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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西樵B02~03

农用拖拉机、江

边的渔船、稻田里金

黄的麦穗、家里养的

鸡鸭一一入画上墙，

成为艺术品……在西

樵平沙岛经营农家餐

馆的劳国敏怎么也没

想到，自家不起眼的

小餐馆竟然成了国际

性艺术节的创作场

地，而作为普通村民

的他也成了艺术项目

《海边的餐厅》故事的

主角。

除了劳国敏的小

餐馆，还有更多艺术

作品在南海这片土地

上扎根。11月18日，

“艺术在樵山——广

东南海大地艺术节

2022”（以下简称艺

术节）在佛山南海西

樵启动。开幕后的首

个周末，吸引游客超

3万人次。

这是大地艺术节

中国项目的首次完整

呈现——在西樵镇的

176平方公里地域8

个艺术分区中，134

位/组艺术家参与创

作的 73个艺术项目

集体亮相。

其中，3 大区域

组团为一山一湖之山

湖对望、一岛一墟之

江岸相守、三村一园

之村田辉映。8个分

区，即西樵山、听音

湖、平沙岛、太平墟、

松塘村、儒溪村、凰岗

村、渔耕粤韵，同时设

定3个观览线路推荐

和 1项体验性推荐，

分别为文明的探访、

生态的巡礼、耕读的

智慧、美食的回廊。

大地艺术节集中

活 动 期 将 持 续 至

2023年2月。

树叶随风起伏摆动，像水花

般衬托着鱼，树下的游人坐上跷

跷板，在游玩中产生的动力牵引

着树冠上的“鱼”游动，正如桑基

鱼塘里鱼与树、树与塘、塘与鱼的

关系，互相作用、和谐共存……

眼前这幅灵动的景象，是渔

耕粤韵文化旅游园里新落成的艺

术装置《鱼跃鸢飞》。“这是一种良

性生态循环模式，也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存的生动缩影。”作为参与

本次艺术节的艺术家之一，在驻

地创作的一个月里，沈烈毅深深

被西樵山下独特的桑基鱼塘文化

所吸引，从中汲取灵感创作了该

作品。

西樵让人着迷的文化魅力不

止于此。山水相济、人文共美，广

袤的乡村蕴藏着数不尽的风情、

记忆及故事。日前，南海大地艺

术节在此揭幕。这是一场空前

的、具有顶级水准的国际文化艺

术盛宴。艺术节结合国际经验探

索中国创新，采取全域性布局，致

力于地域创生发展，是大地艺术

节中国项目的首次完整呈现。

首届艺术节以“艺术在樵山”

为主线，以“最初的湾区”为主题，

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134位

艺术家深入南海西樵的田野村

巷，融合在地文化与当代艺术，创

作了73组艺术项目，将人们带回

“最初的湾区”。

除了绝对意义上的“艺术家”

之外，建筑师、音乐家、舞蹈家、文

化学者等也都参与进来，很多艺

术项目有强烈的跨界属性和破圈

性质，让人们多维度领略南海鲜

活的历史、文化、风俗和生活面

貌。

在西江边的太平墟，艺术家

修缮沿江旧民房、老旧市场等，

形成独特的艺术景观，重现老街

区的繁荣；在儒溪村，艺术家米

诺携手46位艺术家，将老民居

作为300件艺术盲盒作品的展

示空间，带来艺术盲盒新潮体

验；在听音湖畔，艺术家向阳将

收集来的残旧古家具与木制建

筑残件重新拆解、打磨、组合，拼

接起儿时记忆的船，希望唤起南

海人寻梦起航、向世界探索的精

神传承……

著名建筑设计师马岩松第一

次来到南海，就被这里的传统文

化、充满活力的生活场景所触

动。在深入采风后，他创作了《时

间的灯塔》，“希望我们的作品只

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10年中有

更多艺术家参与到这个行列中，

更希望我们的作品能融入南海，

更多市民愿意参与进来，共同开

启一个新的旅程。”

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未来将

按照每两年期为一届，计划10年

举办五届。从小全域开始，未来

将逐步扩展到南海区所有镇街，

最终实现大全域覆盖，形成具有

南海显著标签的全域性地域型艺

术节。

一场国际文化艺术盛宴

“预售票售罄！现已加推500张！”11

月16日，“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微信公众

号发布推文。在没有进行大规模宣传前提

下，游客对“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的期待

值直接拉满。

两天后，提前购票的市民路玲出现在

艺术节现场。特意穿上黄色连衣裙的她，

拉着朋友一路打卡。艺术品《虫洞》让她

感觉特别奇妙，美照拍了不少，“非常期待

接下来的艺术之旅，今天打算一天都待在

这里！”

