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走进江苏的大街小巷，你越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的万种风情——或是颇具新意的时尚书店，或是精致有
底蕴的博物馆，或是飘来咿咿呀呀水磨腔的古戏台，又或是锣鼓喧天的乡村礼堂……

近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公布了2021年度“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对象，203家“最美”空间榜上有
名。这些点亮城乡之美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如何被筛选出来的？在城乡文化建设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记
者近日就此展开了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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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文艺评论

203家“最美公共文化空间”绽放江苏风情

颜值+气质，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周 娴

功能性、审美性、公共性“三统一”
打造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何为“最美公共文化空间”？省文旅厅有关负责人解
释，“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是指围绕公益文化服务供给，融
合地域特色，以空间美化、功能优化、服务优质、运管优异
为重点，设计、打造形成的更具人文关怀、审美品位、文化
内涵和社会影响力的公共文化空间。

“美”的标准是什么？记者翻阅“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榜单发现，上榜的公共文化空间种类繁多，有的毗邻旅游
景点，探索文旅融合特色发展；有的把历史风貌和现代气
息巧妙相融；有的则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涵……相同的
是，这203家“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
部布置，都能给人带来赏心悦目的感受，达到功能性、审美
性和公共性的统一，让大家觉得亲切温暖，有参与感。

那么，江苏首批“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是如何被筛选
出来的？省文旅厅公布的建设指南，从基础、空间、特色、
功能等方面明确了最美空间的发展路径。

首先，“最美”空间要面向社会免费开放运营一年以
上，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固定场所。其次，在

“颜值”和“气质”上也有要求，比如说，空间设计上能充分
体现艺术性、主题特色和地域特色，氛围营造上具有视觉
愉悦感和浓厚文化内涵。此外，在服务功能上要满足大
众精细化、多元化、个性化和体验化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建设指南中提出，“最美”空间要能体
现“诗和远方”互融互通的新趋势。如何于方寸间营造

“诗和远方”？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江苏鼓励打造
融合阅读分享、艺术展览、文化沙龙、演艺表演、研学体
验、文创展示、轻食餐饮等新型文化业态，鼓励在都市商
圈、文化园区、文旅街区等区域打造小而美的公共阅读
和艺术空间。

在“十四五”期间，江苏每年要扶持打造“颜值”
和“气质”兼具的200个“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未
来，省市县三级文旅行政部门还将通过资金补
助、队伍培训、展示推广等实打实的支持，每年
集中验收一批打造成熟的“最美”空间。

“现代+艺术”成就网红打卡点
技艺类、乡土类公共文化空间成

新宠
从榜单上看，不少入围“最美公共文

化空间”的都是建筑设计上独具特色的网
红打卡点。

比如，在南京长乐路与平江府路路口
东侧的文采书屋，是一座具有民国风情的
小洋楼，红瓦尖顶、老虎窗、立式烟囱，还有
带立柱的门廊，都是为纪念姚文采先生而
打造的。

每到周末，家住琵琶小区的赵郡喜欢约上
闺蜜，穿过开满凌霄花的庭院，到这里看书喝茶，

她很庆幸，在熙熙攘攘的夫子庙，有这样一块清净之地。
位于南京国际青年文化公园的24小时美术馆，由广

场上的8个玻璃房升级改造而来，是城市遗产与当代艺术
相结合的探索。

这8个玻璃盒子，是南京青年奥运会的遗产，没课的
时候，江苏第二师范大学的王婧常来这里“打卡”。“第一
次来时，就被这里凸显工业风的艺术建筑群震撼了，整体
建筑大而灵动，园区里的布置小而精致，给人视觉上美的
享受。”吸引王婧的不止“颜值”，还有美术馆内每一两个
月更新的展览和不定期举行的艺术展演和论坛。

入围“最美公共文化空间”的树山介石书院，位于苏
州树山村，书院采用明代的装修风格，竹林掩映，让人在
书中悟道的同时，亲近自然。

树山村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邹萍介绍，介石书院以明
代“大山石房”为蓝本，希望再现古代文人墨客谈诗论道、
品鉴交流的场景。书院旁边有3公里的木栈道，游客们走
累了，来这里泡一壶云泉茶，取一本泛黄的旧书，人世的纷
纷扰扰皆成云烟。“目前，我们书院的图书与苏州市图书馆
实现通借通还，希望把书香氛围渲染到乡村旅游。”

