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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着欢快的舞曲，在敦煌的街头、公
园，市民翩翩起舞，每一个舞姿、眼神都表
现出敦煌舞的神韵。

去年以来，甘肃省敦煌市街头陆续出现
众多广场舞大妈跳敦煌舞的场景，让围观民
众拍手叫好。“刚开始以为是专业演员在进
行户外练习，后来知道是锻炼身体的市
民。”当地居民袁静说，“以前都是在舞台上
看敦煌舞，华丽、高贵，没想到现在我们也
能跳。”袁静跟在舞蹈队伍后面，慢慢琢磨
起手姿、脚姿等每一个动作和舞姿。

近年来，敦煌为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积
极推广高雅艺术走入寻常百姓家，将敦煌舞
改编成广场舞，在全市乡镇、校园、社区进
行推广，让全民共享民族艺术，发扬民族文
化，提升市民精神面貌。

敦煌市文化馆馆长赵虎表示，大家熟悉
的敦煌舞华丽、高贵，有时给人难以企及之
感，而如今，老百姓穿着普通的服装，在街
头就能跳起敦煌舞，是另外一种感觉。以前
飞天好像在天上飘着，现在飞天“落入”人
间很真实，让大家“触手可得”。

赵虎介绍，敦煌舞历史悠久，包含、融
合了中原与西域文化。敦煌舞因为比较专
业、表演难度较大，以前老百姓只能在舞台
上欣赏。

为了让敦煌舞走向民间，把敦煌舞从舞
台“搬到”大众中去，2015年，敦煌召集专
业舞蹈老师，将敦煌舞融入到广场舞中，保
留基本元素如三道弯、经典手姿等精髓，简
化动作，让老百姓易于接受。

赵虎说，敦煌舞改编完成后，便开始在
全市进行推广普及，通过在各单位、学校、乡
镇、社区举办培训班，专业舞蹈老师一遍遍教

授，有上千人参加培训。参加培训的有老
师、社区文艺骨干、乡镇文艺骨干等，她们
学成后再教给身边的人，不断扩大传播面。

推广敦煌舞的老师吕菊玲介绍，此次推
广的广场敦煌舞以敦煌乐曲为音乐背景，时
长 3分钟多，动作简单易学，大部分人两三
天就可以学会。“到目前来看，老百姓还是
非常喜欢的。虽然不够专业，节奏也较舒
缓，但基本可以表现出敦煌舞的特点、韵
味，同时起到健身作用。”

目前，敦煌有的中学课间操已改为敦煌
舞，各校的敦煌舞社团也日益火热，广场敦
煌舞成为街头一道靓丽的风景。全民学跳敦
煌舞，也向外来游客展示了敦煌特色，让其
感受敦煌文化魅力。

今年，敦煌还将举办敦煌舞广场舞大奖
赛。赵虎表示，敦煌正在建设国际文化旅游
名城，敦煌元素向外展示、推广，不应只局
限在景点，而应该让大家在大街小巷就能感
受到敦煌文化的气息。（据中新网兰州电）

经过近 2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网络文学进
入一个重要的窗口转型期和内容提质期。推进
网络文学的主流化与精品化，成为当下网络文
学发展的必然。近日启动的“茅盾文学新人奖·
网络文学新人奖”评选活动即是有助于此的一
个重要举措。

两年一届的“茅盾文学新人奖”是一个为
培养、扶持文学人才，奖励取得相当文学成就
的青年作家、评论家而设立的奖项。现在，这
一传统文学的重要奖项增设“网络文学新人
奖”，不仅是对新兴的网络文学和网络文学创作
者的认同、肯定与激励，更是促进网络文学日
益规范化的一个有效抓手，是网络作家确立作
家身份、进入主流文学体系的标志性事件。

由于传媒载体、创作主体、生产方式、功
能作用等各方面的差异，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
同台比拼，显然不在同一量级上，它们的所长
所短不难分辨。时下的网络文学在生产方式、
传播时效、大众阅读、市场适应性乃至类型多
样化等方面确有传统文学未可及之处，但在总
体质量上还不足以与传统文学相媲美。

