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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
2019红珊瑚国际
音乐节在海口市
椰海大道海马文
化 广 场 激 情 开
唱。夏日部落，王
喂马、醒山乐队、
朴树等音乐人和
乐队齐聚一堂，与
现场观众们一起
共同开启冬日音
乐狂欢，用音乐为
2019年海南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增
添欢乐气氛。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习霁鸿
实习生 郑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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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珊瑚国际音乐节开场

6大区迎四方客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记者计思佳 习霁

鸿 实习生郑俊云）12月 21日，2019红珊瑚国
际音乐节“魔力”开唱，现场声、光、电、音乐的
完美融合，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音乐盛
宴。而为提升观众的消费体验感受，活动现场
除“椰韵”“海星”两大音乐舞台提供精彩演出之
外，还设置了先锋艺术区、汽车展示体验区、互
动合影区、美食体验区、啤酒体验区、充电续航
区等6大体验互动及展示区，用丰富多样的体
验和服务温暖四方宾客。

傍晚 7 时许，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络绎不绝的人群正前往美食体验区品尝美
食，临时设置的位置座无虚席。美食体验区
不仅有海南本土特色美食，还有鸡翅包饭、烤
串、台湾烤肠、长沙豆腐、炒栗子等小吃，暖胃
又“暖心”。

“我下午2点就来了，晚饭吃了玉米、粽子、
薯条、鸡排、烤肠，最合胃口的是烤肠！”11岁男
孩小楠和妈妈、妹妹正在吃着冒着热气的玉米，
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早早来到音乐节现场，就
是为了体验现场氛围。

在汽车展示体验区，有6辆海马汽车在展台
展示，现场不时有人前来“围观”。据了解，该展
区开展了抽奖、集赞领奖品等活动，现场观众纷
纷排起长队抽奖。“不仅能听音乐，还能看车，简
直美哉！”从文昌前来参加红珊瑚国际音乐节的
何培志兴奋地说。

“音乐节不仅音乐动听，安排还很到位，幸亏
现场的充电续航区能给手机充电，不然就‘失联’
了。”小楠的妈妈谭女士笑道，21日红珊瑚音乐
节的表演嘉宾中，她最喜欢的是歌声充满希望、
力量与感动的贵族乐队。

晚上8时许，红珊瑚国际音乐节现场仍然人
头攒动，先锋艺术区、汽车展示体验区、互动合影
区等区域不时有观众前去体验。“来体验红珊瑚
国际音乐节对于摇滚与艺术热情的展现，是这个
冬天里最‘嗨’的事！”正在互动合影区与女朋友
合影的小伙陈军笑着说。

2019红珊瑚国际音乐节海口开唱

激情旋律燃起冬天里的一把火
耀眼的灯光舞台、躁动的鼓点节

奏、激烈的呐喊摇摆……21日当天的
海口虽有绵绵细雨，但浇不灭音乐节
现场“嗨”翻天的气氛，乐队们带来的
精彩演出，让观众们现场体验了一场
酣畅淋漓、热血沸腾的视听盛宴。

朴树、王喂马用民谣书写诗意，
唱出心中关于青春和梦想的共同情
怀；面孔乐队、天堂乐队登台再现经
典，为广大摇滚乐迷带来耳熟能详的

旋律；醒山乐队、夏日部落、贵族乐队
带来摇滚新势力，用多元曲风唱出年
轻力量……本次红珊瑚国际音乐节
用“椰韵”“海星”两大舞台，让摇滚、
民谣、Hip-Hop、电子乐等多元音乐
风格都得到逐一展现。

朴树是此次音乐节的重量级嘉
宾。作为有着摇滚内核的民谣歌者和
一代“文青”男歌手，朴树才华横溢又
充满音乐热情，身上带着无可比拟的

青春意义，尤其在“80后”“90后”人群
中拥有众多忠实粉丝。

21日晚，他和乐队现场为歌迷带
来了《生如夏花》《平凡之路》《那些花
儿》《白桦林》等多首歌曲，都是历久弥
新、传唱不息的经典之作。

“每次听到朴树的歌，总会想起
那白衣飘飘的青春年代，令人怀念而
感动。”当朴树的歌声响起，歌迷陈峰
情不自禁全程跟着哼唱了起来。“海

口的优质音乐演出越来越多了！我
从高中起就喜欢朴树，能够连续两年
在家门口听到偶像的现场演出，很

‘嗨’很幸福！”
除了美妙的音乐演出，为提升观

众的时尚消费体验，主办方还为观众
们提供了先锋艺术区、汽车展示体验
区、互动合影区、美食体验区、啤酒体
验区、充电续航区等6大体验互动及
展示区域，供观众休息“充电”。

