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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21年8月，中日韩文化部长
会议上，温州被授予2022年“东亚文化之
都”荣誉称号，而龙湾区是温州四大主城区
之一，拥有千年深厚的历史积淀，龙湾在挖
掘和弘扬“瓯越文化”方面有什么具体的举
措和成绩？

陈永霖（中共温州市龙湾区委常委、宣
传部长）：龙湾人杰地灵，文化积淀深厚。
历届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工作，尤其

重视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对历史文化

遗产的保护工作，挖掘和弘扬“瓯越文

化”。主要有三方面成效和举措：

一是以永嘉场文化为亮点，深入开展

地域文化挖掘研究。整体推进明代文化遗

址综合保护开发利用，系统开展永昌堡、宁

城所城、永兴堡等明代文化的研究传承和

明代温州文化中心的品牌塑造，改造提升

贞义书院、王瓒书院，加强汤和庙、张璁祖

祠、王瓒家庙等保护与利用，建成张璁纪念

馆、姜立纲书法艺术馆，明代永嘉学派的文

化气息进一步浓厚。深化和合学文化研

究，建成和合文化园，龙湾作为和合学策源

地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将以永昌堡建堡

470周年、张璁诞辰550周年等时间节点为

契机，策划开展系列文化活动，进一步扩大

龙湾历史文化影响力。

二是以“全域未来社区建设”为重点，

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累计建成

文化礼堂61家，获评温州市文化礼堂建设

工作先进县（市、区）。持续举办“一村一

剧”民星秀巡演、“一周一课”文化惠民活

动、“新青年下乡”活动、“布谷鸟”文艺培训

工程，年均提供文化礼堂点单服务320余

项。连续5年举办书香龙湾全民阅读节活

动。2015年以来，共开展“送电影下乡”活

动7260场，观影人数达228万余人次。成

功创建“浙江省诗词之乡”。持续深入推进

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建设，加快实现街道

文化中心全覆盖，推动“文化礼堂”“城市书

房”“百姓书房”“百姓健身房”等基层文化

阵地拓面提质，组建图书馆、文化馆、公益

培训机构等联盟，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优质共建共享，构建高水平“15分钟品质

文化生活圈”。

三是以推进全域旅游开发为焦点，深入

推进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积极融入温州瓯

江山水诗路文化带建设，积极谋划、储备、实

施一批重大文旅融合项目，保护性开发利用

永昌堡，加快推进寺前街历史街区保护与开

发，加快打造瑶溪旅游风情小镇、东篱下-美

人瀑、瑶溪村“微改造、精提升”项目建设，进

一步丰富旅游业态，实现文旅深度融合发

展。依托数字经济优势，发展网络视听、数

字创意等新兴文化业态，推动文化商贸融合

发展，重点打造文昌创客小镇、红连文创园、

浙南云谷、中国眼谷等平台，多点推动文化

产业园区建设，加快制笔、印刷等传统文化

产业升级，提升文化竞争力。

记者：作为温州改革开放的“窗口”，浙
江省唯一的县级行政区入选省全域未来社
区创建名单，龙湾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征
途上，对于弘扬地域文化、讲好龙湾故事，
有什么新的规划和展望？

陈永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
间，曾四次亲临龙湾，就龙湾民营企业创新

发展、走向国际化和农村文化建设作出重

要指示，这是龙湾推动区域新时代文化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根本指南。龙湾正按照

省委建设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和市委高水

平推进文化温州建设的决策部署，以“一区

五城”和“三大新图景”建设为战略牵引，全

面打响“新中心 大未来”城市品牌，力争到

2025年，建设成为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

社会文明新风尚更加鲜明，人文凝聚力显

著增强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省战略的

县域样板。具体做法是：

一是大力推进“三带一馆群”建设，打

造文化打卡点。以全域未来社区建设为

抓手，规划建设“三带一馆群”，龙湾“时尚

之都、科创高地”的城区标识更加璀璨，百

工产业转化中心的产业地位更加醒目。

“三带一馆群”即塘河宋韵明风文化传承

带、环大罗山生态休闲文化示范带、瓯江

时尚创新文化建设带和造百工艺术馆群，

努力实现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产业集群初

步形成。

二是全面擦亮“两张地域文化金名

片”，打响文化知名度。实施文脉传承行

动，擦亮“中国书法之乡”“浙江诗词之乡”

