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奥地利官方推荐乐
团——维也纳管弦乐团带
来的三亚新年音乐会

2.著名国际策展人、国
内外著名当代艺术家参展
的系列国际当代艺术展

3.澳大利亚悉尼欧米
茄室内四重奏音乐会、悉尼
歌剧院签约著名女高音歌
唱家及钢琴家表演等系列
演出

4.国际艺术电影周

5.艺术沙龙与讲座

2018三亚国际艺术季
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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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棠艺术综合体落址于“国家
海岸”——海棠湾的核心腹地，近邻30
余家国际酒店，拥有301医院、三亚国
际免税店等高端医疗、购物配套。项
目由海南中海三邦友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投资建设，是我国具有国际
前沿特色的艺术综合体。

艺海棠艺术综合体纯粹以艺术为
源头，以三亚当代艺术馆为龙头，涵盖
艺术家工作室、艺术美宅、艺术酒店及
艺术商业等，是从“旅游三亚”到“艺术
三亚”转型升级4.0版的里程碑式标
志性项目，对三亚城市的综合性战略
发展具有示范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对三亚建设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的发
展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艺海棠的业主们将尊享项目内
的艺术商业、艺术主题酒店、艺术运动
公园等生活配套，并可以成为三亚当
代艺术馆的会员，参加艺术公共教育
课程，享有VIP馆长导览等一系列业
主特权。”王赫表示，艺海棠艺术综合
体以优质生态资源、完善生活配套、精
致户型格局、人性化居住品质，倾力打
造艺术养心天堂。

三亚当代艺术馆作为艺术综合体
项目中的国际化品牌项目，由“普利兹
克建筑奖”得主——妹岛和世担纲设
计，定位为一个有特色的国际化美术
馆，一个与自然环境相融的“会呼吸的
美术馆”，依托三亚的阳光、空气、青
山、绿树、碧海、蓝天、翠草为前提条
件，将三亚的自然景观、建筑与当代艺
术相融合，为人们带来颠覆性的全新
化视觉体验。同时，融合传统人文与

现代精神为一体，艺术馆将被重点打
造成一个国家级标准的当代艺术馆，
一个有特色有影响的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的文化开放合作交流平台，一
个能举办重大国际性文化活动的公共
艺术空间，一个为三亚市民和游客提
供审美教育、观赏艺术和放松休闲的
重要场所，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多元化精神空间。

近日，笔者来到艺海棠艺术综合
体项目地，感受到了浓郁的艺术气
息。“我们项目的房间内随处都能看到
油画、装置艺术等各类艺术品，全部都
是原创艺术品，来自国内外一些名家
创作。这棵树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
言亲手种下的。”艺海棠艺术综合体项
目艺术策划人说，这里的展馆艺术品
展览不断。

三亚市副市长许振凌表示：“举办这
样综合性、国际性、高规格、可持续、品牌
化的艺术季，不仅能够促进国际文化交
流，提升三亚的城市品牌形象，还可以增
进艺术家与文化艺术爱好者之间的交
流，满足三亚市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
拓展三亚的文化旅游资源，向世界展示
三亚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形成三亚创新、
前沿、探索的人文城市景观。”

三亚，这座北纬18°的国际滨海
旅游城市，象征着海洋的包容与广阔，
也有着航海精神的进取与未知的可能
性。三亚国际艺术季诞生于此，必将以
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触摸国际前沿文
化，以更国际、更开放、包容度更强的文
化艺术价值观，为三亚打造一个具有国
际化视野与影响力的艺术活动品牌。

艺海棠艺术综合体打造文化艺术品牌，助力三亚建设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

融汇中西文化 筑三亚艺术高地

在2018三亚国际艺术季新闻发布会那天，笔
者专访了海南中海三邦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艺海棠艺术综合体负责人王赫。她是
一位时尚、充满朝气、富有思想的80后文艺女青
年，这是王赫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我2011年来到三亚工作，这里已经成为我
创业和实现梦想的地方。”作为艺海棠艺术综合体
项目的总经理，王赫坦言，她十分喜爱海南，也喜
爱三亚，三亚无论是大海，还是蓝天、草地和未来
发展等等，都十分有魅力。同时，她也希望能为三
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
短暂的人生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我要用创
新、勤奋的努力让三亚成为东方的迈阿密。”王赫
拥有极大的艺术情怀，建设三亚当代艺术馆便是
她人生中的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必须以国际视
野，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服务三亚、服务海南国
际旅游岛。

