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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1月28日电（记者欧
英才 黄媛艳）11月28日，2020年第
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倒计时一周年
之际，亚沙会吉祥物“亚亚”，正式与
公众见面。

吉祥物以海南特有的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坡鹿为原型设
计。坡鹿被誉为“琼岛精灵”，鹿与

“禄”谐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是一个
吉祥的元素。三亚别名“鹿城”，源于
黎族美丽的爱情传说“鹿回头”，鹿回

头的传说与坡鹿的形象家喻户晓，是
最能代表区域特征的识别符号。3D
设计的拟人化坡鹿，形象友好可爱、灵
动跳跃，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
念，是“环保亚沙”的办赛理念的有效
承载物。

吉祥物取名“亚亚”，代表“三
亚”和“亚洲”，象征着三亚与亚洲
和世界相连，开放融通、命运与
共。奔跑造型的设计灵感源自于
坡鹿日常活跃的生活习性，象征

着海南人民不忘初心，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凝心聚力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的信心和决心。将坡鹿形象与现
代沙滩服饰相结合，体现了沙滩
运动和时尚城市的特点。吉祥物
左手竖起大拇指，代表着主办城
市对举办一届“时尚、环保、精彩、
盛大”体育赛事的自信，表达着
900 多万海南人民对建设美好新
海南的自豪。黎族图腾点缀的服

装图案，突出了举办地的特色，代
表着文化自信，是本土文化的传
承和传播。鼻尖的心形图案，代
表着主办城市对全世界朋友的热
情欢迎，亦是诚邀亚洲各国人民
共建和谐繁荣亚洲。

吉祥物运动造型的平面图还将
以动态视频等方式呈现，生动形象地
向公众展示三亚亚沙会的17个竞赛
项目，方便公众更为直观地了解亚
沙，感受三亚。

张强的设计理念注重吉祥物形
象的叠加效应。他认为，只有将体
育文化、地方文化、区域特色等因素
综合在吉祥物身上，才能有效推动

大众传播效应，将吉祥物形象最大
程度地利用。

“推广区域文化、打造文化IP，是吉
祥物需要承载的使命。吉祥物无论是

形象穿着、肢体行为，甚至是在语言声
音方面都可以精心谋划，实现本土文化
和形象的有效传播。”张强认为。

奔跑的亚亚，游泳的亚亚，攀岩的

亚亚……亚亚通过与亚沙会17个运
动项目的深度结合，更为灵动活泼，惹
人喜爱。

“吉祥物可爱的形象对于大众来

说接受度较高，除了依托其传播赛事，
还应该重点思考怎么通过亚亚来介绍
三亚，宣传海南，一举多得。”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

本报三亚 11月 28日电 （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吴维杨）2020
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 11月 28
日举办倒计时一周年活动，三亚亚沙
会组委会同步发布亚沙会吉祥物，这
个名为“亚亚”的吉祥物，以海南坡
鹿为原型，与亚沙会会徽展示的鹿
的形象相似，契合赛会的环保理念，
又充满海南特色。

海南坡鹿是海南特有的珍稀物
种，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这一珍稀物种的数量只剩下 20 多
头，到了灭绝的边缘。建立海南大
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迁地保
护种群、建立人工驯养种群……经
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海南坡鹿数
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26头增长至
2019年的1700余头。

“坡鹿的保护，是海南引以为
豪的物种保护案例。”长期从事生
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工作的海口畓
榃湿地研究所所长卢刚认为，坡鹿
保护透视出海南在生态保护上的
不懈追求。建省以来，政府陆续颁
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护航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同步积极引导催
生了不同领域的生物保护组织建

立，持续推动生态保护科普工作，
让更多公众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性。

海南坡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仅是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

缩影。保护生态就是保护海南发展
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一直以
来，海南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创新成
立省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联合指

挥部，组建生态环境厅，积极推动环
境保护地方立法，建立多元化生态
补偿机制。“全面落实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政策举措”“建设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开展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编制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
建立全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全面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湾长制、
林长制”……海南在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上先行一步，毫不松懈抓好生
态文明建设，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作出表率。

三亚亚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亚争当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的排头兵，生态保护一直是城市发
展的核心命题。生态环保是亚沙
会筹办的应有之义，我们将环保理
念贯穿赛事筹办的全过程，更要通
过赛事的举办，让生态环保理念深
入人心。

