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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南海提出“1114”

工作体系，即一目标（现代化活力

新南海）、一平台（广东省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一主线（抓

改革促转型）、四领域（城产人文）。

其中，“城产人文”是支撑现代化

活力新南海建设的“四梁八柱”。

如果把南海比作一个生命体，那么

城就是“骨骼”，产就是“肉体”，

人就是“血液”，文就是“灵魂”。

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

最持久的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

主义文化新辉煌。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

东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佛山

市争当传承岭南广府文脉领头羊的

时代浪潮中，南海重磅发布《南海

区委区政府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为南海加快文化强区

建设，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促进城

产人文深度融合发展规划了“路径

图”。

根据《意见》，南海将围绕

“1114”工作体系，坚持以文铸魂，

坚持以文塑城，坚持以文兴产，坚

持以文化人，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

目标，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强

化文化引领功能，全力构建南海“三

带三区”文化发展新格局，推动文

化全面融入生产生活，为打造现代

化活力新南海提供扎实有力支撑。

这正是南海在全力奔赴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赶考路上，对高质

量发展蓝图的一次表达、一次瞭望。

早在今年 3 月，南海区委书记

顾耀辉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

议上就提出，南海要充分发挥文化

引领作用，推动产业活力、城市活力、

人的活力全面迸发，让南海被更多

人记住和向往。

文化引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

南海基于自身发展的历史和需求，对

建设现代化活力新南海的重要部署。

当前的南海，比历史上任何时

候都更具备物质基础。南海已连续

七年荣获全国百强区第二名，以不

到全省千分之六的土地，创造了全

省近百分之三的生产总值。纵观中

国县域经济的发展进程，南海虽然

是珠三角的改革先行区、制造业大

区，但想在全国 2800 多个县区中脱

颖而出，被别人记住，也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南海深刻地认识到，在经历拼

经济、拼城建后，拼文化将成为新

一轮城市竞争的主战场。在“流量

为王”的时代，要想迅速出圈，文

化的力量往往比经济的力量更有效，

跑得更快、传播更广。为此，南海

在文化发展上率先扛起大旗，希望

通过文化创新赋能城市、扩大优势、

赢得未来。

说干就干，自提出文化引领之

后，南海就雄心勃勃地发布桑园围

水脉规划，以“世界级生态水脉、

国家级文化公园”为愿景，打造中

国智慧的生态文明绿脉，岭南文化

的传承创新文脉，水乡人居的美好

生活水脉。

今年 6 月，南海首次提出“三

带三区”概念。在经过长达半年的调

研后，最终在 11 月 17 日重磅发布

文化高质量发展新政，打造“水上南

海”，构筑“三带三区”文化发展新

格局，并通过“塑形”“通脉”“壮

骨”“强肌”“铸魂”等系列“组合

拳”，把南海打造成为“最岭南”的

人文之城、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以文化力量引领城市飞跃，这

是南海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呼应：当

前，我国文化产业已经进入经济建

设的主战场，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

能、新引擎。强化文化引领功能，

既是打造现代化活力新南海的有力

支撑，也是新时代下南海为全国众

多制造业强区作出的有益探索。

在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西樵山书院执行院长殷

秩松看来，当一座城市谈文化追求，

寄希望于通过文化向世界讲好城市

发展故事，无疑是其展现文化自信

的深度体现。从这个角度看南海，

会发现这座全国百强区日新月异发

展背后所蕴含的思维逻辑和发展智

慧，更能让人在这里看见信心，洞

见未来。

“岭南文脉 生生南海”  背后的雄心
南海高规格召开文化发展大会，重磅发布文化高质量发展新政，

构筑“三带三区”文化发展新格局

11 月 17 日，南海高规格召开文化发展大会，重磅发布文化高

质量发展新政，构筑“三带三区”文化发展新格局。紧接着这场大会，

11 月 18 日，首届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拉开帷幕，以艺术之名向世

界发出邀约，展现出“岭南文脉 生生南海”美好前景。

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版图上，南海很强，连续七年荣获全国

百强区第二名；在中华文明史中，南海文化分量也不低，这里诞生了

以“双肩石器”为代表的“西樵山文化”，成为了点亮珠江文明的灯塔。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南海吹响了文化

