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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光明日报，11月16日，2020首届上海国际网
络文学周在上海浦东启动，会上发布的《2020网络
文学出海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以
引领网络文学出海的阅文集团旗下起点国际
(Webnovel)为研究样本，首次披露中国网络文学海
外市场分析及用户画像。

《白皮书》显示，中国网络文学正在得到越来
越多全球读者的欢迎与认可。从网络文学出海整体
规模来看，截至2019年，国内向海外输出网络文学
作品1万余部，覆盖4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网文平台的海外用户活跃度不断上升，海
外作者成为一股重要的创作力量。起点国际自2018
年4月开放海外创作平台以来，已吸引海外超10万
名创作者，创作出超16万部网络文学作品。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大楼主体结构竣工

据新华社，位于维多利亚港沿岸的香港故宫文
化博物馆大楼主体结构近日正式竣工。博物馆预计
于2022年开幕，届时将有约800件文物从北京故宫
博物院运抵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出。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定位是一座世界级的中
国文化艺术博物馆。据项目承建方中建集团旗下中
海集团介绍，博物馆在设计上将“传统中国视艺文
化”“传统中国空间文化”与“当代香港都市文
化”有机结合，整体的建筑造型呈现“上宽下聚，
顶虚底实，巧妙平衡，变换肌理”的视觉效果，内
部结构为中庭空间垂直递进，以纵向、立体的中轴
线将不同楼层的中庭串联在一起。七层楼高的博物
馆建成后将成为维多利亚港畔的新地标。

据了解，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就
展品清单的商讨已经完成，策展团队已经挑选了故
宫约800件文物，准备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幕
展览中展出。这些展品是精品中的精品，很多文物
将是首次在内地以外的地方亮相，还有一些文物更
是首次对外展出。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坐落于九龙半岛的西九文
化区西端，面向香港地标性的维港景观。博物馆占
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总楼面面积（相当于建筑面
积）约3万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7800平方米。

2020沪港澳台绘画联展

开幕

据中国新闻网，2020沪港澳台绘画联展日前在
上海刘海粟美术馆拉开序幕，本次展览共征集到来
自沪港澳台85位艺术家的106幅作品参展。

作为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多年主办的一个
传统展览和品牌项目，沪港澳台绘画联展自2009年
起已连续举办十余届。本次联展以“日月同辉，华
夏共美”为主题，参展的上海艺术家49位，香港艺
术家11位，澳门艺术家13位，台湾艺术家11位。

据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艺术
总监何百明介绍，此次参展的艺术家们呈现出的作
品内容多样，不仅用他们的画笔勾勒出祖国的大好
河山，以此来讴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还通过自己
的视角刻画了奋斗在疫情一线医护人员的故事，诠
释了人性的光芒及对生命的尊重。

25年跨国追索

68件文物终回祖国
据中新网，近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了68件流失英国文
物成功追索回国有关情况。经鉴定，68件文物中，
暂定二级文物3组13件、三级文物30件、一般文物
25件，质地包括瓷器、陶器、石器、铜器等，时间
跨度从春秋战国到清代，地域分布江西、安徽、福
建、河南、陕西、河北、贵州等。整体来看，文物
器型较为丰富，品相较好，精品较多，唐三彩七星
盘、宋代青白瓷、元明石雕马、一组四件元末明初
青瓷梅瓶等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一场
持续25年的跨国文物追索行动终于画上圆满句号！

关强表示，此次68件中国流失文物顺利回归，
是中英两国在“1970年公约”框架下，合作打击文
物走私、促进文物追索返还的成功范例，既彰显了
我国政府打击文物走私、追索流失文物的坚定意
志，也是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参与文物追索返还领
域国际规则改革完善、促进国际法秩序朝有利于文
物返还的方向发展的重要成果。

北京明年建成

100家园艺驿站
据北京青年报，日前，北京市第80家园艺驿站

在东城区龙潭公园建成开放。市民既可以坐在布满
绿植的园艺驿站中读书小憩，还可以参加书法、水
仙雕刻、创意制作等互动体验活动，在家门口体验
“绿色生活”。近日，记者来到龙潭公园腾龙阁，
新建成的园艺驿站免费向市民开放。这处园艺驿站
是一座二层仿古式建筑。其中，一楼为体验展示
区，里面布满了绿色植物，摆放着桌椅，市民步入
其中，可以放松休息，又可近距离体验园林文化。
二楼为园林小课堂，不少亲子家庭在里面动手制作
植物盆景，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书法。现场负责人
介绍，今年12月，龙潭公园园艺驿站将举办“非遗
传承”“水仙雕刻”主题活动。

