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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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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不是第一个来到权拥东村
的艺术家，“90后”王彬才是第一个。

2016年，毕业没多久的王彬为了
创作方便，在权拥东村老居民点低价
租了一栋老房子，开始了他的职业油
画师生活。“权拥东村安静且交通方
便，去海口国兴大道开车只用十分
钟。”王彬介绍，窗外是农田和鱼塘，
一年四季都有绿色，不需要挖空心思
寻找美景，“这里处处都是风景”。在
权拥东村一住4年，一切都很顺利，王
彬觉得自己根本离不开这里。

2019年12月，海口江东新区国际
文化交往组团控制性详规公布，权拥
东村处于该片区之内。根据规划，国
际文化交往组团重点布局外事服务、
文化艺术传媒、竞技衍生消费、互联网
及设计等产业功能。2020年初，王彬
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大学校友王凯，并
邀请王凯到村里来一起商谈，看看是
否可以一起为他们热爱的艺术做点
事，同时为江东新区文化建设出力。

“深圳大芬油画村之前同样也是一
个无人知晓的村庄，但通过发展油画产
业，已经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两
人在村中交谈一番之后，从事广告传媒
业多年的王凯觉得，如果借海南自贸港
建设东风，利用江东新区建设国际文化
交往组团各项政策，肯定能把权拥东村

打造成一个知名艺术村落。
王彬在国内油画界有一定知名

度，是海南省油画院副院长。和同行
们交流后，王彬发现很多油画家跟他
一样，都希望能找到一个既方便同行
交流又能安心创作的地方。通过调
查，他们发现目前海南还没有一个真
正的艺术家聚集村落。

一番商议之后，两人决定就在权
拥东村打造一个“画家村”，一边创作
一边创业，用艺术改造乡村。王凯和
王彬说干就干，还叫来同样是校友的
赵志飞等几名“90后”加入其中。几
名年轻人对标北京的“798艺术区”，
给村子取名为“898艺术村”。

海口美兰区灵山镇美庄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来到了村里后，打造艺术村
的事被正式提上了日程。“我们是带着
任务来的，江东新区的乡村振兴，必须
有特色，要给自贸港建设锦上添花才
行。”陈苏一发现，权拥东村底子好，没
有贫困户，文化底蕴深厚，村里的画家
还有建设艺术村的计划，生态振兴、文
化振兴是条好路子。

为了给发展文旅业态奠定基础，
美庄村党支部联合乡村振兴工作队
筹款30多万元完善基础设施，新建了
近200米长的村道，清理垃圾和杂草，
整治分散养殖的乱象。村庄干净整

洁，交通更加便利。在村党支部和乡
村振兴工作队的支持下，艺术家们陆
续租下权拥东村老村的民居，将单调
的民居改造成为特色艺术馆，举办精
彩的艺术展览，展示推介优秀的艺术
作品；同时将工作室导入村里，形成
创作展示艺术聚集区，打造艺术乡村
品牌，经过半年多的持续改造提升，
898艺术村目前已对外开放。

入驻艺术村的画家们，利用专业
优势，自发成立文艺志愿服务队，他们
深入村里的小巷，因地制宜进行墙绘，
将海南的热带风光画在村里，三角梅、
热带植物、海洋生物等丰富多彩的画
面栩栩如生，成为艺术村的一道靓丽
风景线。“整个村子，内外都透着艺术
范。”王照胜笑着说，村中闲置多年的
房子很快被租出去了，如今村中到处
是各类书画作品，原本“土里土气”的
小村庄变得高大上了，村民满是自豪。

“艺术村占地将近100亩，我们租
下了29套民居，近100间房，有20多
位画家入驻，现在还不时有画家过来
洽谈合作。”王凯帮村民算了一笔账，
每租下一套民居，就意味着一户人家
每年可以多上万元的收入；画家打造
工作室，优先聘用村民装修；美景上
墙，村子的颜值火爆“出圈”，未来村
民或许还能吃上旅游饭。

63岁的王和炯怎么
也没想到，他那闲置了多
年的老房子，突然就变成
了网红打卡地，老房子外
墙上的画吸引不少人前来
打卡拍照，村里的陌生面
孔越来越多。而他生活了
几十年的权拥东村，如今有
了新名字——898艺术村。

王和炯家墙上的画
出自画家赵志飞之手。
赵志飞为什么会来村里
画画?这和海口市美兰区
通过发展特色文旅产业
推动乡村振兴、助力江东
新区打造高品质文化产
业、优化营商环境的发展
思路分不开。

“灵山仲恺村、演丰瑶
城村、演丰芳园村、大致坡
美贴村等美丽乡村建设，
都非常注重文化产业建
设。”898艺术村项目负责
人王凯认为，未来江东新
区将迎来大量国内外知名
企业，随之而来的高端人
才对文化供给会有着很高
要求。顺着这一思路，他
连slogan（标语）都想好
了：北有798，南有898。
灵感来自海南的区号——
0898，对标北京 798 艺
术区，必能获得一片广阔
市场。

一年前，海口江东新
区白驹大道旁的权拥东
村只是一个普通的自然
村，很少人知晓。如今，
车过白驹大道，人们总会
好奇地朝着这个村民房
屋上画满了墙画的村庄
望去，甚至有时候想下车
去一探究竟，因为它实在
太“扎眼”。

