的不
是一个头衔，而是这头衔背后所代表的知识
和经验，如果大师含水量太高，并不能带给台
下的学生更多启发，这样的“大师班”还有举
行的必要吗？

其实无论是“大师”还是“大师班”，数量
的多少并不会和一项活动质量高低成为正
比，真正有质量的活动也并不一定必须有大
师班。甚至有时候，当一项活动中的大师班
过多时，也许恰好证明了这个活动质量没有
那么高，毕竟真正的大师并没有那么多。

如何拒绝被含水量丰富的大师班欺骗，
也许首先应该改变我们对大师的迷信。大师
并不是万能灵药，也没必要出现在每一个行
业的每一个环节，就像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他
最需要的是好的幼教老师，而不是一个大学
教师。我们应该更注重如何培养大师，而不
是被大师“培养”。当我们能够正确看待大师
时，也就不会轻易被那么多的大师班忽悠
了。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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鹧鸪小青柑夫人手礼《祥盒》。南海微风竹扇。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中的文创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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