创新是文化之根，文化是城市之魂。三亚不
仅需要科技、旅游、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文化艺术
作为城市的软实力也必须齐头并进。“投资10多
亿元建设三亚当代艺术馆，并投入上千万元举办
2018三亚国际艺术季，意在增强三亚的文化自
信，推动三亚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王赫说，公
司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坚持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
回馈社会，打造一座三亚国际化艺术梦幻之城，助
力三亚实现艺术中国梦，为推动海南文化旅游事
业的发展做出诸多努力。

艺海棠为艺术家与文化艺术爱好者交流搭
建平台，满足三亚市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拓
展三亚的文化旅游资源。三亚国际艺术季是一
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性常态艺术盛
宴，也是三亚未来输出引领时代的艺术文化与
价值观，以“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旅游”的
战略发展方向立足海南、辐射亚洲、影响世界的
一张重量级IP艺术名片。高规格、高标准地筹
办三亚国际艺术季，提升三亚滨海旅游城市的
国际化形象与内涵，加快提升三亚的国际知名
度和美誉度，丰富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文化内涵。

“三亚当代艺术馆是非营利性机构，建设需要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建成后每年维护成本要
数千万元。”王赫说，他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
政府分忧，三亚市也非常支持他们的各项艺术活
动，今年的艺术季由三亚市政府主办，三亚市委宣
传部、三亚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三亚市旅游发
展委员会以及三亚市海棠区政府承办。

（本版策划/易建阳 肖皇 撰稿/易建阳 苏
静 惠玲 供图/艺海棠艺术综合体）

海棠湾畔，云飞浪卷；国
家海岸，百花吐芳。

三亚是国家“一带一路”
布局的门户城市和支点城
市，而海棠湾又是三亚经
济、文化等发展最为活跃的
湾区之一。三亚新年音乐
会、国际当代艺术展、系列
国际音乐演出、国际艺术电
影周、艺术沙龙与讲座……
由艺海棠艺术综合体全程
筹办的 2018 三亚国际艺术
季系列活动精彩纷呈，在新
春佳节前后给三亚市民、游
客带来高品味的国际化艺
术视觉和听觉盛宴。

“艺海棠艺术综合体以三
亚当代艺术馆为龙头，涵盖艺
术家工作室、艺术美宅、艺术
酒店及艺术商业等，是从‘旅
游三亚’到‘艺术三亚’转型升
级4.0版的里程碑式标志性项
目，对三亚城市的综合性战略
发展具有示范性的引领和带
动作用，对三亚建设世界级滨
海旅游城市的发展目标具有
重大意义。”艺海棠艺术综合
体负责人王赫表示，他们一定
不忘对社会的责任担当，高标
准建设艺海棠艺术综合体，把
三亚当代艺术馆打造成世界
一流的艺术殿堂，把三亚国际
艺术季打造成三亚最具有国
际辐射力、影响力的文化艺术
品牌。

新年伊始，为推动“一带一路”建
设，助力三亚建设世界级滨海旅游城
市，迎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维也纳管弦乐团三亚新年音乐会
在三亚艺海棠艺术综合体如约举行，
这也标志着2018三亚国际艺术季正
式拉开帷幕。

据介绍，维也纳管弦乐团擅长以
传统演奏方法，展现维也纳乐派作曲
家的音乐风格原貌，因而被观众称为

“纯正维也纳传统音乐风格的乐团”。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奥地利音乐文

化的“名片”，也是风靡世界的文化盛事。
1月6日下午4时，在三亚当代艺

术馆前的草坪广场上，来自奥地利的
交响乐团——维也纳管弦乐团，在天
才指挥家——拉斐尔施卢瑟伯格的指
挥下，演奏了一系列世界经典曲目，其
中包括出自施特劳斯家族的经典圆舞
曲《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
《南方的玫瑰》，同时还演奏了中国经
典曲目改编《我爱北京天安门片段
——嬉游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以
及最后加演了《红色娘子军片段——
快乐的女战士》等3首曲目，持续90
分钟的听觉盛宴令在场的2000余名
乐迷朋友一饱耳福，将在场的新年气
氛带入一个又一个高潮。

三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尚林说：
“希望三亚当代艺术馆、中海三邦友公
司把本次艺术季活动办成极具感染
力、全面开花的高水准艺术盛宴，打造

成为三亚文化艺术的新名片，让三亚
的文化事业再上一个阶梯，让三亚的
文化内涵更丰富、更优雅、更完美。”

为了在新年之际传递爱与祝福，
当天在音乐会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公益
捐书环节，所募集的书籍将分类整理
后通过文体局赠送给图书馆、农家书
屋和学校，鼓励三亚市民与观众爱心
接力，共同创造文明、友爱、创新的城
市氛围与社会力量。此类公益活动将
作为永久品牌落户三亚国际艺术季。