高质量发展的号角，以文化力量引领城市飞跃，加快建设现代化活力

新南海，其背后有何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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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岭南城市独特的文

化基因，对南海而言，水更是灵气

所在，它培育了南海“海纳百川、

文化赶潮”的城市气质。

南海是依湖造城的开山鼻祖，

作为全省“三旧”改造的先行者，

南海大手笔谋划的千灯湖，至今依

然是众多地区和城市争相仿效的

连片改造“样版”。千灯湖片区

是南海推进城乡融合，生动诠释生

产、生态、生活空间“三生融合”

的最早范例。千灯湖的造富传奇，

也让“神奇的南海人”盛名远扬。

随后，“泛千灯湖”模式在

南海如涟漪般不断延伸。映月湖、

文翰湖、孝德湖、博爱湖、仙湖……

依湖造城的背后，是南海通过生态

环境的修复再造提升城市品质，将

环境竞争力转化为高端产业、高端

人才集聚的吸引力的“杀手锏”，

这也让南海这座工业城市在新一

轮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南海连续

七年荣获全国百强区第二名。

然而，新时代是一个文化论

输赢的时代。环顾全球一流的城

市，它们必然拥有一流的文化竞争

力，国外的纽约、伦敦、巴黎，国

内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无

不如此。文化吸引力已成为城市最

强大的吸引力。城市有没有文化、

有什么样的文化，决定了能不能留

住人、留住什么样的人。

进入新时代，南海提出全面

打造品质彰显、幸福宜居的现代化

活力新南海。如何建设现代化活力

之城？南海需要更多的科学家、艺

术家、企业家以及年轻人。为此，

南海希望通过以文润城、以文兴

城，把南海打造成为活力之城、梦

想之都，让有抱负有作为的人们向

这里汇聚、在这里沸腾。正是基于

这样的时代背景，南海提出以“水

上南海”发展计划为抓手，构建“三

带三区”文化发展新格局。

“水上南海”发展计划的创

新之处，不仅在于发展城市滨水空

间，通过推动滨水土地经济、滨水

商业经济、滨水旅游经济发展，应

对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城市竞争；

更在于重新解读南海历史水系与城

市发展的动态关系，通过以水为媒、

文化领航、水文共彰，推动“城产

人文”深度融合，为建设现代化活

力新南海注入活水之源、文化之力。

从依湖造城到水上南海，不

变的是水这一载体。如果说，依湖

造城是南海充分发挥生态优势打

造的“面子”，那么，“水上南海”

则是为这个好看的皮囊注入有趣的

文化灵魂。通过激活文脉，近 2000

公里的“城乡水脉”将会成为推动

产业发展和城市更新的“动力轴”、

融合南海文化和城市功能的“魅力

带”，厚植民生福祉和城市生态的

“活力源”。

传承优秀文化的最好方式，

就是将其融入生产、生活，通过不

断创新焕发奔腾不息的生命力。

历史上的南海，从不缺乏为

中国找路的人和事。而且，越到关

键时刻，南海越是爆发出这种力

量。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的赶考之路上，南海提出以文化

力量引领城市飞跃，这是南海的

新征程。作为全国闻名的制造业强

区，南海正在为中国工业城市的文

化建设探索新路；作为广府文化的

重要起源地与核心区，南海找到了

文化突围的方式和方法。这正是

“闯将南海”的独特价值。

作为岭南广府文化的重要

起源地与核心区，南海的文化

分量不低：有着 6000 多年的

文明史、1400 多年的建制史的

南海，素有广东“首府首县”

之誉。在千年人文历程中，南

海不断产生影响中国历史和中

华文明发展的标志性财富和历

史人物。

百越时代，先民乘潮而起，

西樵山成为“珠江文明的灯塔”；

秦汉时代，百万征夫下南海，

华夏先民逐潮而下；唐（北）

宋时代，外舶云集会广州，南

粤商旅赶潮而出；（南）宋元

时代，珠玑移民实广府，中原

移民逆潮而生；明清时代，围

田垦拓昌文教，广府人民知行

合一、碣潮而兴；近代以来，

奋发有为争先进，南海仁人志

士望潮而奔；改革开放以来，

兴工兴城日日新，南海人锐意

进取、弄潮而歌。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如

何推动南海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时代

赋予南海的重大课题。

激扬文化自信，勇立时代

潮头，是历史留给南海的启示，

更是南海在新时代义不容辞的

责任和担当。为此，南海区委

区政府提出构筑“三带三区”

