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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的落户!让偏僻的小
渔村博鳌"一夜成名#!成为中国乃至亚
洲最知名的小镇之一$

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十
年来带给博鳌小镇太多变化!博鳌也因
而成为继天涯海角后!海南岛另一个代
表性景区$ 然而!人们来到博鳌!除了感
受博鳌亚洲论坛的壮观!是否还能体验
到这个小镇一流的生态自然环境以及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

当年论坛的发起者们坦言! 这就是
当初选择这个偏僻小渔村 "造梦& 的原
因$ 现在!博鳌人越来越意识到!回到原
点!才是博鳌小镇真正的魅力'在日前举
行的(博鳌海洋家族&旅游文化产品形象
设计评审会上!六个可爱的卡通形象!向
人们展示和演绎小镇的精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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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春节黄金周!博鳌景
区每天接待的游客超过万人!最多时甚
至超过 #$%%%人!玉带滩上挤满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 人们或是站在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主会场感受论坛不凡的气
势!或是站在万泉河入海口处!感受大
自然赐予这里)博览天下!独占鳌头&的
独特景观**

面对每天蜂拥而至的游客!当地人
渐渐发现!博鳌的名气仅仅是吸引了一
大批观光客!这些观光客吃+住+购几乎
都不选择博鳌$ 作为全国最具知名度的
小镇!与国内那些靠着旅游而火爆起来
的小镇相比!博鳌小镇或许缺少了最能
吸引游客的)魂#$

)与城市相比!小镇能够更好地展
示本地文化和特色!对高端游客更具吸
引力$ #海南省旅游委巡视员陈耀说!近
年来国内兴起的古镇游就是一个很好
的证明$ 博鳌应该依托已经获得的市场
知名度!深度挖掘和展现小镇文化和小
镇生活! 让人们愿意在这里住下来!慢
慢感受和体验这里的乡间生活$

其实!从 "%%&年开始!琼海市
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缺憾!博鳌镇
开始组织乡村文化调查!由
海南省旅游研究所所长杨
哲昆带队的调查者们!

深入到博鳌的每个
村+每个老宅!挖掘
当地民俗+ 特色
以及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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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会期间!一本名为,天堂博
鳌-的杂志被摆放在博鳌各大酒店和新闻
中心的醒目位置!杂志图文并茂地向人们
展示着小镇精彩多姿的乡间生活.在乐城
古城元宵游灯会上!周边十村九乡的人会
赶来欣赏)公仔戏&!)八音&和有趣的肥鸡
比赛/在沙美村!八九十岁的老人们悠闲
地生活着/在中南村!有着嫁女一年不可嫁
两个的民俗**

从论坛刚落户时的兴奋+激动!到继之
而来的迷茫+困惑之后!博鳌人开始思考.当
初蒋晓松这些造梦者为什么要把这个梦想
放在博鳌%那时的博鳌仅仅是一个原始状态
的小渔村0

博鳌人找到这样的答案.原来这些造
梦者看中的就是这里一流的生态自然环
境!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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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人开始努力着把造梦者当年的
感觉更好地呈现给世人!而不再满足于仅
仅只是作为论坛的举办地$

"%%' 年对于博鳌是一个特殊的年
份!如果从博鳌论坛开始筹备算起!那一
年可以称为)博鳌十年&$

"%%'年年会! 依然如约而至的国内
外媒体记者发现了这个熟悉的小镇有了
一些不同的地方.缤纷的色彩和一只恣意
张扬的鳌的图案!充斥着博鳌小镇的每个
角落.小店的招牌+沿途的灯笼+电话亭+

垃圾桶+甚至小到一包餐巾纸**在新立
的一块 ()*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我的
天堂小镇-风情电影$小镇上!不时可以见
到主题为)在博鳌!在天堂!在生活&的巨
幅广告宣传牌$

琼海市委+ 市政府借助这一年年会!