同样彰显乡土人文之美的还有花吉文化大院，“周
三电影、周六文艺场”是盐城花吉文化大院的特色品牌，
由22名民间业余文艺爱好者组成的“锦绣夕阳”民间文
艺宣传队，每周六都在花吉大舞台演出，他们深入田间
地头征集素材，编排小品、快板。“这些节目贴近生活，反
映大家伙儿的心声，不仅本村人爱看，周边乡镇的村民

也会赶过来看。”
上榜的“最美公共文化空间”中，涉及地方传统艺术、

挖掘传统文化内涵的也不在少数。
周庄古戏台，以昆曲为媒，闻名海外。著名作家白先

勇、著名国乐大师方锦龙等艺术家，在这里打造了一场场
唯美的视听盛宴。

周庄镇文体站的孙林芳告诉记者，古戏台和省昆剧
团，聘请专业昆曲演员常年在此演出，每周演出昆曲六
天，免费对外开放。这几年，周庄古戏台转型升级，着力
打造“昆曲+文创”公共空间，推动景区文化设施的“品质
化、景点化、网红化、亲民化”，“我们希望，原住民和旅居
者都能游周庄，学昆曲，在感受昆曲魅力的同时，也体验
公共文化空间的水乡肌理。”

月色中，灯影朦胧，古戏台上，水袖飘逸轻柔，台步行
云如水，柔情满溢的水磨腔，萦绕心间。

要“好看”也要“好用”
公共文化空间要“内外兼修”

拥有“高颜值”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彰显着城市文
化生态的多样性。

如何避免沦为“好看却不好用”的摆设？江苏尔目文
旅集团董事长、总规划师杨淇深认为，“最美公共文化空
间”要想可持续，必须要“内外兼修”，空间既要造得美，更
要管得好。

“设计是‘一锤子买卖’，但运营却讲究细水长流。”杨
淇深说，公共文化空间是对大空间的一个补充，是小而
美，美而特。

要想留住人心，必须要经过大量调研，深入了解当地
居民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突出功能定位，提供专业化
服务，才能真正“接地气”，把公共文化空间打造成“家门

口”的网红。
南京文采书屋负责人高维静深以为然，她发动

大家共同参与构建，鼓励老城南人把文采书屋当
成自己的会客室。

他们为每个来书屋的人准备了意见簿，征
集个性化需求，有年轻人反映看书饿了没东
西吃，于是他们增加了轻食，有周边的家长
反映，孩子放学没人陪，他们联合少年宫，
为低年龄的孩子举办国学活动。

“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不能千篇一
律，结合新业态和新技术，既突出区域文
化底蕴，又体现现代审美。”高维静认为，
在服务模式上，不能“新瓶装旧酒”，要有
更软性的更具人文关怀的服务，“人的精
神文化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在动态的运营
过程中，要与时俱进，不断优化。”

这些公共文化空间的不断更新，其实
也是在重塑城市，杨淇深对此充满期待，“有
人性关怀的空间多了，我们的城市也变得更

有温度了。”

时下一些文艺作品，充斥一种小情怀、
小摆设、小情调。有的驻足花鸟虫鱼、风花
雪月，有的沉湎于陈年往事，有的满足于个
人小思绪、小经历、小感受的宣泄，有的热
衷于咀嚼个人的一己悲欢、吟唱个人的恩
恩怨怨、咏叹个人的好恶情愫。这类作品
给读者的总体感觉是，多了些情绪，少了些
格局；多了些修饰，少了些风骨。

一般说来，文艺作品的表现手法可以
归于艺术技巧之类。显然，文艺作品是讲
究艺术技巧的，否则，便不成其为文艺作
品。但如果仅仅是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费
心琢磨，圈圈转转，忽略或是缺少了风骨，
文艺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一片浅显、苍白无
力、出现偏差，便会出现错误导向，从而失
去文艺作品应有的社会意义。

我国古代对于作品的“风骨”早有研
究。文论家刘勰就曾对风骨做了系统深刻
的阐释。他的《文心雕龙》“风骨论”就是针
对文学创作中过分追求文采、忽略思想内
容的倾向提出的。在他看来，风骨和文采
兼备的作品才是理想完美的作品 。他对
风骨的解释是，气血充盈、润泽有力、才力
丰赡。显然，只有具备如此特质的作品，才
能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打动读者和观众。