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18年启动
建设园艺驿站以来，目前全市已经建成了80家，包
括东城区龙潭公园、西城区双秀公园等公园景区，
受到市民的喜爱。年底前，全市将有各类型园艺驿
站85家。按照规划，明年，全市将再建15家园艺驿
站，使园艺驿站总数达到100家，让更多市民在家
门口享受到“绿色生活”。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开幕仪式前，舞台上跳上来一个人，戴着眼
镜，留着小平头，说：“在开幕前我先说几句。”于
是，呱啦呱啦开说，这谁呀？如此冒昧。说他今年
疫情期间的博物馆运营损失不小，说到自己成
都的50个馆、重庆的11个馆，还说要在广州建
100个主题馆等等。“有人说我是建博物馆的大
将，我是大酱，酱油、酱香的酱。做有味道的事
儿。”哦，他就是樊建川呀。说了大约一刻钟，樊
建川宣布收藏交流会开幕，没有请专业主持人，
樊建川就是主持人，介绍嘉宾，幽默风趣，洒脱
自然。这家伙！

11月14日上午，在四川大邑县举办的第10
届建川博物馆近现代收藏交流会开幕式上，我
见到了文博奇人樊建川。

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谁人不识樊建川。
下过乡、扛过枪，教过书，34岁成为宜宾市常
务副市长，后辞职搞房地产（当时，来自家
人、朋友、同事的质疑之声，可想而知），后
迷恋军事收藏，把十几年的积累投到博物馆建

设上。趁着想法还热乎，说干就干，从2004年
底开始，连续9个月建了五大主题馆：中共抗
战的“中流砥柱馆”、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
场馆”、美国援华的“飞虎奇兵馆”、“不屈
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经国家6部
委严格审查全部合格，于2005年8月15日抗日
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正式对外开馆，以后他
建的馆就越来越多，建川博物馆成了“聚
落”。2018年他与任正非、马化腾、柳传志等
一起入选“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
家”。

参观建川博物馆“聚落”，最让我震撼的
是中国壮士群雕广场，所有壮士造像阵式都放
置在一个“V”字型下沉式凹槽的空间环境
中。这个“V”字型下沉式凹槽总长81 . 5米
宽，宽45米，象征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
利时刻。200多名壮士怎么摆布？按战区，按
功勋，还是按军衔？樊建川脑海里回响的是，
守护每一寸国土，是每一个壮士的神圣责任，
就按壮士当时坚守国土的真实位置。“标尺”
找到了，一下子就有了秩序。俯瞰这个壮士方
阵，就是一幅抽象的中国地图。一个个耳熟能
详的名字映入眼帘，这是钢铁之阵、威武之
阵、团结之阵、胜利之阵。我惊叹樊建川把碎

片化的信息一下子整合成一个整体的能力。这
是樊建川的“串珠”之功。

11月14日下午，我有幸听樊建川谈博物馆
和博物文化，感觉他就是个小伙子，语速特快，
激情四射。“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樊建川
自豪的一件事是2015年，他联合多家单位共同
发起“铭记·致敬——— 探寻驼峰英雄轨迹”公益
活动，奔赴西藏林芝市波密县寻找77年前失事
的编号为41-24688的C-87型美军运输机遗骸，
发现了美军飞行员的28块遗骨。他自掏腰包花
费近400万元，在高原上建了三座桥，邀请了200
多位藏族同胞搜寻。樊建川还透露了找到美军
遗骸背后的一个小故事，“我们搜寻队找到一只
美军皮靴，皮靴里，还有一只人脚，由于常年冻
在冰川里，并未完全腐烂。这是后来化验的铁
证。”这件事引起了巨大轰动。做这一切，如果没
有激情，很难完成。

近距离接触樊建川，事出偶然，潍坊市和
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有关人员去四川建
川博物馆参观学习，我有幸随行。樊建川侃侃
而谈，他说了好多，比如，一座城市要靠博物
馆来体现自己独特的内在气质，没有厚重的博
物馆，城市面貌会模糊，博物馆让城市更加沉
稳，这些沉淀下来的东西，必将成为城市发展

的推动力。等等。遗憾录音笔操作有误，一个
字也没录下来，好在随手在本子上记了些。

樊建川说：“我就是个‘破烂王’，自20
世纪60年代在大街上捡拾传单起计，捡拾‘破
烂’已经有54年。破烂王之称，绝对不是浪得
虚名。生命不息，捡拾不止！”樊建川曾在各
地包括国外的“地摊”上，“捡”了一万余本
手写的笔记本。

樊建川笃信文物身上承载的东西超越国
度，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价值不可估
量。它们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
其中不少都经历了风霜雪雨，甚至枪林弹雨，
它们正期待着人们去打开尘封百年，甚至千年
的秘密，唤醒子孙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传
承，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刻不容缓。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临别，樊建川说
起自己这些年建博物馆的一个感悟：“收藏当
事人的文物，真的靠缘分。”缘分得来，靠
啥？真诚和敬畏，对人的真诚，对历史、对文
物的敬畏。