文化发展新格局，期望通过文

化的力量塑造更加鲜明的城市

形象和品牌，讲好南海故事、

彰显城市个性。

探本溯源，是文化自信之

基。在深邃的历史进程中，南

海是一座水润之城。西江、北

江在这里奔流不息，899 条大

小河涌覆盖 85% 以上乡村。近

2000 公里的“城乡水脉”，既

是物阜民丰的生活带，也是传

承千年的文化动脉。

水也因此成为南海时空演

进的重要载体。在千年流水的

浸润下，南海以水定形，依水

而兴，由水而荣，并积淀形成

三条文化带——郁水官驿文化

带、桑园围文化带和省佛通衢

文化带。

守正创新，是文化担当之

要。为激活文脉水脉，南海将

依托“三带”，融合数字科技、

文化创意、音乐艺术、户外休

闲等各类元素，着力建设千灯

湖中央活力区、大桃园产城活

力区以及环樵山水乡活力区，

打造南海文旅产业发展的极核。

作为落实“三带三区”的

具体抓手，“水上南海”发

展计划应运而生。该发展计

划包括“水上交通”“水上

旅游”“水经济战略”三大

策略。其中，水经济战略提

出以水带城，发展城市滨水

空间，这也是“水上南海”

发展计划的创新之处。

“打通内水，赋予支河涌

游览的功能，创造全新的滨水

体验，是本次发展计划的最大

亮点。游客既有坐船探访的体

验，同时也可以游览古村，体

验多彩民俗。”殷秩松表示，“水

上南海”发展计划将更好地推

动南海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珠

联璧合、交相辉映，促进文旅

产业融合新发展，让更多的人

知道南海、向往南海、爱上南海。

如潮涌，似风雷。随着“三

带三区”文化发展新格局的构

建，南海文化发展的“一池春水”

被频频搅动，各镇街纷纷以高

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讲好本

土文化故事。

桂城发布“水上桂城”发

展计划和27个文化产业“明星”

项目，提出潮岸、潮玩、潮游

三大策略；西樵将聚焦“打造

岭南水乡国际文旅度假胜地”

和“大湾区文旅产业新高地”

两大定位，以大文旅促进城产

人文高质量融合，提升西樵全

域新活力；大沥以“盐步老龙

1432”项目建设为抓手，构建

城产人文融合发展的城市标杆，

打造大湾区商贸文旅新极点；

里水提出建设“善美里水”，

力争将“善美里水”打造成基

层治理的一大品牌。

岭南文脉，生生南海。在

这幅活水新画卷中，“人与水”

互动，“城与水”互融，“景与水”

互生，“业与水”互促，千年

古郡持续绽放新魅力。我们期

待，拥有庞大且生机勃勃的文

化发展脉络的南海，通过优秀

在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勇当

广府岭南文化传播的“世界使

者”，积极推动中华文明与世

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在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

同时，南海还在推进一件大事，

那就是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

展改革创新实验区。这是广东

省委赋予南海的任务，也是南

海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一次

厚积薄发。

如何推动城乡融合？南

海已找到创新路径。作为推动

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文旅项

目，11 月 18 日，“艺术在樵

山——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

2022”在西樵启动。首届南海

大地艺术节以“最初的湾区”

为主题，吸引了来自 15 个国

家和地区的 134 位艺术家深入

南海的田野村巷，通过融合在

地文化与当代艺术，创作了 73

组艺术项目。

这是大地艺术节中国项目

的首次完整呈现，更是一项以

文化艺术带动乡村振兴的系统

工程。南海剑指“大湾区文化

高地、世界文化艺术旅游目的

地”，把大地艺术节作为重塑

城市 IP，推动在地文化走向世

界。

正如外界所期待，首届南

海大地艺术节成为了爆款。据

统计，在艺术节开幕后的首个

周末，西樵镇各景点和各艺术

区域共接待游客超 3 万人次。

在年轻人聚集的“小红书”等

网络平台，“南海大地艺术节”

