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提到南海文化景点，许

多市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千

灯湖。因为设计理念独特新

颖，千灯湖摘取了全球景观设

计行业“奥斯卡”奖——“全球

城市开敞空间大奖”。但许多

到过千灯湖的市民都有一种感

觉，以水为魂的千灯湖，作为城

市中轴景观带，除了优美的景

观，其文化元素显得不足。

近年来，南海通过打造环千

灯湖片区公共文化群落，先后建

起了广东大观博物馆·岭南金融

博物馆、桂城美术馆、魁星阁等

文化新景点，不断为千灯湖公共

空间植入文化IP，并通过举办文

体活动等营造文化氛围。

南海首届公共艺术展选择

在这个地标式公园举办是一个

新亮点，同时也是给市民的一份

最好的新年大礼：一来为公园注

入新的活力和文化元素，二来推

广“艺术就在你我身边”的理念，

让广大市民能够满足在公园一

边散步一边欣赏艺术的愿景。

公共艺术是时尚而现代

的，公共艺术作品装点公共空

间能提升市容市貌和公共空间

舒适度。艺术作品用于装点千

灯湖则能凸显公园的静谧感，

也为千灯湖注入了一种奇幻而

新颖的活力。

此次策展人、四川美院教

授及当代艺术研究所所长何桂

彦表示，展览以“拓展的剧场”

为主题，是因为它具有两层含

义——“拓展”指这次公共艺术

展对于城市空间及对未来想象

的扩展，同时亦指艺术功能及

形态的拓展。而“剧场”在此作

为隐喻，指向公共艺术当中开

放的空间状态。

“此次公共艺术展不仅能

拓展千灯湖公园更加人文的空

间景观，丰富文化产品供给，还

可进一步提升市民人文素养。”

南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梁

惠颜表示，公共艺术展能提升

城市的温度，推动城市、人文和

艺术的对话，让公共艺术与南

海的历史文化、时代精神进行

碰撞。本次展览的举办，不仅

能推动本地文化艺术的发展，

还能让市民更深入了解南海文

化艺术的历史渊源，为市民生

活增添更多艺术气息，进一步

坚定文化自信，共同推动城市

空间艺术的发展。

“生产出更杰出的、更人文

的空间景观，这已成当代世界

的大势。”李晓峰评价此次展

览时表示，南海此举是在多元

并蓄的当代世界创新亮点、得

立足点、争制高点，南海具有

成为新文化高地的充分条

件。希望“拓展的剧场”成为

当代世界剧场的组成部分，为

当代世界剧场拓展出新空间、

新维度、新标高。

一场公共艺术展打开的美丽空间
南海以公共艺术拓展剧场为城市赋能，拓展城市人文新空间、新维度、新标高

用艺术作品讲
述城市人文故事，用
创意设计留下产业
文化印记，用公共艺
术展为挖掘文化底
蕴提供新契机……

2020年1月11
日，“拓展的剧场
——南海首届公共
艺术展”在千灯湖活
水公园开幕，这是南
海2020年的第一场
大型城市公共文化
活动。本次展览邀
请28名国内外具有
代表性和影响力的
艺术家参与，创作具
有当代语境、南海元
素和精神内核的27
件（组）公共艺术作
品，向公众展示南海
的历史文化与人文
精神，以此对话南海
城市、文化、产业，为
城市发展赋能。

连日来，珠江时
报记者观察发现，千
灯湖活水公园比平
时多了不少人流量，
许多市民围着展出
的艺术作品欣赏、拍
照留影。这场以“拓
展的剧场”为主题的
公共艺术展，不仅充
盈了城市文化内涵、
丰富了文化产品供
给、提升了市民人文
素养，还为城市发展
打开了无限想象的
美丽空间。

正如上海大学
美术学院教授、著名
美术批评家李晓峰
所评价，南海首届公
共艺术展的举办是
在多元并蓄的当代
世界创新亮点、得立
足点、争制高点，拓
展了城市人文新空
间、新维度、新标高，
成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力源、能量
场。

文/珠江时报记者蓝志中

图/实习生廖明璨

2020年1月12日召开

的南海区第十三届党代会第

五次会议，提出奋力开创新

时代南海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的总目标，把聚力打造人才

高地、推进文化导向型城市

建设、打造更有温度的城市

等列为重点工作。

2019年是再造高质量

发展新南海的一年。这一

年，南海获批建设广东省城

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

区，城乡发展各领域改革迈

出了新的步伐；南海连续六

年位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

第二名，经济实力不容小

觑。同时，南海获评“2019
最具幸福感城市（县级）”