我们在建川博物馆的阿庆嫂休闲庄聊天，
“阿庆嫂”是《沙家浜》中的人物呀，她不在
四川。“请过来，她就来了，但心要诚。”樊
建川说。

初冬近观樊建川
□ 逄春阶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青岛有一堵网红墙，近几年成为国内旅
游网红打卡地，年轻人以在此拍照留影为
荣。

网红墙其实是青岛艺术博物馆的外墙，
上面各镶嵌一个汉白玉路牌，一个标着大学
路，一个标着鱼山路。金黄色的琉璃瓦，朱
红色的墙壁，吸引着年轻人。特别是在旅游
旺季，年轻人抢着以网红墙为背景拍照留
念：站立墙角前，有的背倚红墙，露齿微
笑；有的托起双腮，萌萌可爱；还有的情侣
各站一边，传递爱意……

“这儿红墙琉璃瓦和白色路牌，有种穿
越时空的感觉。”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的青年人吕丰说，自己是从小红书上知道青
岛有个网红墙，看到大家拍照很美，就特别
想来看看，打打卡。

前来打卡拍照的人群中，有不少是拍婚
纱照、情侣照的新人。在他们看来，以红色
墙为背景拍照，古典而喜庆。

今年71岁的青岛本地人沈明书，参与网
络直播比较早，能说会唱，字写得好，花样
多，被称做“花样爷爷”。“2016年，我网
上直播大学路咖啡一条街时，向网友推介过
大学路上这处非常有特色的墙。”沈明书告
诉记者，冬天雪后，在网红墙拍照最美：
“红墙黄瓦，配上白雪，加上蓝天，你说美
不美！”

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召开前夕，沈
明书曾通过央视新闻平台，介绍青岛的欧陆
范儿，重点推介了网红墙，点击量达五六百
万。他说：“从2016年至今，前前后后推介
过六七次，今年3月份，在‘花样爷爷’看
市南网络直播中，也进行了重点推介，当时
是希望大家走出家门，锻炼身体，战胜疫
情。”

作为网红打卡地，青岛的网红墙为什么
这么火呢？记者采访发现有各种版本和说
法。

“大学路红墙迅速成为网红，是由文青
们引发的。”青岛一位资深摄影师介绍，网
红的起因是来自台湾电视剧《转角遇见
爱》、芹玮的小说《转角遇见爱》，还有外
国电影《在世界转角遇见爱》，文青们凭着
对文学、电视、电影作品中的艺术感觉，
“撞”上了这个红墙转角，然后就主动对号
入座，在墙角处拍照留念，期待在这个转角
也能遇见爱，而且还把照片发到网上，通过
网络晒出自己的梦想与追求。他说：“在转
角遇见爱，红墙被赋予美好内涵，因而受到
年轻人的喜爱与推崇，是年轻人在这里拍照
最好的理由，也是最美好的向往。”

“百年青岛市，百年大学路。”一直关
注网红墙的青岛市委党校教授刘文俭认为，
“大学路象征着文化，鱼山路寓意年年有
余。这种好的寓意，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对文化、对生活、对未来的愿景，紧密
契合。加上建筑非常有特色，照出相片也特
别好看。”

“青岛大学路的网红墙，在国内非常有
名气，很多外地游客在没有来青岛之前，首
先要作旅游攻略，来青岛，一定要到这个地
方打卡。”省旅游协会导游分会副会长、全
国模范导游员孙树伟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网红墙跟青岛的一位女作家推介相关。

“她本身是青岛人，通过凝练的笔墨，

写出对网红墙的点滴感触，透露出对青岛的
挚爱。大家读到这篇文章，来到这个地方，
对它进行重新审视。”孙树伟说，作为在大
学路周边生活的青岛人，经常从这边走，太
熟了会觉得很平常。“但是通过作家推介，
大家感觉到，作家写的与我们的感觉不一
样，所以我们得看看它，慢慢就有了不一样
的感觉。再往后，特别是近几年，通过小红
书、抖音等途径，大家都在拍网红墙，拍完
后上传，然后就火了。”

孙树伟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青岛网红墙之
所以火的原因。

“第一，跟网红墙红墙黄瓦的颜色有
关。”孙树伟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基
调，青岛的基调是康有为先生定的，“红瓦
绿树，碧海蓝天”。青岛老城区的德国建
筑，包括天主教堂、基督教堂、迎宾馆等，
都是黄色的墙为主。到了北京，就是朱墙黄
瓦，到了南方，就是粉墙黛瓦，北方的内墙
是白色的，外墙很少有白色的。

