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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习
霁鸿）1月12日上午，海南岛春季国
际艺术展系列美术展之“山川魂魄
——中国南方油画山水研究展”海南
巡展在省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共
展出90余位国内著名油画家的100
余幅作品，展出至2月23日。

“山川魂魄——中国南方油画山
水研究展”是一项全国性的探寻南方
山水的研究展。目的是共同推动南
方油画山水的深入研究和发展。展
览展出中国各地优秀的南方籍油画
家作品和北方地区油画家表现南方
题材的优秀作品，涵盖了颜文樑、吴

大羽、刘海粟、吴冠中、詹建俊、靳尚
谊、许江、徐里、闻立鹏、钟涵、张祖
英、闫平等一批中国油画大师级画家
的代表性作品。

据海口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王锐介
绍，2013年以来，一批来自外省市的
著名画家在海口参加观澜湖艺术写生
计划的活动中，由于共同的艺术追求
走在一起，组成南方油画山水研究的
群体。这批艺术家在表现中国精神、
南方气质的理念上形成共识，以潜心
探索具有南方特色和艺术水准的中国
油画艺术作为自己不懈追求的目标。

中国南方油画山水画派研究院院

长陈和西表示，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
世界油画格局中，南方油画山水画派
既借鉴西方油画的技法，又融合中国
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致，以油画山水呈
现艺术的时代风貌和民族文化精神。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著名评论
家张晓凌认为，无论从文化策略上看，
还是从美学理想上估价，“南方油画山
水”都是一个绝妙的理念设计：它既以

“南方+油画+山水”的模式激活了艺
术家的创造性冲动，又以本土文化的
价值诉求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意识。

海南省文联作协党组书记、省文
联主席夏斐认为，该项展览作为海南

岛春季国际艺术展系列美术展的一部
分，不仅对提高海南画家的学术水平、
扩大海南艺术家的视野大有裨益，也
让广大民众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祖国
山河的壮美，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坚
定海南人民建设自贸港的信心。

展览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
导，中国油画学会、海南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湖
南师大中国南方油画山水画派研究
院主办，海南省南方美术研究院、海
口市文联承办，海南省博物馆、海口
市美术家协会、无锡凤凰画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协办。

“山川魂魄——中国南方油画山水研究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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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五指山1月12日电（记者
谢凯）以“海南春早时 红茗当鲜知”为
主题的2022海南岛（五指山）早春茶
开采季启动仪式将于1月15日至16
日在五指山市水满乡举行。

五指山被誉为“江河之源，盛产茶
叶之地”，所产红茶以其“琥珀汤、奶蜜
香”的汤色特征蜚声国内外。在2015
年，五指山红茶就被认定为“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产品”。同时，海南早春茶
比内地产茶区早上市3个月左右，春
节前后便可喝到当年新茶，这是国内
其他茶区不具备的区域特征和生态优
势，因此，五指山清明前出产的茶叶素
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美誉。

本次启动仪式上，将举办春茶采
摘仪式、春茶取水仪式、冲泡仪式、主
题茶事品茗会、“雨林之礼”春茶产品
发布会、红茶品牌推介会、斗茶擂台
赛、生态茶产品展示等系列活动。

活动还将设置海南生态茶产品直
播区，利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的全媒体资源，组织网
络主播直播带货，宣传推介五指山生
态好茶。

“嘉宾、市民游客、媒体记者届时
可进入五指山市内各茶园，体验采
茶、品茶、购茶之乐趣。”活动主办方
介绍，本次早春茶开采季活动将以茶
为媒，充分展示海南早春茶的天然优
势，同时作为一次茶旅文化推广活
动，将帮助塑造五指山茶旅融合的品
牌新形象。

针对此次活动，“华夏风物”网络
平台将在海南版块推广五指山红叶、
红茶等“五指红”系列资源和产品，将
五指山红叶纳入全国十佳赏红叶线路
和全国赏红叶地图之中，向岛内外进
行推介。

值得一提的是，2022海南岛（五
指山）早春茶开采季活动还将设置分
会场，将在三亚国际免税城二期和三
亚海旅免税城举行五指山早春茶品牌
推介会，宣介五指山红茶。

本次活动由五指山市政府、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
团）主办，五指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我省将打造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日前，省知识产权局印
发《海南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管理办
法（试行）》，强化地理标志保护，深化地理标志管
理改革。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是指以国家知识
产权局认定的地理标志为对象，在省内具有较大
产业规模、较显著社会经济效益、较高保护水
平，制度健全、机制完善、管理规范，产品特色鲜
明、知名度高，对全省地理标志保护起示范、引
领、推广作用的保护地域。示范区仅示范一个地
理标志保护。