文化金名片，进一步打响龙湾地域文化知

名度和影响力，力争永嘉场文化成为“温州

学”研究的重要分支。积极争创“中国诗词

之乡”，积极引进国家级、省级大型文艺活

动项目，全面提升龙湾文艺品牌在全省乃

至全国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三是深入实施“八大行动”，提升文化获

得感。深入实施文化铸魂、文化传承、文化

塑韵、文化惠民、文旅融合、文化产业升级、

文明新风、文化传播等八大行动，力争到

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52亿

元，旅游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8%以上；居

民综合阅读率达93.5%，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实现全覆盖。到2035年，物质富裕和精神

富有达到新高度，软硬实力“双核”驱动，文

化发展的主要指标走在全市前列。

记者：从2016年起，中共温州市龙湾
区委宣传部参与设立“罗峰奖”全国非虚构
散文创作大赛，到今年已是第四届，这个奖
项影响力的增加对龙湾乃至温州的文艺事
业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陈永霖：自2016年举办首届罗峰奖全

国非虚构散文创作大赛，已累计收到来自

国内外及全国各地区的7000余篇作品，参

赛人数达到5000余人。目前，“罗峰奖”已

经成为温州乃至浙江地区的一个重要文艺

赛事，对我区的文艺事业具有积极促进作

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文艺创作的队伍不断壮大。人才

是文学艺术发展的第一资源，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必须有庞大的人才群体支撑。“罗峰奖”

的成功举办，激励、选拔了一大批温州优秀

作家、新人作家，带动、掀起了采风、创作交

流、研讨等活动热潮，温州地区文学工作者

参与热情高涨，投稿比例连续上升，有力推

动了龙湾乃至温州文艺人才队伍建设。

二是精品创作的实力不断提升。“罗峰

奖”力争树立行业标杆，用评奖鼓励人才、

推出新人新作,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创

作上精益求精，坚持与时代同步，创作反映

时代主题、书写时代精神、坚守人民立场的

作品。近几届“罗峰奖”中，龙湾及至温州

作家屡屡获奖，创作实力不断提升，作品

“含金量”不断提高，“罗峰奖”已成为温州

文艺事业的重要一环。

三是龙湾文艺的品牌不断擦亮。龙湾

拥有“中国书法之乡”“浙江省诗词之乡”等

金字文艺招牌，“罗峰奖”全国非虚构散文

大赛凭借良好的品牌口碑及广泛的赛事影

响力，已成为温州乃至全国的文学品牌活

动，每届均吸引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及国

外的作者报名投稿。

记者：请介绍一下第四届罗峰奖来稿
的情况，经过四届赛事的征集，罗峰奖的来
稿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和创作趋势？

陈永霖：第四届罗峰奖自2022年5月

启动以来，历时6个多月，吸引了几十个省

市，甚至有香港地区及海外华人1000多人

参加。本届比赛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

参加的人数众多和作品质量有较大提高；

二是网络传播范围广；三是作品的写作风

格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选材面更加广泛，写

作风格更具多样化。

记者：此前的采访中曾经谈到，希望将
“罗峰奖”的优秀作品加以艺术加工，搬上
舞台表演，以进一步推动龙湾文学艺术的
繁荣发展，请介绍一下现在是否有具体的
作品已经成型或者在改变加工之中？

陈永霖：我们坚持将“罗峰奖”优秀作
品进行重点加工，精益求精，推出了一批既

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的艺术精品，比如《娃娃鱼》《龙的

湾》搬上舞台，走上银屏，赋予新的内涵和

活力，让艺术惠及更多人民群众，推动艺术

创作与时代同频、与世界共鸣。

本报记者 袁欢

罗峰奖主办方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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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松浦文学奖”获奖