他说：“在青岛这个城市主要是以黄色
墙为基调的德式建筑氛围当中，突然出来一
个红墙黄瓦的建筑，就很突兀，很扎眼，物
以稀为贵，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不单单是一堵墙的问
题，我们要看周边跟它相关联的东西。”孙
树伟说，比如大学路，不仅是青岛最早的马
路之一，路两边的法国梧桐树，树影婆娑，
在游人和行车少的情况下，显得特别幽静，
曾经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街道之一。与大学
路相交的黄县路，有骆驼祥子博物馆等一系
列历史名人故居和众多咖啡馆。

“第三，更重要的是在鱼山路，其周边
的道路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有很多历史
文化名人故居在这个地方，有很深的文化历
史底蕴。”孙树伟介绍，在鱼山路的上边，
就有中国海洋大学，其前身就是山东大学，
它所在的鱼山校区，也是学校四个校区中最
美的，在20世纪90年代，曾被评为中国十大
最美校园之一。

网红墙所在的青岛艺术博物馆，位于鱼
山路和大学路上，建于1934年至1940年，原
为红十字会旧址，以三进布局，将罗马柱廊
式、中国宫殿式、阿拉伯式三种不同风格的
建筑集中于此，不仅具有历史的沉淀、文化
的厚度，而且是一处极具观赏价值的观光
地。

“这么多的‘中国最美’在此汇集，再
加上我们周边的文化氛围，包括黄县路、福
山路等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众多名人故居散
落在这些路上，有一种历史文化的厚度。”
孙树伟分析说：“假如一名游客，长途跋涉
几个小时，单独看一堵墙，肯定会很失望
的，网红墙背后，有很浓厚的文化气息作为
支撑。其间有很多点支撑着它，至少来了之
后不会失望，我看了网红墙之后，获得了满
足，同时，网红墙的周边，还有很多地方让
游客流连忘返。”

“网红墙还没红的时候，就开始推荐
了。我在携程网推介旅游产品，就引导客
人。最早还不叫网红墙，我们叫中国最美街
区，上传图片，也会吸引小众群体来打
卡。”孙树伟介绍，“当时我们推荐的是一
条线，而不是一个点，比如漫步或丈量青岛
市区，从洪深故居开始，沿福山支路到康有
为故居，游览鱼山路上小鱼山公园，然后是
梁实秋故居、童第周故居、束星北故居，一
路下来，转过弯，到了骆驼祥子博物馆，然
后步行到青岛迎宾馆，再去观赏基督教堂和
天主教堂……这条旅游线，我们叫‘丈量青
岛’，网红墙只是其中一个点，就像红线串
珠上的一颗红珠。”

“各种原因促成了青岛网红墙，可以说
近几年经久不衰。”孙树伟从事导游工作已
有31年了。他说，从旅游角度讲，对一座城
市来说，网红打卡地越多越好。“仅有这么
一堵网红墙，还是比较肤浅的，很多评价
说，这里能拍蓝天白云、黄瓦红墙，光线强
的时候，这堵墙就像反光板一样，手机拍出
来，面色红扑扑的，无论怎么评价，都是基
于表面。比如拿网红墙里面的建筑来说，红
十字会旧址建筑的来龙去脉，抖音讲得不太
多，我们要挖掘它。这堵网红墙，我感觉，
如果没有文化底蕴的话，红得快，衰败得也
快。”

“青岛山海城一体，是一方宝地。”孙
树伟认为，青岛除了大学路网红墙之外，海
边非常漂亮，沿海一线的木栈道，燕儿岛路
周边的被称为“神秘洞穴”的地方，石老人
周边的区域，也是非常适合拍照的。

“很多网红打卡的地方，遍布青岛全
域。”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岛是一座
有很多网红元素可以挖掘的城市，因为青岛
一年四季分明，市区道路高高低低，景致非
常适合拍电影，属于天然的外景地，青岛成
为中国电影取景最多的城市之一。青岛拥有
几百栋异国情调的建筑，名人故居有六七十
处，再加上铁艺栅栏、门窗，很有欧陆风
情。这些建筑或细节，都可以细细挖掘，加
以打造。“比如说在中国种植面积最大、时
间最久的青岛中山公园的樱花，也是游客朋
友值得来青岛打卡的。”

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期间，孙树伟
是央视直播访谈嘉宾之一。他回忆说：“主
持人要我用简短的两句话，对青岛作个概
括，当时我就想，青岛这么美，怎么能用两
句话来概括呢？”

孙树伟总结说：“一个城市有山的不
多，我的家乡有山；一个城市有海的不多，
我的家乡有海；我的家乡既有山又有海，红
瓦绿树，碧海蓝天，青岛不仅仅在美丽的六
月，一年四季都会张开怀抱欢迎您的到
来。”

青岛艺术博物馆的外墙成了网红墙，为什么会这么火———

青岛网红墙，转角遇到爱

2019年9月25日，世界旅游小姐在网红墙打卡拍照。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夜色中的网红墙

“中国网文热”全球持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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