早在10月9日的南海大地艺术节运营

招商工作会上，南海就向旅行社、酒店、餐饮

等30多家旅游企业做了推介。艺术节带来

的流量，势必产生大量的订车、订房需求，这

也是旅行社开展地接服务、本地酒店及餐饮

迎接旅客的最佳时机。

18日当天，西樵山开心农家美食农庄老

板曹健锋就尝到了艺术节带来的“甜头”。他

从早上开始忙到下午2时，才有空吃饭。“客

流量比往日多了10%。”曹健锋说。

在平沙岛，村民劳国敏的“海边的餐

厅”是本次艺术节的推荐餐厅之一。因为

艺术家刘庆元的介入，这家餐厅呈现出浓

浓的“旅游”属性，并尽力展现一种珠三角

生活美学：红黄相间的复古招牌，组合混搭

的方式极具南海大排档特色，人间烟火味

迎面扑来。游客在用餐之际，就能拥有“生

活现场就是美术馆”的独特体验。

“新生活方式带来了新机遇。”西樵镇党

委书记李毅佳表示，西樵将顺势而为，抢抓

机遇，以大文旅促进城产人文高质量融合，

提升西樵全域新活力。当天，西樵镇推出

“樵湖十八曲，水上观光游船”，分别开设渔

耕粤韵旅游专线和太平旧墟旅游专线两条，

市民游客通过游船，细细欣赏西樵美景，别

有一番风味。

为了保持旅游热度，南海大地艺术节结

合本土资源进行创新思考。除了在地艺术

创作外，还将以地域创生为目的，发起一系

列融合艺术创作和跨界参与的特别项目。

比如邀请音乐制作人、舞者创作南海

街舞醒狮操，用潮流方式向传统致敬；开展

“烟火一味”艺术美食计划，挖掘提升传播

南海美食文化；邀请设计师参与“字神的游

戏”太平墟招牌计划，焕发老旧街区活力；

发起“幸福花园”艺术疗愈行动，关爱乡村

老年人生活状态等，坚持高标准“艺术性”

的同时，兼顾“公共性”和“应用性”，从而吸

引更多流量。

在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

长应如军看来，南海大地艺术节将进一步

提升佛山城市文化形象，助力佛山文化

“走出去”，增强佛山文化旅游市场影响力

与核心竞争力，成为疫情后国内文旅市场

的爆点和标杆项目。

文旅行业迎来“新商机”
在西樵儒溪村村民潘美霞

家门口，有一件艺术作品《艺术

盲盒魔法屋》。10月以来，她总

会时不时走出家门，自发帮艺

术家打扫创作空间的卫生，晚

上还主动把“加班”创作的艺术

家们请到家里来吃夜宵。

“我们非常支持这些艺术

家来创作，通过艺术节带动儒

溪村的乡村振兴，让更多市民

游客了解我们的文化。”潘美

霞说，为了支持艺术家创作，

她和儿子把自家闲置的两层

小楼房让出来，作为创作空

间。在艺术家的巧手下，《艺

术盲盒魔法屋》仿佛真的施了

“魔法”，让原本破旧的老房子

焕发新光彩……

作为“地域型艺术节”的代

表，大地艺术节在二十余年的

发展中形成了“以艺术带动地

域振兴”的成功模式。对南海

而言，大地艺术节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艺术展览，而是一种“以

文化艺术推动乡村振兴”的解

决方案。

大地艺术节中国项目发起

人孙倩说，大地艺术节是连接

乡村与艺术家的平台，但艺术

家从来不是主角，本地村民才

是，“艺术节在创造交流与对话

的同时，也需要本地人与外来

者的一同共建。”孙倩说。

“大地艺术节真正的价值

在于对老百姓的感化和提升，

这也是我们当今在推动乡村振

兴过程中，必须要整合凝聚和

提升的一股力量。”开幕式上，

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期望，通

过持续举办大地艺术节，广泛

发动村民参与，激活乡村沉睡

的文化资源，唤醒自信自强的

内在力量，促进乡村共建共治

共享，探索一条文化艺术与城

乡融合发展的创新之路。

作为南海大地艺术节的分

区之一，儒溪村已经有了探索。

“艺术让儒溪村更美，生活

更美，南海更美！”儒溪村党委

书记陈旺弟表示，艺术家在地

创作，改善利用了老旧建筑空

间、丰富了村民聚会场所、带动

了村里的商业，更有效带动村

民积极参与艺术创作，发现家

乡之美。

“艺术与本土传统文化的

基因联合是非常有能量的，它

可 以 将 南 海 带 到 更 高 层 面

上。”专门从顺德赶来观看艺

术节的设计师黄华健说，很多

地方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但很多载体不够明朗和独特，

而大地艺术节就是一个非常

国际化的载体，它能够直接链

接直接引爆，“盘活眼前的资

源变成当代的、国际的是我们

要探索的，下一步乡村文化是

绝对的主角。”