“近年来，三亚市民游客的环保
意识不断提升。三亚筹办亚沙会，
以坡鹿为吉祥物原型，把环保理念
和生态保护理念渗透到赛会每个环
节，更上升到一座城市面对绿色发
展的长远思考，以最好的资源吸引
最好的投资，把最好的资源变成百
姓共享的福祉，三亚有望为全球提
供绿色发展的生动案例，助力海南
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生动范例。”蓝丝带保护协会秘书
长蒲冰梅说。

亚亚为什么以海南坡鹿为原型？

精挑细选 深化修改

亚亚诞生经历六阶段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记者黄媛艳）三亚

亚沙会吉祥物11月28日正式对外公布，参与了
吉祥物征集评选全过程的三亚亚沙委相关工作人
员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三亚亚沙会吉
祥物亚亚的诞生共分为6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19年 7月 19日到 9月 18
日，这是吉祥物的征集阶段。经过吉祥物初评评
审程序，共有32件方案作品符合评审规则的规定
条件，进入复评评审阶段。

第二阶段是评选。10月20日，亚沙会组委
会召开第六届亚沙会吉祥物设计方案评审会，邀
请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总执行、亚洲美食节
吉祥物设计师、广州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院
长刘平云，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会徽“冬梦”、“飞跃”的设
计者林存真等参与评审。经过专家的认真评选，
评出了6件作品作为修改方案，因为此时征集到
的所有作品都不能作为成品。

第三阶段是修改。这是最艰苦的时期，组委
会举办了吉祥物进校园活动，邀请2020位青少年
票选吉祥物，98号、25号、36号作品等征集作品
入围。在征求了大量专家、少年儿童等代表的意
见后，选定2010广州亚运会会徽设计者、2012海
阳第三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主创设计师张强设计的
98号作品“亚亚”为三亚亚沙会吉祥物，吉祥物设
计稿同步进行了多轮深化修改。

第四阶段是审定。11月初，三亚亚沙会组委
会对吉祥物修改方案进行了审定，并报亚奥理事
会。11月12日，亚奥理事会正式同意。

第五阶段是全球注册保护。作为一届运动会
的核心形象之一，吉祥物有着巨大的商业价值，是
宣传亚沙会、进行亚沙会市场开发的重要载体，必
须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以避免出现法律纠纷。11
月20日，亚沙会吉祥物的国内、国际法律注册保
护工作完成。

第六阶段是发布。三亚亚沙会组委会决定于
2019年11月28日亚沙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的日
子面向全球正式发布吉祥物。

文化专家看亚亚：

黎族图腾元素
展现海南文化特色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记者欧英才）11月
28日，三亚2020年亚洲沙滩运动会吉祥物“亚
亚”惊艳亮相后，许多人对亚亚身上的图腾颇感兴
趣。你知道吗？亚亚身上的图腾来自海南岛上古
老的民族——黎族，它已传承数千年。

作为海南岛上最古老的民族，黎族人民在
3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和传承了丰富灿烂
的民族传统文化，而图腾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
体。

三亚市民族事务局副局长胡海霞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黎族图腾在黎族文化中是很常见的符号，
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难寻，在织锦或是民族建筑中
都有体现。而吉祥物身上黎族图腾点缀的服装图
案，突出了举办地的特色，是对本土文化的传承和
传播。

海南省旅琼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省
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马良对吉祥物融入黎族
图腾的做法十分赞成。马良认为，三亚亚沙会作
为2020年中国举办的唯一一个洲际级别的综合
体育赛事，将成为宣传三亚、海南乃至中国的一
个盛会，吉祥物将作为人们熟悉了解赛会的基础
元素符号。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马良说，黎族人
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辉煌而神秘的图腾文化。
它不仅属于本民族，也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文化心
理。用体现民族文化的图腾来做吉祥物，也是源自
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海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蔡葩认为，
活泼可爱的坡鹿与黎族文化图腾相结合，既有鹿
回头神话传说的文化基因，又进一步深入挖掘并
展现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特色。“三亚是多民族
聚居地区，民族文化多姿多彩，多民族文化在这里
交流、碰撞、融合，亚亚能生动地展示三亚活力、包
容、开放和时尚的对外形象。”蔡葩说。

据悉，随着吉祥物亚亚的出炉，下一步，亚沙
会组委会将加大对亚亚的宣传推广、市场开发工
作，并将其作为各种文化和视觉设计活动的载
体。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会在许多重要场合见到
富有民族韵味的吉祥物，亚亚将成为向国内外展
示海南风韵的重要载体。