898 艺 术 村 始 于
2020 年 5月，目前已有
20多名省内外的绘画艺
术家在此“安家”，如今这
个小村庄处处都散发着
浓浓的书画墨香，内外都
透着文艺范。在络绎不
绝的访客中，除了好奇的
网络拍客和市民，不乏艺
术大师。

898艺术村:

美景上墙，村子颜值火爆“出圈”
“变身”后的权拥东村更接地气更有野趣

海口江东的小798
生长
从留下来开始

1月26日上午，在紧挨着898艺术
村2号展馆的一栋居民楼4楼里，海南
省油画院院长黄信驹正在工作室内和
一名书法爱好者潜心创作。这栋居民
楼外，王彬则和几名已经进驻898艺术
村的书画家坐在遮阳伞下喝茶聊天。

“有创作冲动的时候，我们这帮书
画家就躲在工作室内不出来，累了就找
同行喝茶聊天。”进驻898艺术村半年
多，黄信驹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村子里度
过，和其他书画家一样，他感觉找到了
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

经过半年多的建设，如今898艺术
村已经拥有了3个书画作品展馆，并迎
来了包括黄信驹、中国水墨画院专业画
家王良、海南省油画学会常务副主席周
铁利在内20多名书画家进驻。为了进
一步扩大知名度，王凯和他的团队在海
口市及美兰区政府的协助下，几乎每一
个月都要在村里举办一次书画展，目的
是吸引更多画家和市民前来。

“我们能够得到快速发展，除了得
到政府的帮助，离不开一批老艺术家们
的支持。”王凯称，一些老艺术家到访
898艺术村之后，看到村中浓厚的创作
艺术氛围，很快就决定在村里开设工作
室。而黄信驹等最早在村里开设工作
室的老艺术家们，除了对王彬、赵志飞
等年轻油画师在业务上给予指导外，还
经常帮助王凯邀请其他老艺术家进驻。

“在老艺术家的带动下，我们才迎
来一批又一批书画家的进驻。”王凯称，
898艺术村的目标是吸引至少100名
省内外书画家常驻，每年举办数十场国
内有影响力的书画展。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11个重点园
区之一，江东新区未来将迎来大量的头
部企业、龙头企业、国际企业、世界500
强企业的进驻。898艺术村的建设，将
能极大满足企业人才的文化需求。处
于江东新区国际文化组团区域的898
艺术村，未来将助力江东新区打造成充
满文化活力的自贸港样板园区。

为了接纳更多书画家的到来，在权
拥东村村民和美庄村委会支持下，权拥
东村新居民点89栋居民楼一二楼正在
腾空，准备全部租给898艺术村管理
方。“我们闲置的房子都能租给他们。”
村干部代表村民表了态，全力支持王
凯、王彬这群年轻人建设艺术村。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A 改变 从一幅画开始

权拥东村位于海口美兰区灵山
镇美庄村，不远处的琼州大桥飞架南
渡江两岸，白驹大道贯通东西。望望
周边，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江东新区
建设正“火力全开”。而村里，却是一
派田园风光，颇有野趣。

时间回到2020年5月，当时白驹
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工程还在建设
中，道路旁的权拥东村一如既往的平
静，但是王和炯却遇到了件不可思议
的事情——他家那栋紧挨着马路的
闲置老房子被一个年轻人以 1.2 万
元/年的租金租下。这栋老房子包括
客厅一共有3间房，面积大约90平方
米，是王和炯年轻的时候盖的，已闲
置七八年了，用于堆放杂物。

“租金不低，我抓紧时间把房子清
理一遍。”王和炯担心年轻人“反悔”，
得想办法让他尽快住进来。签下租赁

协议后，年轻人很快找来了工人，将所
有外墙都刷白。两个月后，毕业于海
南师范大学绘画专业的画家赵志飞带
着一名助手来到村里。仔细构图后，
赵志飞在老房子的墙壁上进行创作。

不久后，王和炯惊喜地发现，一
只可爱俏皮的松鼠跃然在他家老房
子的墙上，松鼠怀抱一根金黄的玉
米，吃着香极了，画面栩栩如生，就连
毛发也清晰可见，仿佛它就长在村
里。满墙彩绘让他家的老房子重新
焕发了生命力，村民有事没事总爱到
老房子附近溜达。随后，附近20多栋
老旧闲置房屋陆陆续续被刷白，也很
快被赵志飞和助手们画上了画。

“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
通车，这条新干道让沿线村庄权拥东
村交通条件大为改善，江东新区的建
设，为村子发展带来机遇。”权拥东村

村民小组组长王照胜介绍，尽管这些
房子都紧挨着白驹大道，但是处于权
拥东村老居民点，基本上是被闲置
的，外墙画上彩绘的老房子也陆陆续
续被人租了下来，并将内部改造一
新，有的墙壁上挂满了油画作品，有
的则被一些油画艺术家改造成了工
作室。有村民记得，从2020年9月开
始，村里除了经常有网络拍客和市民
光顾，省内外知名画家也成了村里常
客。除了看村中展厅的画展，不少画
家走到村民家中，跟村民商讨租房开
工作室事宜。

“用艺术推动乡村振兴，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特色发展优势。”江东新
区灵山镇美庄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陈苏一表示，村里牵手艺术家，盘
活闲置民居，探索出了一种乡村振兴
的新模式。

B 探索 从一个年轻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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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898艺术村

898艺术村一角。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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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处处都散发着书画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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