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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4日，2020博鳌国际文创论
坛暨首届文创周在博鳌开幕。为期一周
的博鳌文创周除了举办以“共振重启”为
主题的博鳌国际文创论坛（行业峰会）
外，还联合“海的故事”在博鳌海街发起

“集市行乐”海街文创节，集结全球优质
文旅业态内容，打造琼海文旅生态样板。

夜游灯光节、街画艺术节、海滩放映
会、海边读书会、净滩行动、AIM10年展览
……海街文创节的系列创意活动都是倾情
为年轻人打造的，期待其成为比肩威尼斯
双年展、乌镇戏剧节的国际化节市IP。

文创，时下正为年轻人所热衷。
11 月 19 日至 24 日，作为 2020 年

（第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17
项主要活动之一的2020年TGC腾讯数
字文创节将在海口市万绿园举办。今年
的TGC腾讯数字文创节提倡“数字让文
化更有趣”，由“数字文化市集”“电竞潮
流场”“明日博物馆&游戏Spark馆”三大
主题版块组成，现场将汇集腾讯旗下游
戏、电竞、动漫等多领域30余款精品IP，
为年轻一族提供数字文创融入海岛风情
的奇妙体验。

作为文创节的主要展示场景，“数字
文化市集”今年会再次增加参展IP，总计
将有13款跨品类IP主题展馆，其中包括
《王者荣耀》峡谷开放日·筑梦、《和平精
英》精英冒险俱乐部等不同主题展馆。
在电竞潮流场，“国风之夜”“电竞之夜”

“王者之夜”等主题活动将涵盖电竞水友
赛、国风歌舞秀、露天影院等丰富的主题
内容。数字幻影的“明日博物馆”则带来
一场“云游敦煌”的沉浸体验，让人们在
观看现代舞的同时感受全息投影演绎的
棋类文化与现代科学。

11月22日-24日，第三届中国-东
盟大学生文化周也将如期开幕。据介
绍，文化周两大主要活动为“大学生短片
大赛”和“大学生文艺展演”，将以大学生
群体喜闻乐见的视频短片及文艺演出的
形式，激发大学生群体的参与积极性。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创意短片这
种新兴的影像载体，有助于为海南电影
与文化产业孵化新人，促进中国大学生
与东盟国家大学生的文化交流往来。

1.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式暨欢乐
主题晚会

时间：11月20日20：00-22：00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东方环球大剧院

2.“欢乐海南”大型旅游推介会
时间：11月20日17：30-19：40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多功能厅

3.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海南国际旅游
美食博览会、海南国际旅游装备博览会开馆仪式

时间：11月20日09：00-09：20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迎宾大厅

4.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
时间：11月19日-22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5.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暨2020年
中国旅游美食大赛

时间：11月19日-22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4、6号馆（博览会、大赛）、海

南亚特（国际）会议中心

一楼海南厅（论坛）

6.海南国际旅
游装备博览会

时间：11 月

20日-22日

地点：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

7. 欢乐周系
列文化艺术活动

时间：11 月 20

日-12月6日

地点：海口市、陵水

黎族自治县

8.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
时间：11月19日-24日

地点：海口骑楼老街、海南省博物馆

9.BMW越山向海人车接力海南年终巅峰赛
时间：12月12日00：00-24：00

地点：三亚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陵水

黎族自治县

10.博鳌旅游传播论坛
时间：11月21日-22日

地点：琼海市博鳌亚洲湾国际会议中心、

博鳌凤凰乡村振兴交流中心

博鳌国际文创论坛暨首届文创周
时间：11月14日-20日

地点：琼海市博鳌镇

11.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
时间：10月1日-2021年1月3日

地点：东西南北六个环岛滨海市县（东-万

宁，西-昌江，南-三亚、陵水，北-海口、文昌）

12.腾讯数字文创节（TGC）
时间：11月19日-24日

地点：海口市万绿园

13.“育新机·开新局·扬国漫”——2020
中国动漫产业年会

时间：11月24日

地点：海口市希尔顿酒店会议中心

14.第三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
时间：11月22日-24日

地点：海口市

15.海南旅游美食购物嘉年华
时间：9月8日-12月31日

地点：全省各市县

16.海南国际啤酒节
时间：12月24日-2021年1月2日

地点：三亚市鸿洲国际游艇码头

17.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闭幕式
时间：12月31日

地点：三亚市（暂定） (赵辑）

据省旅文厅副厅长刘成介绍，突出艺
术特色及海南本土民俗文化是本届欢乐
节的一大亮点。本届欢乐节将延续备受
游客百姓喜爱的海南文化特色，鼓励和支
持各市县积极举办彰显地方特色文化的
节庆活动。

作为本届欢乐节17项主体活动之一
的艺术演艺周活动，备受市民游客期
待。今年，市民游客在艺术演艺周期间
可欣赏到《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话
剧《雷雨》《雷雨后》《奶酪的诱惑》《余生
请多指教》《革命之路》《恋爱的犀牛》《断
金》等演出。

《雷雨》堪称中国现代话剧经典，今
年，这部话剧又被央华戏剧作为年度大
作进行又一次演绎，由法国著名戏剧导
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执导，并邀请到刘