2020年三亚亚沙会吉祥物揭晓

你好，亚亚！

设计师谈三亚亚沙会吉祥物设计过程

你知道吗？亚亚是这样诞生的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文盛

朝气蓬勃的拟人化形象，充满海南地域文化的设计元素，灵动可爱的面部表情……11月28日，万众期待的2020年第六届
亚洲沙滩运动会吉祥物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以海南特有物种坡鹿为原型的吉祥物“亚亚”一经发布，引发关注。

灵动可爱的亚亚面世后，迅速
得到了人们的喜爱。但你知道吗，
在最初的设计稿里，亚亚有个好朋
友，它叫做“沙沙”。

“对于设计师来说，吉祥物不仅
是运动会标识物，也是地域文化的
代表。当初在设计吉祥物时，除了
以坡鹿为原型设计的亚亚之外，还
有一只小乌龟，叫做‘沙沙’。”亚亚
设计师张强告诉记者，鹿和龟都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吉利祥瑞的代表，
同时也非常符合海南的自然环境特

征。
记者在张强的设计稿上看到，

憨态可掬的“沙沙”跃然纸上，看似
在跳舞的动作既展现了可爱活泼的
一面，又传达了友好友爱的信念。

“沙沙”圆滚滚的肚皮上，除亚奥理
事会会徽中的太阳光芒标志外，也
有具有海南本土风情的图腾标志，
这是亚洲体育精神和举办地地域文
化的结合。

“当时其实想做一个组合，因为
坡鹿比较可爱活泼，灵活性比较

强。乌龟代表着力量、沉稳，看上去
也十分憨厚。如果这两只吉祥物组
合在一起，未来在故事演绎发展方
面，有更多乐趣和拓展，对比也更加
强烈。”他说。

但对于设计师来说，需要考虑
多方综合因素，不断择优、舍得放
弃，才能获得一个满意的结果。“考
虑到大众接受度和记忆深化度，并
且为了契合被称作‘鹿城’的三亚，
最终只保留了亚亚作为吉祥物。”张
强对记者说。

眉眼传情，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在作品创作中，眼睛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采访过程中，在张强翻
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记者注意到
了一页画满眼睛的画纸。

“这些都是亚亚曾经的‘眼
睛’。”张强笑着对记者说，在亚亚的
创作过程中，他闲暇时就会随笔画

一下它的眼睛，大小调整、形状如
何、瞳孔颜色、透视效果、眼神光位
置等等，每一项都要和吉祥物本身
相匹配。

记者在画纸上看到，一对眼睛从
基本框架到不断丰满翔实，经历了至
少数十稿更改。“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作品的

成败。所以在眼睛设计上花费再多
的精力，也是值得的。”张强说。

在最后的定稿上，亚亚形似鹅
蛋状的眼睛炯炯有神，棕黑色的瞳
孔上点缀着眼神光，更是让人感到
整个吉祥物形象栩栩如生。眼神中
传达的善意友爱，使得吉祥物更有
亲和力。

吉祥物作为设计师们的设计创意
载体，最能体现亚沙会举办地对文化
和艺术的理解。

在张强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能
看到亚亚从雏形到定稿的蝶变过程。

“坡鹿被誉为琼岛精灵，它不仅是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海南特

有的动物品种，同时还可以和三亚鹿
回头的美丽传说紧密联系在一块，具
有吉祥美好的寓意。所以在考虑吉祥
物形象来源时，我很快就以坡鹿为核
心创意，开始了拟人化设计。”张强说。

对于张强来说，以坡鹿为形象
核心设计，是一件看似简单却困难

重重的事情。“从古至今，鹿就代表
着传统吉祥寓意，无数的设计作品
使用过这个形象。那么如何做出
彩有特色，十分关键。”一番深思熟
虑后，张强将目光对准了海南本土
元素。

“吉祥物不仅是运动会的象征，也

是举办地形象的体现。”张强表示，吉
祥物除了以琼岛精灵坡鹿为主体外，
裤子上的黎族图腾以及鞋子上的海浪
元素，都彰显着丰富的海南元素，体现
着强烈的文化自信。

张强告诉记者，海南作为黎族苗
族聚集区，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悠久。

这个黎族图腾是黎族文化中常见的符
号，在织锦或民族建筑中都有出现，体
现了举办地三亚的民族特色。而海浪
的意向更为直观，在传播上体现了三
亚这座滨海城市的地理特征，还有中
国戏曲文化里踏浪而来、乘风破浪的
美好寓意。

“亚亚”原本还有个伙伴“沙沙”

友爱传情的眼睛得来不易

打造传递海南魅力的“形象大使”

让吉祥物形象不止于赛事

以海南坡鹿为原型的“亚亚”。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11月28日，“亚亚”在三亚与公众见面。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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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亚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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