文学从来都有不同的入口，我们反对媒介
霸权，同时也不应该有媒介歧视，如果能让网
络文学在发挥媒介之长的同时，又能吸取传统
文学的创作经验，承传文学积淀的艺术品格，实
现两种文学的融合发展，这对发展网络文学乃至
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学，都将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基于此，我们面对网络文学时就需要从有利
于这一文学的发展和网络作者成长出发，支持网
络文学不断提高作品质量，促使其向主流文学靠
近，而设置“网络文学新人奖”的意义正在于此。

事实上，经过近 20年的积累，我国的网络
文学在作品数量、读者规模和社会影响力上已
经相当可观。最新统计表明，我国网民规模已
达 7.51 亿，网络文学用户近 3.53 亿，占网民总
数的46.9%，手机网络文学用户3.27亿，占手机
网民的45.1%。这些数据是否就可以证明网络文
学已经是“主流文学”了呢？其实不然。

所谓“主流”，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更在
于其质的规定。它至少应该包括三层含义：一
是能承接传统文学的艺术经验和审美品格，二
是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三是足以
引领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走向。从这个意义上
说，还处于起步期的网络文学离真正的“主流”恐怕还有一定距离，
需要从网络作家的主流意识培养入手，引导网络文学迈向主流。

经过了自由生长的“拓荒期”后，网络文学开始迈入“内容为王”
时代，精品化创作成为业界共识。网络文学市场化曾经催生出劣币
驱逐良币的现象，但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好的作品终究会留
下来。从“产品为王”“渠道为王”进阶到如今的“内容为王”，这是网
络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而“内容为王”的更高境界便是“精品为
王”。让更多优秀的网络作家能够回归文学本身，这是产生精品力
作的基础。通过设立网络文学新人奖，
引导、扶持更多年轻作家成为互联网时
代下优秀的内容创作者，必将推动网络
创作向精品力作看齐，助力网络文学从

“高原”迈向“高峰”。（据《光明日报》）

单身人群究竟有着怎样的不一样？英国市场咨
询公司英敏特最新报告 《针对单身消费者的营销
——中国 2017》 显示，六成 （61%） 单身消费者最
感 兴 趣 的 领 域 是 电 影 、 电 视 剧 ， 其 次 是 旅 行

（56%） 和运动健身 （48%）。
携程网发布的 《2016独自旅行报告》 显示，中

国独自旅行人数占总体旅游人数的比例，从2014年
8.3%上升到 2016年 15%，其中女性占六成，而年龄
多分布在19岁至30岁之间。

“单身人士通常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倾向于
关注自我和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上述人士对本报表
示。而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也显示，35岁及以下的
中产阶层消费者比同等收入的上一代消费者平均多
花40%的钱，用于购买各种产品。

英敏特公司生活方式高级研究分析师马子淳认
为，“大多数中国单身消费者并不孤单，其实他们兴
趣爱好广泛，紧跟潮流趋势，重视新奇刺激的体
验。他们对旅行和娱乐
产 品 （如 电 影 、 电 视
剧） 的兴趣浓厚且与日
俱增。商家可以开发更
多有关‘提升形象和气
质’和‘愉悦感官’的
市场活动。”

本报电（申付国、韩丹丹）“沙河是我
家、创城靠大家”“创建文明城市、共筑幸福
家园”。近日，在河北省沙河市的大街小巷，
处处都是讲文明、树新风的火热场景。今年
以来，沙河市持续深化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工
作，动员全市力量开展创城攻坚，成效初显。

创建文明城市，人人有责。在沙河市
区主要交通路口，每到上下班高峰期，100多

名“小红帽”就会手持小旗协助交警疏导交
通；在全市 200 多辆公交车上，彩色的创
城宣传标语和图案成为道路上流动的靓丽
风景线；在桃园新村饭店，每天早晨，环
卫工人和出租车司机都能享受到免费早餐。

沙河市各责任单位也全力投入创城工
作。目前，沙河市已拆除违章建筑 140 余
处，城区装灯率、亮灯率均达到100%；清

理小广告5000余张，督促沿街店面抓好门
前卫生清理，杜绝占道经营和露天烧烤；免
费开放图书馆、文化馆，修缮全市文体设施
30余处，公共文化服务得到巩固提升。

此外，沙河市积极优化提升服务环
境，认真落实“美我家乡·文明沙河”主题
创建活动33件实事，面向社会各界选聘百
名文明创建督导员，并在全市窗口单位、
政务大厅、银行网点和邮政、通讯行业营
业厅等开展“提质提效、文明服务”红旗窗口
评比活动，设立意见箱、意见薄，开通投
诉电话，切实提升百姓满意度、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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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寨“晒秋”忙

