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岭南文化如同中华文化的一颗明珠，是中华文化最包

容、最活力、最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南海，无疑是岭

南文化的重要叙述者、书写者。南海深厚的文化底蕴、高

度的文化自信，早已深入人心。

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起源地，11 月 17 日，南海召

开文化发展大会，重磅发布文化高质量发展新政，启动

“水上南海”发展计划，构筑“三带三区”文化发展新

格局，让“十四五”关键之年的南海充满诗意、更见远方。

面向珠三角、面向全世界，一座制造业大区用“最岭南”

的方式重塑发展的文化之魂，建设更自信与自强的“最岭南”

人文之城。

迎接新的时代课题，南海正高举“岭南文脉、生生南海”

的文化大旗，决心以文润城、以文兴城，大力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不断探索描画南海文化的新品牌新形象，让粤剧、

龙舟的岭南气质，醒狮、功夫的开放气度，粤菜滋味、桑

园围水脉的中国气派，充分彰显这座岭南文化发源之城的

世界眼光和包容胸襟。让南海的官窑古驿、古镇村落、桑

基鱼塘等 IP，构筑成岭南文化的最鲜明符号，延续南海文

脉的最深厚底蕴，书写岭南记忆的最精彩笔墨，为文旅产

业注入澎湃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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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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南海而言，文化意味着什么？又该如何在传承创新发展上探索前进？

11 月 17 日，南海高规格召开全区文化发展大会，并发

布了《南海区委区政府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要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将推进文化高质量

发展作为区镇两级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由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直接抓。南海区文化工作的重视程度达到新高。

研究表明，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增速放缓情况下，

文旅产业可实现逆势增长，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以文化助力产业发展、撬动经济新增长点，佛山正加快迈

出步伐。

禅城、南海、三龙湾对文化的重视，实则是对城市竞

争力的重视。

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指出，基于文化的优势，

是最根本、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也是最难以替代

和模仿的竞争优势。

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在全区文化发展大会上这样描述

“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竞争力是最根本的竞争力，文化

吸引力是最强大的吸引力，文化传播力是最有效的传播力。

进一步来看，无论是竞争、吸引还是传播，其核心主

体都是人。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归根结

底源于人们对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南海正在下一盘大棋。

11 月 17 日，南海在西樵召开文化发展大会，重磅发布

文化高质量发展新政，启动“水上南海”发展计划，开辟

文化引领城市飞跃的新赛道。

11 月 18 日，还是西樵，南海再次给予世人惊喜——万

众期盼的 2022“艺术在樵山 ——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盛

情开幕。这是风靡全球的大地艺术节走进中国之后的首次

完整呈现。南海雄心勃勃，剑指“大湾区文化高地、世界

文化艺术旅游目的地”，把大地艺术节视为最重要的城市

文旅品牌。

从激活千年文脉、打造“最岭南”的人文之城，到拥

抱世界艺术、成就家门口的“诗和远方”，一个自信自强、

海纳百川的活力新南海的城市画像生动丰满。

以文铸魂，以文化人。加快推动本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构建以本土文化为核心、现代多元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势必推动产业活力、城市活力、人的活力全

面迸发。

今年南海提出“1114”工作体系，其中“4”为“城产

人文”四个重点领域。

文化赋能“城产人”整体升级，不仅需要丰厚的历史

积淀、丰富多彩的文化符号、鲜明的精神气质，也需要文

化基础设施完善，而更重要的是营造城市山水化空间及其

群体性生活的范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构建新的城市美学。

其中要义就是，以艺术创造参与城市营造，以文化振

兴推动城市更新，以社会美育打造文化高地。首先要让艺

术走进群众，南海举办大地艺术节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11 月 17 日，南海召开全区文化发展