“2019年度中国十大特色休

闲县市”，上榜全国各类榜单

14次。这些成绩的取得，离

不开人才的支撑，而文化恰

恰是优化环境、虹吸人才的

最大磁场。

“文化艺术已成为民众

的刚需，成为南海吸引并留

住人才的标配。”黎妍认为，

新时代要求城市发展不仅

要满足群众的物质生活，更

要满足市民的文化追求与

精神寄托。公共艺术应运

而生，它通过空间的组合方

式、艺术形象的塑造，唤起

人们感情及思想上的共

鸣。公共艺术与城市发展、

空间生产、艺术创造、社会

资产、持续发展等命题相

关，是融合艺术创造、科技

制造、人文关怀为一体的新

的艺术形态。

近年来，南海不断加大

文化与产业融合的推进力

度，不仅让文化推动产业发

展，还让两者融合发展，促进

文化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

本次艺术展的其中一个出发

点也在于此。

掌握了文化的主导，就

掌握了对资本与人才展示地

域优势的机会。若文化事

业与经济水平不匹配，在经

济水平同层次的城市之间

就会出现软实力短板，其后

果就是在吸纳人才与投资

方面处于劣势，渐渐地就落

后于原本同等级别的城

市。尤其是文化事业是经

济水平提高后带来的新增

长空间，因此，南海没理由

不利用它进一步增强城市

综合竞争力，用文化为城市

助力，让城市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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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2日下午，

带着小孩来千灯湖游玩的市民

叶贵周在展览作品《千灯印》前

凝视良久，连声感慨：“十分有

意思，用南海传统支柱产业造

的铝型材等材料做成艺术品，

浓缩了一个城市产业发展的历

史轨迹，很有纪念价值。”

《千灯印》是艺术家范勃的

作品，主体为南海自改革开放

以来在产业转型的四个重要阶

段中具有标识性和代表性的材

料及产品，印章般的主体造型

提供一种无限上升的视觉呈

现，成为南海改革发展的重要

见证。

其实，此次展览有超过

80%的作品是针对佛山、南海

的人文环境而创作，而且都具

有丰富的本土文化印记和故

事，因此也是一次文化艺术与

城市、产业、人文的深度对话。

如艺术家杨诘苍创作的

《止庐问疾》，讲述的是南海籍

岭南派画家黄少强的故事。南

海文化底蕴深厚，历史名人辈

出，如一代武术宗

师叶问、黄飞鸿，南

粤先贤康有为、中

国第一家机械缫丝

厂创办者陈启沅、

中国第一架照相机

发明制造者邹伯奇

等，如能把这些名

人的故事、精神通

过艺术创作的形式

植入到千灯湖公

园，成为文化景观，

让慕名而来的游客

有个集中参观的场

所，或许会让南海

的人文历史得到更

加广泛的传承弘

扬。从这一层意义

上来说，公共艺术

展又为南海城市文

化发展打开了一个

新空间，拓展了一

个新维度。

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范勃认为，好的

公共艺术展，可以为城市社区

环境的塑造和改变提供全新的

可能。本次公共艺术展的作品

体现出与南海的相关性，为多

维度提取在地特色符号、挖掘

在地历史经验、文化底蕴提供

了新的契机。

何桂彦表示，这次展览强

调“在地性”，即作品与千灯湖

等具体环境息息相关，目的是

多角度与南海的历史、人文符

号及视觉传统发生关联，让“在

地性”艺术不断融入城市、融入

生活、融入社会。

公共艺术的出现不是偶然

的，它伴随着城市转型而更

新。其实，国内不少城市已经

把公共艺术品质作为城市文化

软实力来打造。上海早在

2004年就颁布了城市雕塑总

体规划，对上海的公共空间做

了总体布局。根据规划，到

2020年，上海要建成重要城

市景观雕塑100座，城雕集中

展示区域50片，以及包括居住

区、工业企业及街头雕塑小品

在内的雕塑5000座，逐步形

成若干座体现上海城市形象的

标志性雕塑。

好的公共艺术作品可作为

地标，提升城市的辨识度。对

于此次公共艺术展，能否筛选

几件艺术作品永久植入这里，

打造成文化地标？

“我们有这个想法和计划，

借南海首届公共艺术展的契

机，优化文化设施、文化服务，

以艺术的方式塑造城市空间的

文化氛围，以此增强市民参与

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南海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黎妍表示，