作品日前揭晓。邱华

栋的中篇小说《于阗五

部》、瓦当的长篇小说

《芝罘——米怜秘史》、

金仁顺的短篇小说《白

色猛虎》、肖勤的儿童

文学《外婆的月亮田》、

臧棣的诗歌《内心的砝

码》、张丽军的评论《山

深流清泉 岭高昂白头

——论当代文学史视

域下的高晓声》分别获

得 小 说 、诗 歌 、理 论

奖。散文奖空缺。颁

奖活动将于2023年贝

壳儿童文学周期间在

烟台举行。

邱华栋的《于阗五

部》以朴实灵动的笔锋，

铺陈极具西域特色的文

化意象，串联起中亚文

明与华夏文明的灿烂交

流；以连动古今的叙事，

传递远方深处的心灵悸

动，编织出五彩斑斓的

民族融合画卷。

瓦当的《芝罘——米怜秘史》将

历史、传记、书信、诗歌、游记等融为

一炉，用博物学式的开阔叙事，讲述

烟台开埠后一段风云激荡的中外交

流史，构成了如登州海市一般引人入

胜的叙事“蜃景”。小说知识与智性

辐辏，悬疑与趣味兼备，堪称新世纪

先锋文学的重要收获。

金仁顺的《白色猛虎》借一个家

庭旅馆的空间，以儿子和女友短暂的

归乡与别离，写透母子间不无隔膜的

牵记，也写透人的相处与自处的种种

微妙。小说平静的语调中饱含巨大

张力，克制的言语别显生命的丰饶。

爱的悖谬和忠诚，母性的忧惧和坚

毅，一点点洇出来，小说引而不发，却

在读者内心唤出虎啸般的声势。

肖勤《外婆的月亮田》借“小竹

儿”的童真视角，讲述外公外婆在大

山中相濡以沫的生活故事，稚趣盎然

又充溢隽永的人生滋味。小说以“月

亮田”的传说贯穿全篇，民族气息馥

郁，地域特色鲜明，语言拙朴而情意

深婉，如山间一汪清泉，给人至美的

情感淘洗。

臧棣诗心敏感而诗意深玄，他常

在微茫的事物中洞察生命的宽绰，体

会人类和世界隐秘的共鸣。组诗《内

心的砝码》运思清拔，识度高远，一首

首“简史”铭刻下诗人的观察与省思，

在初夏、雨燕、花瓶、迷宫等意象突如

其来的神性中记录诗人的心音，凸显

了冥思中思想和情感的景深。

张丽军的《山深流清泉 岭高昂

白头——论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高

晓声》在宏阔的文学史中展开细读，

不但对高晓声新时期创作中的“历史

一瞬”与“文学一瞬”做出了精彩阐

释，更以“陈焕生如何当上主人公”的

思考对话新世纪，提出新时代中国

“乡村振兴战略”下新的陈焕生如何

经历灵魂之变的深刻命题。文章视

野开阔，持论有据，有力拓展了相关

的研究论域。

据悉，“万松浦文学奖”为奖掖华

语写作而设，第14届“万松浦文学奖”

由万松浦书院、鲁东大学、山东文学

馆、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

社联合主办，秉持公正、纯粹和独立

的评奖原则，倡导新思维和新语境，

追求新气象和新高度。该奖每年颁

发一次，分设小说、诗歌、散文、理论

奖项。 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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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版）从斯蒂芬 · 斯皮尔伯格的

《E.T.外星人》到刘慈欣的《黑暗森林》，

我们走到了“螺旋式上升”的一半，从相

信善意的天真孩童变为了沉默警惕的少

年；而在下一半螺旋的尽头，或许就有着

为“后刘慈欣时代”立下界碑的下一部科

幻大作。

记者：学者宋明炜在研究文章里将新
一代中国科幻作家称为中国科幻的“新浪
潮”，他认为新一代作家都对技术发展有
比较尖锐的反思。你的小说是与你的知
识背景结合相当紧密的创作，你如何理解
他所提到的技术反思？

陈梓钧：以往我们理解的“技术反思”
可能等同于“反技术”，譬如滥用科技对环

境的破坏、赛博朋克世界中人性的沦丧、

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失业、生物技术导致

人类异化和伦理问题，等等。

但现在我理解的“技术反思”不是“反

技术”。我们都很明显地感到技术进步对

我们生活的改善、对我国国际地位的提

升，虽然也看到了由此引发的问题，但总

体来说是正面的。我认为的“技术反思”

是一种预警，它不对科技进行妖魔化，甚

至不否认“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指出

了“在现阶段技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让我们把问题指出来”。这种观点更加务

实，可能是近年来科幻“破圈”、与现实互

相侵入的结果。

记 者 ：结 合 近 期 的 热 门 话 题 ——
ChatGPT，人工智能写作不是最新冒出来
的概念，随着它的进步，我们常常需要回
应一个问题：什么是人不可被机器人替代
的东西？科幻还能如何想象机器，以及我

们与机器的关系？
陈梓钧：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个问题

的答案取决于脑科学的前沿进展。唯物

地说，人脑和芯片都是物质构成的，既然

人脑能产生自我意识，芯片就没有绝对不

能产生意识的理由。

理论上说，人都是可以被机器替代

的。但不必悲观，因为我们可能会面临三

个场景：一，人脑的“制造成本”远低于一

台相同能力的机器的制造成本；二、因为

某种客观规律限制，具有自我意识的机

器，也必然和人脑一样低效和易损，从而

失去机器在计算速度上的优势；三，发明

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意味着人类对自身

大脑和自我意识有了深刻认识，因此也同

时具备了“升级”自己大脑的能力。在这

三个场景下，人就不会被机器所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