大会，这次大会聚焦文化，更聚焦发展。

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南海高质量发展宏伟

蓝图，对南海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促

使我们去思考：文化，对南海意味着什么？

南海文化，我们要传承什么？发展南海文

化，我们要创新创造什么？

是什么成就了南海 ?
南海，无疑是中国一个具有较高辨识

度、美誉度的区域 IP。

始皇郡、隋帝县，南海素有广东“首

府首县”之誉。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农耕社

会里，南海不仅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也是

文教昌盛、人才辈出，有“南海衣冠”的

美称。

近代以来，南海得风气之先，诞生了

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工业企业，较早开启

了中西文化逐渐融合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南海成为珠三角的改

革先行区、经济先发地区，扬名海内外。

在 2000 多年的漫长时间跨度里，南

海始终勇立于时代潮头，我们不禁探究：

是什么成就了南海？

南海的成功，首先源自于这一片独特

的土地。南海坐落于珠江三角洲腹地，面

朝大海，河流纵横。肥沃的冲积平原，充

沛的雨水，温暖的气候，为南海的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

南海的成功，更归因于南海人民的勤

劳与智慧。在经年累月利用自然、改造自

然的过程中，南海人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成

就，也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品质。

独特的地缘，独特的人民，独特的精

神，铸就了南海独特的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区

域的灵魂。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

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

进步。

南海成功的密码，深深隐藏在两个字

里面：文化。文化成就了南海。

向传统，我们传承什么 ?
南海文脉，源远流长。

亿万年的冲刷与沉淀，为我们积淀了

肥沃的珠三角冲积平原。数千年来，历代

南海人不断的奋斗、创造与积累，为我们

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思考文化，建设文化，创新文化，我

们首先要做的是：回眸与传承。看清我们

的源头，明了我们的来路，知道我们的底蕴。

南海文化是一种原生文化。6000 多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南海先民就已经在这

一片水道纵横、土地肥沃的区域里耕作、

渔猎，创造了西樵山“双肩石器文化”。

西樵山文化，带来了岭南文化发展的第一

缕曙光。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区域文化一样，

西樵山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秦统一岭南后，中原文化传入加速了

南海的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2000多年的

不断改造，南海已沧海桑田，成为中国南方

的鱼米之乡，不仅是商品粮基地，也是蚕桑

塘鱼、蔗糖、岭南佳果的重要产地，而且是

发展淡水养殖和捕捞的理想场所。尤其是种

桑、养蚕、养鱼循环生产体系的形成，使南

海的商品生产发展迎来一个高潮。

近代以来，南海人陈启沅创办了中国

近代第一家民族资本工厂——继昌隆缫丝

厂，迈出了广东近代工业的第一步。南海

也逐渐成为广东的重要工业生产地。

改革开放以来，南海在不是特区、没

有特殊政策的条件下，主动作为，敢于突

破，敢于创新，在产业发展、土地改革、

社会治理等领域开创了多项改革创新举

措，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面对传统，我们要传承与复兴的是独

特的南海文脉。

南海文脉，因南海水脉而兴，与南海

水脉交织发展，带有独具一格的水文化魅

力。这种水文化魅力，既有大河奔流的刚

健进取、因势而变，更有浩荡大海的宽阔

广博，包容百川。

正是以大河奔流、大海浩荡的水文化

为底色，岭南广府文化以南海为重要起源

地逐步发展壮大。广府文化务实、乐观、

包容，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敢于吸收、

摹仿和学习、冒险、创新。尤其是在中国

近代史上，广府人在推翻封建帝制、建立

新中国以及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中，形成

了“敢为天下先”的最为宝贵的文化品质。

岭南广府文化，已成为中华文明重要

一脉；南海，则是岭南广府文化的重要起

源地和核心区。

发展新时代南海文化，
我们创新什么 ?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在迎来伟大

复兴的历史机遇。南海也站在新一轮高质

量发展的起跑线上。南海文化，需要承担

新的使命，需要注入新的精神，需要创造

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业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有坚

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

本质是建立在 5000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

的文化自信。”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党把文化工作

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把文化部分命

名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

文化新辉煌”，对文化发展明确了新的目

标和使命。中华文化，应当激发全民族创

新创造活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

礴力量。

佛山正在争当“传承岭南广府文脉领

头羊”，南海也正在推进新一轮高质量发

展。南海文化需要承担起“以文铸魂，以

文塑城，以文兴产，以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塑造强健精神，传播城市形象，为打造现

代化活力新南海提供扎实有力的支撑。

南海的城市精神，也应当锻造、展现

出全新的风貌。南海和整个中国一样，正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

在这条“上下而求索”的道路上，中国、

南海自己已是探索者、引领者，必须以舍

我其谁的气魄、敢为天下先、争创一流的

勇气，开创一片崭新天地。

南海文化的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尤其是要结合南海作为制造

业重镇的实际和发展需要，推动文化与制

造业相融，用文化为制造业赋能，用文化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字化是当今时代的主流，南海产业

正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南海文化同

样面临着数字化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南海

需要紧跟 5G、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先进

技术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在数字化发展

的赛道上力争领先。

在新时代，在新的一代眼里，文化也

正在呈现新的样式和传播方式。短视频、

直播、电竞、影视、城市艺术节，深受年

轻人欢迎，传播力强，也是南海在传承传

统文化、创造新文化过程中值得采用的方

式和路径。

文化是最古老的沉淀，也是最新潮的

创造，在“最古”和“最新”之间，在传

承和创新中，南海必将走出自己独特的文

化发展之路。

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南方日报（11月24日）

在“最初的湾区”感悟诗和远方

一座制造业大区的文化自信与自强

佛山 +  （11月17日）

南 脉海文
在传承和创新中在传承和创新中复兴复兴

◎仲声

佛山日报（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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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地缘，独
特的人民，独特的精
神，铸就了南海独特
的文化。南海成功的
密码，深深隐藏在两
个字里面：文化。文
化成就了南海。

思考文化，建设
文化，创新文化，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
回眸与传承。面对
传统，我们要传承
与复兴的是独特的
南海文脉。

南海文化需要承担
起“以文铸魂，以文塑
城，以文兴产，以文化
人”的历史使命，塑造
强健精神，传播城市
形象，为打造现代化
活力新南海提供扎实
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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