据了解，为期4个月的2018三亚国
际艺术季活动内容丰富，精彩纷呈，除了
沿袭首届传统，邀请国际艺术演出团队，
展出世界级大师作品，本次艺术季还增
添全新艺术媒介，丰富视听体验，相信届
时会吸引三亚市民、旅游者、国内外艺术
家等共同参与，令广大活动参与者在感
受三亚自然之美的同时，能享受这场文
化艺术盛宴带来的精神愉悦。

国际系列艺术展是艺术季的重头
戏及跨度时间最长的活动单元，汇聚
全球艺术大咖，聚焦世界目光，将邀请
国内外著名策展人、著名当代艺术家
汇聚一堂，展示全球顶级艺术作品，聚
焦世界艺术视点。

花，象征着美好，是中外艺术家寄
托精神的载体。1月21日至5月20
日，中德国际当代艺术展在三亚当代
艺术馆前展厅展出。由德国著名国际
策展人、评论家Tereza de Arruda
策展，以花为主题，邀请国际著名摄影

艺术家Luzia Simons与中国著名当
代艺术家罗发辉，就西方郁金香为主
题的摄影艺术和中国玫瑰为主题的绘
画艺术，展开一场东西方“花与魂”的
对话，这将是东西方艺术的一次精彩
交流与碰撞。

据介绍，Luiza Simons 有着国
际化的艺术生涯，她的艺术作品以摄
影为基础，创作中不懈地探索通过技
术创造忠于内心想象、体验和期待的
影像，几十年来不断在德国、巴西等地
展出，作品还被一些国际机构广泛收
藏；罗发辉是我国当代艺术家，擅长油
画创作，作品以纯粹的个人独立语言
创造出“玫瑰”“欲望”“仙境”“大花”

“我的花园”系列作品。他先后出版发
行《中国油画家——罗发辉》《深度欲
望制造者——罗发辉》《欲望的深度》
等个人作品专集。

笔者在展览现场看到，展馆分为两
个大厅，分别展览经过技术处理的Lu-
iza Simons创作的郁金香影像作品和
罗发辉创作的玫瑰花油画作品。观展
者或者在艺术作品前合影，或者直接用
相机记录精彩画面。“鲜花的表象似乎
只是视觉的诱惑，但深入观察他们的作
品，我们会发现其中再现了不同社会文
化的无数个面貌。”王赫说出了她看展
览的感受，在这些照片中，不仅可以看
到郁金香最美丽的状态，还能够体会到
不可逆转的大自然内在的瑕疵与颓败
等特质。

同时，将艺术融入生活的“海棠艺
花园”当代艺术收藏展将同期进行，罗
中立、刘虹、杨千、范勃、苍鑫、琴湾、桑
火尧、罗奇、孙晓枫、刘芯涛、栗子、冷
广敏、于洋等艺术家参展，这些收藏精
品在艺海棠悉数展出。

除此之外，在春节期间举行的国
际艺术电影周将以6场电影展示艺术
大师的艺术生活与创作场景，带领观
众走进梵高、马蒂斯、毕加索、安迪·沃
霍、巴斯·奎特和罗斯科等艺术家的艺
术人生。

春节期间举行的艺术沙龙与讲座
也将邀请养生、文学、艺术等多领域
专家，以深入浅出的知识讲座，近距离
对话生活美学家，把脉人文生活。

2月27日-28日，来自澳大利亚
悉尼的欧米茄室内乐团演出的四重奏
音乐会、悉尼歌剧院签约的首席华人
女高音歌唱家翟慧娟与钢琴家马国丰
的演出，将在艺海棠艺术综合体唱响
美丽的国家海岸。

首届三亚国际艺术季以及后续系
列展览的成功举办，令三亚刮起了一
场艺术飓风，也向世界展示了艺海棠
艺术综合体作为艺术名片的强大影响
力。2018三亚国际艺术季的举办，将
继续在三亚掀起艺术巨浪，吸引更多
世界一流的艺术团体以及艺术家来到
三亚，进而提升三亚的文化高度，助力
三亚打造一张集“旅游+文化+科技+
养生”为一体的国际旅游城市名片。

汇聚艺术力量
增强三亚文化自信

艺术季各种艺术活动精彩纷呈

艺海棠艺术综合体为三亚文化注入活力

海南中海三邦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艺海棠艺术综合体负
责人王赫：

A

B

一
月
六
日
，维
也
纳
管
弦
乐
团
新
年
音
乐
会
在
三
亚
海
棠
湾
奏
响
。

王赫

市民、游客参观中德国际当代艺术展。

艺术家们在开展艺术沙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