两大舞台接力 歌手乐队嗨唱不断

22日，红珊瑚国际音乐节精彩将
继续上演，郝云、麻园诗人、指人乐队、
瘢痕体质、爽子与瓷、雨木、番茄市长、
葡萄不愤怒、OGMC、左右乐队、零点
乐队等音乐人将登台开唱，继续把欢
乐和热情带给观众。

今年以来，我省以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为抓手，先后推出了2019
暑期旅游推广与消费活动、海南国际
旅游消费年活动，通过不断打造新的
消费热点，敞开怀抱迎接四方来客。
特别是年底，我省各类演出活动层出

不穷，逐渐成为新的旅游吸引物，文
化消费正成为我省旅游消费的一大
新亮点。

“对于年轻人来说，当他们谈论
海南时，想到的已不再是‘避寒’，而
是‘嗨玩’。演艺活动吸引而来的庞
大人流量，无疑将有力带动旅游等
相关产业链的消费。”活动主办方相
关负责人表示，借助当下年轻群体
对音乐文化和旅游目的地的需求，
本次红珊瑚国际音乐节着力打造

“音乐+旅游+体验”特色旅游名片，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节观众及旅
游爱好者带来独特音乐新体验之
余，还能感受海南的风土人情和优
美风光。而通过丰富国际旅游产品
供给、培育旅游消费新业态，也能助
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作为此次音乐节活动主办方之
一，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为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国际旅游消费
年的部署，海口策划了跨年狂欢季活
动，以“跨年+时尚+旅文+消费”为主
线，共安排160余场系列文体活动，不

断创新活动方式、提升服务质量，精心
培育旅游消费新业态新热点，切实扩
大旅游消费。

本次音乐节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协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
体运营中心承办；海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海南春光食
品有限公司、喜盈门国际建材家具（海
南）总部基地、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支持。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

打造“音乐+旅游+体验”特色名片

寒风阴雨天气挡不住似火热情 音乐节首场“嗨”翻天

让我们在音乐天空自由飞翔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闪烁的光柱，激情的节奏，热情的
高喊……12月21日下午，2019红珊
瑚国际音乐节在海口海马文化广场正
式开幕，11组音乐人热血开唱，“点
燃”全场。

朴树、天堂乐队、面孔乐队、
CMCB、夏日部落、王喂马、发条卡目
索、醒山乐队、4U乐队、贵族乐队、糖
衣娃娃，11组音乐人悉数亮相，歌迷们
都高举起手臂热情和声，现场虽有绵
绵细雨，却挡不住气氛一片火热沸腾。

不虚此行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

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晚上9时，当朴树的《那些花儿》旋
律响起，引来全场歌迷们挥舞着手中的
荧光棒，一同放声合唱。“她们都老了
吧，她们在哪里呀？”受到歌迷感染，朴
树脸上也露出了真诚而羞赧的笑容。

短短1个小时的表演结束，“朴树
别走”“安可”的喊声此起彼伏，歌迷们
挥舞双手，试图再多留朴树一会。“我
喜欢朴树好多年了。”为了抢占有利
位置，专门从福建赶来参加音乐节的
余亭亭和姐姐、朋友早早赶到现场。

“朴树的歌特别能打动人，今天的音乐
节氛围也特别好。”余亭亭竖起大拇
指：“不虚此行！”

“当太阳收起了温暖的光华，疲惫
的我想要休息一下……”舞台上，面孔

乐队热情饱满地演唱着代表作《梦》，
歌迷们齐齐用手做出摇滚的手势予以
回应。“终于等到‘面孔’了。”海南大学
国际旅游学院大二学生沈佳迪说，自
己最喜欢的乐队就是面孔乐队和发条
卡目索乐队，“当初听说海口要办红珊
瑚音乐节，我就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他
们一定要来啊’，没想到最后竟然真的
来了，特别满足！”