恺威、何赛飞、史可、孔维、吕星辰等明星
出演。

2020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将于11
月19日晚在海口骑楼老街举行开幕式，
沉浸式数字光影——黎锦文化幻境秀、

“大美黎锦”服饰表演秀、锦绣世界艺术展
等多项活动将集中上演，让丰富多彩的锦
绣文化与骑楼老街独特的文化韵味交相
辉映。“锦绣世界”艺术展以黎锦为核心，
汇集海南黎锦、南京云锦、贵州苗绣、贵州
马尾绣、苏州刺绣、南京缂丝等国内地方
知名锦绣。市民游客不仅可以看到海南9
个民族市县的黎锦文化，还能欣赏到首届
海南黎锦及纹样服饰创新设计征
集遴选活动的创意作品，了
解当下年轻人对传统文
化的全新诠释创意。

本届欢乐节中，文化、旅游、体育活动
的深度融合愈发明显。

2020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将在欢乐
节期间继续开展，在万宁、昌江、陵水、文昌
和三亚等多个滨海市县分别推出系列沙滩
题材体育赛事活动。其中，万宁站围绕打
造最极限的沙滩，推出2020万宁沙滩极限
运动大会主题活动，如万宁南海勇士沙滩
障碍赛、万宁沙滩攀岩体验和万宁冲浪训
练营等系列活动。陵水站将围绕打造最悦
跑的沙滩，于12月5日—6日在清水湾推
出2020陵水沙滩企鹅跑主题活动，包括鲸
奇世界—波波星球亲子乐园、小企鹅环保
竞技场和陵水沙滩企鹅跑等系列活动。

沙滩运动多，雨林同样精彩。作为
202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17项主要
活动之一，“向海之旅”2020BMW越山向
海人车接力海南年终巅峰赛将于12月12

日启程。
作 为 一

项国际赛事，
BMW越山向
海人车接力中
国赛已经成为
全球具有影响力
的全地形、全体验的
长距离跑步接力赛
事。2019年，这项赛事首
次抵达拥有中国最美海岸线的
海南。今年的赛事依然是以5人1车团队
之力，从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出发，赛
道贯穿海南独特的热带雨林、少数民族聚
居山地，选手们经昼夜奔跑，最终到达亚
龙湾中心广场。全长163.8公里的赛道将
展示海南绿色雨林、蓝色滨海之美和海南
体育旅游的独特魅力。

“锦尚添花”古典民族音乐会、“中国
风”海南民歌再创作展演专场音乐会、丝
路中国魅力海南群星音乐汇、“海南欢乐
夜”旅游文化音乐集市、2020海南草莓音
乐节……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本届欢乐
节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绝对不容错过。

11月21日至22日，国际钢琴艺术家
吴牧野将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为观众奉上
古典音乐盛宴。本次钢琴独奏音乐会，吴
牧野将演奏肖邦创作的十九首圆舞曲全
集，更有返场曲目李斯特《钟》、肖邦《英

雄波兰舞曲》及吴牧野全新改编的
《我的祖国》《万泉河》等经典曲

目。届时，现场观众不仅能感受
到吴牧野先生卓尔不凡的钢

琴技艺，还能够体验到主
办方精心设置的舞美

与光景艺术。
海 南 元 素
的中国民乐

艺术再

创作音乐会——“中国风·海南民歌名曲”
将于11月25日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
本次音乐会首次将中国民族乐器与海南名
曲相结合，精选海南特色民歌名曲，将其与
中国民乐特点结合进行再次创编。届时，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与海南童声合
唱团将共同合作演绎《久久不见久久见》
《美丽的三亚》《万泉河水》等海南歌曲。

今年首次落户陵水的2020海南草莓
音乐节将草莓舞台、爱舞台、MSE电音舞
台和YOUNBLOOD新血计划·嗨岛舞台
全面升级，共有四十余组备受期待的音乐
人参演。目前已经发布的明星阵容，包括
痛仰、重塑雕像的权利、大波浪、新裤子、
五条人、满舒克、福禄寿、吉克隽逸、Lima
等乐队、音乐人和DJ。

今年海南草莓音乐节还将融合椰岛
本土特色，为大家呈现丰富的海南草莓音
乐节周边活动。音乐节当天，清水湾海岸
线上空也将有百架无人机进行精彩表演，
为大家呈现别样的沙滩派对。

话剧、光影秀、艺术展，精彩纷呈

跑步、攀岩、冲浪，动感无限

古典、民乐、音乐节，畅听嗨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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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节 项
主要活动

一年一度的海岛欢
乐盛宴即将拉开帷
幕。11月20日，2020
年（第二十一届）海南
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
在海口正式开幕。本
届欢乐节主会场定于
海口，分会场有三
亚、儋州、琼海、万
宁、陵水等市县，在
为期一个多月的全
域旅游欢乐主题
月活动期间，全省
各市县将推出
170余项精彩活
动，为市民游客
带来丰盛的欢
乐大餐。

本期《旅
游周刊》特别
呈上欢乐节
期间的各类
精彩活动，
让我们先
一睹为快
吧！

万宁冲浪训练营等活
动，欢乐节期间将精彩启
幕。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往年欢乐节热闹纷繁。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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