当陈女士独自到一家连锁火锅店

用餐时，迎接她的不仅有这家店的招

牌式热情服务，还有餐桌对面一只陪

伴进餐的“米老鼠”玩偶。这让陈女

士觉得既温暖贴心又不免有些好笑。

面对城市里越来越庞大的单身群体，

中国的商家正“大开脑洞”，专门订

制产品和服务来迎合单身群体的生活

方式。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单身经济”正成为许多商家纷纷瞄

准的一门大生意。

市场营销有讲究庞大群体商机多单身需求被挖掘

“虽然在餐桌对面放置‘米老鼠’玩偶的
做法让人感到温暖，但是也会让周围的人注
意到自己是‘单身’的事实，未免有些尴
尬。”陈女士说。

然而，也有网友表示，“一个人吃饭难免
有些冷清，服务员在对面放一只‘米老鼠’
反而觉得又有趣又不孤单，这个服务很贴
心，值得点赞！”虽然看法各有不同，但单身
需求越来越被商家“照顾”却是不争的事实。

几年前，企业的营销方式更多的是采用
“第二份半价”“多人同行一人免单”等活
动。而如今，市面上随处可见的单人套餐、
自助唱吧、自助健身仓等则彰显着另一种消
费潮流。各大购物网站上也开始出现小型电
饭煲、烤箱和水壶、小型冰箱等迷你产品，
这些产品主打的广告语不再是“家用”“特惠
家庭装”，而是“单身必备”“单身之选”。

笔者发现，与各类商家的此类“创新”
相呼应的，则是各路时尚与生活达人对单身
消费之风的力推。搜索美食、旅行、家居等
生活类网站和自媒体账号，类似“一人食餐
厅”“独自旅行好去处”“完美打造单身公
寓”等专题分享越来越多。它们都共同指向
单身群体的消费偏好与诉求。

实际上，近几年中国单身人士的数量的确在逐渐增
多。根据民政部数据，中国内地的“未婚”人口到 2015
年底已经达到 2 亿。据咨询公司欧睿汇编的政府统计数
据，2012 年以来中国成年独居人口增长了 16%，达到
7700 万；到 2021 年，该数字将上升到 9200 万。在上海，
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30岁，高于2011年的27岁。

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选择单身或者独居，这在经济
较发达的城市尤其明显。许多专家分析，其中的原因包
括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择
偶的经济条件要求也越来越高等。笔者采访身边人士，
他们单身的原因也多种多样。有人表示“每天都在忙工
作，根本没时间谈恋爱”“还没有做好迎接家庭生活的准
备”，也有人表示“一个人生活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
感兴趣的事，反而轻松自在。”

当下的社会环境也给予了单身群体更大的包容。波
士顿咨询集团在最近一份报告中指出，“伴随着人们对单
身人群看法的深刻改变，单身概念不再带有污名。”这意
味着“单身人士会自己就餐、旅行和从事各种活动”。

“如果没有这些针对单身群体的服务，我的生活会不
方便很多。单身经济让用户和商家双赢！”一位单身人士
对笔者表示。例如，去年一年外卖业销售额就增长了
44%。外卖平台饿了么的发言人表示，该企业今年上半年
的销售额增长了 127%，“因为很少有人愿意为自己一个
人做饭。”

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
龙脊镇马海壮寨，壮族妇女们把收获的红辣
椒、玉米等摆放在吊脚楼前进行晾晒，壮寨处
处呈现美丽“晒秋图”。

上图为马海壮寨的壮族妇女在吊脚楼前晾
晒红辣椒。

下图为马海壮寨的壮族妇女晾晒玉米。
王滋创摄 （新华社发）

图为舞蹈老师带领市民学习敦煌舞。 钟 欣摄 （图片来源：中新网）

河北沙河：

市民手牵手 共创文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