示范区要在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地理
标志中遴选典型代表，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制度
机制建设，提升地理标志保护能力，形成特色鲜
明的地理标志保护体系。原则上以地理标志保
护地域所在行政区划为单位，在市县政府领导
下，统筹地理标志保护工作。要树立省级地理
标志保护示范精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保护
经验。

文件列明了示范区申报的相关条件，其中包
括“具有产业优势”，要求所示范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使用者数量达区域内相关产业生产市场主体总
数的50%以上，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市场主体
产值达区域内相关产业产值的50%以上。

我省进一步推进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生董雅婷）近日，
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
确推进多行业试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扩大试点
范围。

《通知》要求，逐步扩大其他环境风险企业
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结合我省生态环境污
染风险企业的实际，开展天然橡胶加工、生猪养
殖、生活垃圾焚烧、经营液体化工码头、油气码
头、制药等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调查
研究，逐步扩大我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企
业范围。

要做实试点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首
批确定环境污染排放量大、环境风险隐患较大、生
产规模较大的石化及造纸行业作为环境污染责任
保险试点行业，应当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做到
全覆盖。

此外，根据《通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经营机
构要进一步完善环境污染事故防控、保险事故赔
偿的工作机制，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风险管理处
置。根据我省环境高风险领域企业的特点和风险
保障需求，逐步优化完善保险条款，提升保障力
度。完善环境风险等级评估、损害鉴定评估流程
及标准，提升承保、理赔服务质效。

我省新添一批国家级
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单位

本报讯（记者孙慧）近日，中国林业产业联合
会公布2021年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单位认
定结果。我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入选国家级全
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市县名单，昌江黎族自治县
燕窝山森林康养基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神玉
岛森林康养基地入选国家级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
设乡（镇）名单。

据统计，海南全省森林总面积3296.44万亩，
全省森林蓄积量16112.88万立方米。我省发展
森林康养产业，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尤其是
我省的中部市县，森林资源丰富，温泉泉质等级多
样、水量丰富，南药资源丰富，适合发展森林康养
产业。

发展森林康养产业，是促进林业生态与大健
康产业融合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省将积极发展涉
及森林康养环境培育、森林养生、康复、健身、休
闲、森林旅游等新业态。

去年全省出入境货机
600余架次
同比增长22倍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朱晨鹏 韦革毅）
去年全省出入境货机600余架次、同比增长22
倍，出入境船舶4950余艘次、同比增长4%。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从1月11日召开的海口出入境
边防检查总站总结表彰大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在过去一年，该总站探索推进出入
境人员离岛管控联勤协作机制，持续向全省9个
离岛执勤点派驻警力。该站积极融合、主动服务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立实体化运作的服务自
贸港建设办公室，深入调研、主动作为，衔接参
与社会综合治理、口岸风险防控、优化营商环境
等13个领域21个工作专班，受领推进具体任务
50余项。

据了解，该总站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探索
琼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模式，简化船舶手续办理
等，减轻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运营效能，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秀英、三亚边检站为鱼苗企
业出口创汇排忧解难、提供便利，确保了价值1.1
亿多元鱼苗的顺利出口。洋浦边检站简化保税燃
油加注船舶手续，为服务对象节省通关成本近
2000万元。

据统计，在跨境客运飞机航班停航的情况下，
去年共检查出入境人员82680余人次、交通运输
工具5590余架（艘）次。海南（五指山）早春茶

开采季活动1月15日启动

海南春早时
红茗当鲜知

■ 本报记者 赵优 昂颖

1月12日晚，大型交响音画《南
海赋》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倾情上演。

“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的辽阔浩瀚、
海南先民耕海牧渔的澎湃故事、海上
丝绸之路的交流互鉴、直挂云帆启航
新时代的蓬勃朝气，都在交响乐与演
唱、朗诵、合唱的彼此烘托中传递给
广大观众，为乐迷们带来新式创作的
艺术成果。

对于国家一级编导邢时苗来说，
这也是他对南海故事的崭新呈现。

6年前，由邢时苗导演的大型原
创民族歌剧《南海哩哩美》在海南上

演，这部历时4年创作完成的歌剧还
获得海南省专业艺术最高政府奖“海
南省文华奖”。

2020年，应海南本土创作者的
再次邀请，邢时苗又挑起了《南海赋》
总导演的担子。这也源于邢时苗对
海南的深厚感情。

“虽然没有生于斯长于斯，但我
的爷爷、父亲等都来自海南乐东，所
以我对海南充满热爱。”邢时苗说。
海南本土创作者渔夫的编剧撰词，
从“浩、美、奇、古、壮、伟、盛、和”八
个角度讴歌南海，也让他感受到了
创作者对于故乡、对于南海的深沉
情感。