触及心底
来自内蒙古的王喂马乐队，风格

因被评价为“带着泥土般的质朴”而受
到许多歌迷的喜爱，此次音乐节，他们
也吸引了诸多歌迷到场，只为现场听
一听“触及心底的声音”。

当王喂马那首《永远的十八岁》的
第一声吉他响起，28岁的韦静安在台
下瞬间泪流满面：“这是我最喜欢的一
首歌，平时下班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
都会听，没想到能在海口听到现场演
绎，还离他们这么近。”韦静安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自己去年无意听到王喂
马的歌，一下子就被这首歌打动了。
韦静安害羞地擦去眼泪笑道：“可能是
18岁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听到这首歌
感触特别多。”

“无论你是谁，让自己醒着。”打
扮时尚的陈叮和朋友站在舞台最前
面，跟着CMCB的音乐激动地摇头晃
脑。“我很喜欢CMCB，因为他们向往
自由的歌词说出了我的心声。”陈叮
说，自己和朋友此行本打算去三亚旅

游度假，得知CMCB将亮相红珊瑚国
际音乐节，才临时改变计划一路赶到
海口。“希望我能像他们一样，不论碰
到什么样的困难和质疑，都能坚定地
做自己。”

以乐会友
“哈喽海口！我们是贵族乐队！”

摇滚乐队贵族一踏上舞台，便激起台
下歌迷的阵阵欢呼。来自海南政法职
业学院的大二学生汪瀚和海南师范大

学大四学生石媛、海南大学大四学生
华洲一起，跟着节奏肆意甩动着头发
和汗水。“我们都非常喜欢摇滚。”汪瀚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由于志同道合，自
己和石媛、华洲刚在音乐节上相识便
成了好朋友。“在今天的红珊瑚国际音
乐节上，我们又认识了一些爱好摇滚
的朋友。”石媛表示，音乐节是非常好
的机会，也希望更多人通过音乐节了
解摇滚、喜欢摇滚。

而来自甘肃的马思宇和来自新疆

的张博爱在海南拥有自己的乐队，工
作之余常常聚在一起创作。而在此次
音乐节上，一次听遍国内不同风格的
音乐让他们大呼过瘾，尤其是葡萄不
愤怒乐队的到来更让他们期待不已：

“作为音乐‘玩家’，我们特别希望海南
能够多办一些这样的音乐节。”张博爱
坦言，希望有朝一日，他们的乐队也能
登上音乐节舞台，与大家一起分享自
己的音乐。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

海口一批优秀职工
获赠音乐节门票
向劳动者表达关怀和尊敬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记者计思佳）12月
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2019红珊瑚国际音乐节
组委会获悉，组委会通过海口市总工会向该市一
批优秀职工赠送了音乐节门票，用实际行动表达
对一线优秀职工的关怀和尊敬。

“70后”的梁胜娟是海口的一名教师，一手
工整优美的板书让她在学校里十分有名，她还在
今年的海口市总工会“工会杯”粉笔字板书设计
大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12月18日，当
梁胜娟接到海口市总工会的电话，得知可以免费
获得红珊瑚国际音乐节门票后，她心里十分欣
喜。“感觉很温暖，在这个有点寒意的冬天，工会
能够时刻惦记着我们这些一线教师，让我们有家
一般的温暖。”

更让梁胜娟开心的是，她的偶像朴树也在
此次红珊瑚国际音乐节压轴献唱。“我从大学
就开始听朴树的歌，他的歌特别干净、纯粹，有
给人温暖的力量。”梁胜娟说，她还是第一次现
场听朴树唱歌，而他一口气 10首经典歌曲引
发了全场大合唱，场面非常感人。“感谢这次活
动，让一线职工能够在家门口免费体验优质的
文化活动。”

红珊瑚国际音乐节组委会负责人表示，获赠
免费门票的优秀职工，都是坚守在基层一线、对
海口市经济社会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个人。发
起此次活动也旨在让更多市民群众学习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唤起全社会对劳动者特
别是优秀劳动者的认同、尊敬，进一步树立全社
会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尊重劳动创造价值的
良好风尚。

2019红珊瑚国际音乐节
演出时间表

12月21日，2019海南红珊瑚国际音乐节现场，表演嘉宾和观众共同开启音乐狂欢。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12月21日，2019海南红珊瑚国际音乐节激情开唱,为201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带来欢乐气氛。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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