风格和风骨有联系也有区别。风格
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形成的某种特色，风
骨则是对作家和作品的一种导向要求。
文艺作品的风骨也即是文骨，是社会对文
艺家的普遍要求。社会前进需要鼓与呼，
需要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力量的作
品，这是文学作品不能回避的社会功能，
也是文艺家们需要牢牢记取的。可以说，
风骨是作品的血脉与魂魄。优秀作品的
血脉总是滚烫的、沸腾的；魂魄总是跃动
的、飞扬的。一部文学发展史反复说明，
深刻的思想内容与灵动的艺术形式相融
合的作品，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剖析部分作品中缺少风骨的原因，首
先是创作思想上，未能认清文艺工作者肩
负的特殊文化使命，未能认清作品对社会
对读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其次是远离当
下的思潮泛滥，部分作者选择了逃遁的办法。再次是为艺术
而艺术的倾向，醉心于艺术形式上的精雕细琢。最后是作者
的思想境界和认知水平低下，生活积累和知识储备不够，只能
满足于低唱浅吟的小情感宣泄。这类作品固然有存在的空
间，但不宜推崇更不可形成风气。

文学史上不乏逃离生活、远离时代的创作主张，但实践证
明那都是些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的梦呓和幻觉。文艺作品
一旦缺少了风骨，就如同患上软骨病一样佝偻身躯，就如同无
根的浮萍一样随风漂流。人们耳熟能详、交口称赞的文艺作
品，都是有骨有秀、骨秀兼备的好作品，都是完美的艺术形式
和丰富的思想内容水乳交融的作品。其艺术形式让人在击节
赞赏时受到感染，其思想内容让人在润物无声中受到教益。

文学作品的风骨当然是作者直接或间接表露的思想倾
向。这种思想倾向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作品产生的社会效
果。我们所希冀和强调的风骨，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健康向上
的、催人奋进的。文学作品能否产生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与
作品的风骨息息相关，从中我们可以窥察到作家艺术家的思
想修养、家国情怀、文学使命担当等重大问题。

写出文学作品的风骨，需要增强文学的使命感。两个百
年的伟大征程风云激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波澜壮阔，文艺
的作用不可替代。当代文艺工作者有幸参与其中，应当认清
肩负的历史责任，严肃对待作品的社会效果。要丢弃小我，融
入大我，主动感应时代行进的节拍，积极把握时代跃动的脉
搏，努力为弘扬中国精神、汇聚中国力量、鼓舞亿万人民意气
风发迈向未来引吭高歌。

写出文学作品的风骨，要不断淬炼思想、锤炼意志品格。
文艺工作者要在持续提升学养、涵养、修养过程中坚定理想信
念，提升站位层面，深入体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
深刻体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深深体味
中华儿女的自强不息、勤劳智慧、淳朴善良、坚韧不拔。唯有
此，作品中才能表现出坚定自信和铮铮铁骨。

写出文学作品的风骨，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扎根生活。要善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主流、看本质、
看方向，明是非，在变革发展的征程中汲取养料，在调整转型
的步履中积累素材，在重大事件中寻找亮点和兴奋点，多侧面
地反映人民心声。要浓墨重彩地讴歌奋斗人生，描画最美人
物，传递人间真情，礼赞向好、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为凝聚民
族复兴的强大力量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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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苏堤酒店开发管理有限
公司股东于2021年8月20日决定
解散该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 系 人 ：顾 根 妹 ，电 话 ：
13913736985，地址：苏州市吴江
区汾湖经济开发区。
苏州苏堤酒店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21年8月20日

遗 失 李 宇 晗（身 份 证 号 ：
320305201611190135）于 2016

年11月19日在徐州和平妇产医
院出生，现其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声明作废。
遗失 彭勇南京悦盛吾悦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新城吾悦广场
室外街334-339商铺诚意金收款
收据一份，号码：0003919 ，开票
金额：5000元，开票日期：2021年
3月2日，声明作废。
遗失 胡成恩出生医学证明，原
证编号:K320214418，父亲胡广
安，母亲王春红，声明作废。
遗失 船舶苏无锡货01760，船舶
营 业 运 输 证 号 ：苏 SJ(2016)
02001212，声明作废。
遗失 常州常发制冷科技有限公
司敦豪全球货运所发提单,提单
号WUXA43033, 收货人 JAE-
GGI INDUSTRIES S.R.L. ，声明
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