全面启动)天堂小镇1中国博鳌&形象体系
推广活动!也开始了对旅游与文化如何融
合发展的探索$

这比当初的设想提早了一些时间!一
切或许仅仅因为机缘巧合$

"%%'年 +月!就在当年年会举办前夕!

著名形象设计策划专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副教授姚建伟第一次来到博鳌!对博鳌一见
钟情!与时任博鳌镇镇委书记的吴恩泽也是
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在姚建伟眼中!博鳌所
有的元素!包括树!天空!大海!都是生活中
最自然的状态!然后!他就用缤纷的色彩!画
下了那只恣意张扬的鳌的图案**

借助年会的影响力!博鳌小镇的这些
变化被各大媒体进行了广泛宣传

报道!并获得社会各方的好
评和肯定$ 过去博鳌
人觉得每年的年
会就是借自
己的地方
开 会
而

已!这一年!博鳌人却主动借助这个平台!

向世人展示了博鳌天堂小镇的风采$

如果说当初因亚洲论坛一夜成名!是惊
喜中还显得有些慌乱的话! 经过十年历练!

博鳌开始慢慢寻找到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年年会结束后!琼海市旅游委+博
鳌镇开始与国内几大旅行商合作推出三天
二晚的博鳌游!希望让游客能够真正在这里
体验到原汁原味的小镇生活和小镇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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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博鳌小镇原汁原味的生活% 姚
建伟说!是包容+热情+好客+懂得生活**

而且多样+饱学+求知+寻求快乐**

一开始! 姚建伟的团队想到的是设计
一套能够传播博鳌品牌的吉祥物!但在看过
很多城市的吉祥物后! 总是感觉不生动!缺
乏灵魂$"呆板的形象不能代表博鳌小镇!也
不能展示博鳌人的性格与小镇魅力$ &姚建
伟于是有了一个大胆的想象.为什么不能用
卡通形象来创意呢%

姚建伟希望设计博鳌的卡通形象不同
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吉祥物! 而是赋予卡
通形象以灵魂! 更要赋予卡通形象丰富的
延展性! 让卡通形象通过不同的材质+载
体+媒介辅助博鳌形象的推广!让更加多彩
的博鳌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于是!一群展现博鳌小镇生活的卡通
"诞生&了.

在这个天堂飘落的海滨小镇! 住着一
群快乐的人们! 他们一起生活在这片宁静
美好的世界里!幸福而快乐的生活$

这里居住着一个鳌的家族以及一群
生活在这里的外来的可爱朋友!这些居民
中有退休的老船长+ 有旅游公司的老板!

有家庭主妇! 有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有
艺术家!爱旅游的背包客!作家!餐厅老
板!他们组成一个大家庭!演绎出一幕幕
欢声笑语的生活剧.

#,岁的鳌小东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初
中生!由于父亲的缘故!经常有机会品尝到
世界各地美食!立志成为美食家/经常用自
己做的古怪东西捉弄伙伴! 因此发生了许
多新鲜有趣的故事**

来自美国的华裔混血青年阿姆!他操
着一口并不流利的中文+怀着成为水手驯
服大海的飘渺梦想!寻访世界各地的海岛
与著名的船长!无意间滞留在博鳌这座中
国南海边美丽的小镇**

"-岁的章鱼果果厌倦了城市的喧嚣生
活! 希望过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

来到了博鳌!成了这里的咖啡馆老板娘**

开朗阳光的大学生海星星梦想成为一
个伟大的画家$因为爱上博鳌留了下来!幽
默的性格让他成为大家的开心果**

蟹帮帮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惜
财如命!又十分爱好收藏!爱喝酒!喝醉了
就爱吹牛!有时因为牛皮吹破了!被大伙
取笑**

作家朵朵鱼在博鳌小镇寻找灵感撰
写她的小说!平时爱呆在章鱼的咖啡馆写
作!为一些小事而感动落泪!为一些别
人的难过而感到忧伤! 这里的朋友是
她最大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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