艺术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入

人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城

市、我们的生活。以大地艺术

节打造南海乡村振兴新样板，

激活岭南文化新脉动，将南海

打造为“大湾区文化高地”“世

界文化艺术旅游目的地”，实现

南海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价

值和使命，这正是“最初的湾

区”的题中之义。

以艺术美学推动乡村振兴

第一站：渔耕粤韵文化旅游

园。走进园区，必须打卡这个以

大榕树为中心的湖心岛，周边是

密布的桑基鱼塘、水上稻田，一

条“树上飞鱼”分外吸睛，极具岭

南农耕特色的视觉享受，值得一

看。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设置

有《虫洞 Wormhole》《鱼跃鸢飞》

等艺术品。

第二站：儒溪村。儒溪村民

依水而居，因水而盛，与水共生，

“大地”艺术家们在此以水为主

线，用声音、用想象、用复述、用

观望、用回忆，立体地展现一个

关于“桑园围水脉之村”的故

事。儒溪村设置有《进化中的尘

埃》《醒》《人人皆赢家》《艺术盲

盒魔法屋》等艺术品。

第三站：凰岗村。在西岸茶

山麓下藏有古村遗址公园、古树

群落。200多年前的“人面子”树

仍旧苍劲。不妨就跟随着艺术

装置，走进一片“原始森林”。凰

岗村设置有《豹猫和它的朋友

们》《大约》等艺术品。

文/珠江时报记者 程虹柯凌娜方婷何泳谊

图/珠江时报记者钟梓泓陈志钟何泳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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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听音湖。地处西樵

山北麓，漫游其中即行走于湖光

山色间，十分惬意。听音湖设置

有《海洋漫步》《蒲公英》《乒乓湖》

等艺术装置。街坊们还可乘坐游

船，到达儒溪村、太平墟、渔耕粤

韵文化旅游园等艺术分区。

第二站：太平墟。在全长约

800米的主街里，艺术家的创作

让斑驳的墙面焕发新生，重新挂

起的招牌、营业的店铺让整条老

街充满生机，仿佛旧日墟市的繁

华再现眼前。太平墟设置有《南

海台球馆》《阿墙》《徐震超市》《八

月生生》等艺术作品。

第三站：平沙岛。太平墟的

对岸是平沙岛，在岛上，可环岛骑

行，可摘果赏江景，或走进村庄看

看仍保存完好的旧蚕房……晚

上，在岛上寻味地道的水牛奶浸

鸡、无花果浸鸡，或乘渡轮回到太

平，前往三桥市船上河鲜餐厅、

“太平河鲜一条街”觅食西江河

鲜。平沙岛设置有《海边的餐厅》

《种植梦之屋》《五亿年的礼物》等

艺术作品。

第一站：松塘村。镬耳屋群

倚岗列建，百巷朝塘，虽已历经悠

长岁月的洗礼，但村中的建筑肌

理依然严整，并承载着厚重的历

史，保留着岭南古村的原汁原

味。松塘村设置有《淋漓-余音》

等艺术品。

第二站：西樵山。沿着南门

步道徒步，走至最高处——鸡冠

峰，你将遇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誉为“世间少有的美景”的万亩

桑基鱼塘。江、田、城，一览无遗，

十分震撼。西樵山设置有《高升》

《上岸》等艺术品。

■艺术家沈烈毅的作品《鱼跃鸢飞》设置在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

■在平沙岛展区，《种植梦之屋》和《五亿年的礼物》是年轻游客打卡的热门。

■游客在太平圩一处室内展点互相拍照。

■儒溪村展区内，作品《人人皆赢家》由特制篮球板和篮筐组成，

给市民游客不同的运动体验。

■游客在夕阳下拍摄作品《鸟的家》。

■《种植梦之屋》展现“少年”下田归来，在小屋小憩，梦开始发芽，穿破屋顶，伸向天空。 ■在西岸展区，游客可以停下脚步听听鸟鸣，闻着柠檬的香气，观赏树茎枝干。

■开幕式音

乐会通过射

灯和烟雾机，

让舞台周围

的大树与植

物产生丁达

尔现象。

李均良/摄■■在凰岗村展区在凰岗村展区，，作品作品《《豹猫和它的朋友们豹猫和它的朋友们》》展现的豹猫是佛山代表性野生动物展现的豹猫是佛山代表性野生动物。。这是在洪水退去后豹猫邀请朋友来到它的故乡这是在洪水退去后豹猫邀请朋友来到它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