文化获得感高是幸福感的应有

之义，南海通过打造文化休闲

街区，建设高水平的博物馆，全

力推进文化导向型城市建设，

吸引更多有识之士到南海共谋

发展、共享文化、共创未来。

今日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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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佛山）大湾区功

夫电影周、2019佛山博物馆文化

周、南海首届公共艺术展……岁

末年初，佛山南海文化盛事不

断。这些重磅文化活动的举行，

一方面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另一方面是政府在寻找文化导

向型城市建设的新路径。

近两年来，南海把文化作为

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来抓，尤

其重视“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

南海区第十三届党代会第五

次会议把推进文化导向型城市建

设、打造更有温度的城市等列为

2020年重点工作，在高质量发展

的征程上赋予文化更大的使命。

一座拥有丰富历史底蕴

的城市应该如何提升自身文

化产业的“显示度”？围绕这个

新的命题，南海一直在探索。

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前提

是解决人流量的问题。而解决

人流量问题必须先解决两个问

题：一是为什么来你这里？二

是来了你用什么留住人家？有

了人流量的基础，打造文化导

向型城市只是水到渠成之事，

反之，容易成为空中楼阁。

旅游文化产业必须是市民抬

头可见、触手可及的东西，与市民

的精神体验或生活息息相关的东

西，这才有真正的群众基础。

而要吸引人流量并留住人

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植

入文化IP、引爆文化IP。

佛山是历史名城，文化底

蕴深厚，植入文化IP是不成问

题的，关键是如何挖掘并讲好

故事，引爆文化IP。

举一个例子，杭州西湖以水

景闻名于世，但它能带来巨大客

流量，很大程度是因为许仙和白

娘子的传说故事。当地善于把这

些传说策划打造成原创文化IP，

衍生出断桥相会、雷峰塔等为主

要景点的西湖旅游名胜品牌，推

动文旅产业不断发展。2018年，

杭州西湖景区全年接待游客

2813.94万人次，并连续多年位居

全国十大最具人气景区榜首。

因此，当文化IP转变成生

产力时，它带来的效益是无法

估量的。而要引爆文化IP，靠

的就是讲好故事。

正如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

理事、中国影视制片人郑凯南

所说，佛山是著名的武术之城，

发展功夫电影优势得天独厚，

要考虑如何用功夫形式讲好当

下故事、引爆功夫文化IP。

南海举办首届公共艺术展

亦是如此，办展只是一种手段，如

何通过办展留下有创意、有故事

的艺术作品，永久植入这里，成为

南海文化IP、城市文化地标，是政

府部门应该考量的大事。

评
论

▲市民参观南

海首届公共艺

术展作品。

市民在展品

前拍照留念。

▲

引爆文化IP
需要讲好故事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
覆盖固废处理、自来水供应、污水处理
和燃气供应，以城市好管家、行业好典
范、社区好邻居的社会责任理念，致力
成为综合环境服务领跑者

水质公告
瀚蓝环境（600323）供水事业部

2020年1月6日至2020年1月10日 出厂/管网
水供水水质：

出厂水九大指标检测次数总达135次，合格次数
135次，出厂水九大指标综合合格率为100.00％；管网
水七大指标检测次数总达140次，合格次数140次，管
网水七大指标综合合格率为100.00％；出厂／管网水
水质综合合格率为100.00％。

注：出厂水九大指标是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
眼可见物、余氯、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
群、CODMn九个检测项目。

管网水七大指标是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余氯、
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CODMn七个检测项目。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供水服务热线24小时为
您服务，电话：0757-86399222。燃气客服电话燃气客服电话：：8622796386227963 燃气抢险电话燃气抢险电话：：8622701986227019

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燃气安全 关系你我

尊敬的广大用户：
感谢您对南海燃气一直以来的信赖与支

持，2020年新春佳节将至，南海燃气将对管道气
业务办理及客服电话服务时间进行调整安排，
具体如下：

（1）2020年 1月 24日~2020年 1月 30日
（除夕至年初六）放假，共7天；

（2）2020年1月31日（年初七）正常营业；
（3）因春节假期调班，2020年1月19日（星

期日）、2020年2月1日（星期六）正常上班。
特此通知。

南海燃气用户中心春节放假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