成为了高频词。

南海大地艺术节不仅提升

了城市文化形象，助力南海乃

至佛山文化“走出去”，更增

强了本土文化旅游市场影响力

与核心竞争力，成为疫情后文

旅市场的爆点和标杆项目。与

此同时，南海大地艺术节还激

活了乡村沉睡的文化资源，唤

醒了自信自强的内在力量，促

进了乡村共建共治共享。

西樵山开心农家美食农庄

老板曹健锋是艺术节的餐饮合

作商户之一。开幕当天，他从

早忙到晚，客流量较往日明显

增加。对于外地来用餐的游客，

他总会多问一句：“觉得味道

怎样？”在他看来，美食文化

也是南海的优秀文化之一，并

自觉把这种文化传递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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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大地艺术节中国项

目发起人，孙倩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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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北京瀚和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海洋深

有体会。他介绍，在松塘村、

儒溪村、平沙岛、凰岗村等艺

术区域，共有数百名当地村民

踊跃报名成为艺术节志愿者，

当中既包括年轻人，也有一些

上了年纪的村民，他们自觉承

担起观众接待和游客讲解等工

作，“也许他们并不专业，但

他们却是最懂本地文化的一批

人，而这是外来游客最需要

的”。

不难发现，大地艺术节真

正的价值在于对当地老百姓的

感化和提升，这也是在推动乡

村振兴过程中，必须要整合凝

聚和提升的一股力量。

未来 10 年，南海还将通

过持续举办大地艺术节，将南

海打造成为各类文化载体的集

大成者，让一座座没有屋顶的

美术馆、融入天地的博物馆走

进大众生活，引领大众审美，

促进本地乡村文化艺术和全域

旅游事业的发展，让广大青年

带着梦想、带着创意下乡创业，

让乡村将成为“既容得下肉身，

又放得下灵魂”的理想栖居地。

从依湖造城到水上南海，南海为全国探索了什么？

为文化搭台 让文化唱戏
艺术家不是主角本地村民才是

让年轻人去创造去体验

南海的村落既古老又现代

为南海文旅产业搭建新版图

创作地方特色作品

吸引更多游客过来

文 / 珠江时记者 黎小燕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西樵山书院执行院长殷秩松：

今天我们不应该仅仅讲文化搭台经济

唱戏，城市在全域发展中都要为文化

搭台，让文化来唱戏，这对于南海城

产人文融合高质量发展有着极大的促

进作用。我们不要把文化再当作一件

衣服，文化就是我们的灵魂，是未来

心之向往的所在，是一座城市的活力

所在。

大地艺术节中国项目发起人孙
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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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南海不只是

佛山之南海、广东之南海，更是天

下之南海。

北辰青年创始人宋超：如何打

造让当代年轻人喜爱，并且愿意把它

发扬出去的文化？我认为最好的方

式，就是让年轻人去创造、去体验，

比如在南海做的“趁墟而入”青年行

动计划，它将根据不同墟市的区位优

势和条件，引入青年社群和业态，对

墟市街区逐步进行整体改造，采用“社

区营造，青年共创”的方式进行长期、

整体运作管理。

日本国际艺术家松本秋则：在

日本，很多地方要不就像中国的大

城市一样很新，要不就是一些很旧

的村子，很少像南海这里的村落，

既保留了很多古老的东西，又不断

引进新事物和现代元素；既尊重传

统，又不断地向前发展，这是一个

很好的状态。

携程集团政府合作部CEO张旭：
作为头部旅企，携程选择南海，是因

为南海的区位优势、人口规模，以及

面向大湾区的市场地位，决定了这里

有充分的市场规模。文化是每一个旅

游产业目的地的精髓和核心，我们希

望未来能够依托南海丰厚的文化底

蕴，共同打造南海文旅标杆。后续我

们也会把携程的产业联盟和资源带进

来，为南海的文旅产业搭建新的版图。

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
院副院长沈烈毅：这次对南海的深入考

察，发现南海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传承

更加完整。大地艺术节的举办，能够让

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走到一起，文化和艺

术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度，艺术家到这里

来找到创作灵感，创作出具有地方特色

的作品，接下来就会有很多游客吸引过

来，慢慢地就能够把本地一些好的文化

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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