接到文本后，难题也来了。《南海
赋》讲究文采、韵律，但用何种艺术形
式来更好地呈现其长远、辽阔的意
味？在临高、儋州、琼海等地采风后，
邢时苗决定选用交响音画来表达。

大型原创民族歌剧《南海哩哩
美》的原班人马再次集结。在邢时苗
看来，这部大型交响音画凝聚了国内
顶尖编创团队的力量——作曲杜鸣
是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文工团一
级作曲、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执行导演则由国家一级演员、中国舞
蹈家协会会员王迪担纲；著名朗诵艺
术家徐涛的作品涵盖影视剧、译制
片、专题片、有声小说等领域，并在各

类国家大型演出中担任朗诵及主持
工作；男高音王宏伟更是被全国观众
所熟悉，多年前的一曲《西部放歌》唱
红了大江南北；女高音陈笠笠是非常
优秀的青年歌唱家，曾荣获中国舞台
艺 术 表 演 的 最 高 奖“ 文 华 表 演
奖”……

“我们想忠实地把《南海赋》的魂
告诉大家，这是对土地、对海洋、对周
遭的爱。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尽可能
地用可视化的舞台手段，让高雅的音
乐作品更加贴近群众。”邢时苗说，在
音乐中，“哩哩美”仍然是主角，交响
乐这样的呈现形式能够带给海南观
众不一样的体验，椰胡、螺号的加入

则更加具有海南本土特色。舞台背
后以及两侧的屏幕则以多媒体展示
增加表演的信息量，以丰富交响音画
的历史厚度。

受疫情影响，编创及排练时间
紧、任务重。邢时苗说，这部大型交
响音画还没有达到他的理想状态，只
能算是1.0版本，希望观众们能多提
宝贵意见，以帮助进一步完善。

“从民族歌剧到交响音画，变中
也有不变。‘南海三部曲’将是一个有
递进的多样性尝试，但‘以不同门类
的艺术歌颂我们的祖宗海’的宗旨始
终不变。”邢时苗这样总结。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

大型交响音画《南海赋》总导演邢时苗：

奏响捍卫祖宗海的壮美乐章

■ 本报记者 昂颖 赵优

“浩浩南海，承接沧溟。碧海蓝
天，星辰曜丽水金沙；物华天宝，日月
照苍海之光；岛礁洲渚，四海皆星罗
棋布……”1月12日晚，大型交响音
画《南海赋》在海口首演。当洪亮的
歌声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响起，现场观
众仿佛置身于广阔无垠的南海，眼望
波光粼粼、岛屿罗列，耳听海风猎猎、
波涛轰鸣。

《南海赋》交响音画由国内顶级
团队打造，主创人员包括著名编导邢
时苗、作曲家杜鸣，著名歌唱家王宏
伟、陈笠笠、贾双辉、曹健等，用艺术
形式展现了海洋文化的巨大魅力，讲
述了南海渔民世世代代耕耘祖宗海
的历史，凸显了“南海是我们世世代
代的祖宗海”的主旨。

用艺术将南海之声传递
给观众

灯光与影像的绚丽交错间，乐曲

时而悠扬高亢，时而柔美舒缓，让现
场观众凝神屏息，沉浸其中。“《南海
赋》打破了传统音乐会形式单一的局
限，借用多媒体效果将音乐和画面结
合在一起，既有交响合唱，同时也通
过历史纵贯线描述了中国南海的风
云岁月，是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曾在《南海赋》的姊妹篇《南海哩哩美》
中饰演青年船长阿雷的王宏伟，此次
再度饰演了阿雷这一角色。他表示，
《南海赋》的珍贵之处在于，通过祖祖
辈辈在南海生活的渔民展开，让国家
的“大家”与个人的“小家”在舞台上收
缩自如、相得益彰，体现了“南海题材”
的现实意义。

“山川异域，四海同风，一衣带
水，五洲同襟。春花秋月，沧海地脉，
五洲宾朋，泛四海之舟……”演出现
场，饰演南海渔家姑娘的陈笠笠一展
歌喉，唱出了中华好儿女守护南海的
爱国热情和坚定决心。陈笠笠表示，
在音乐上，《南海赋》将海南非遗民歌

“哩哩美”运用到音乐中，磅礴大气的
男声与亲切柔美的女声交错呈现，可

听性十足。“希望这场高水平的演出
将《南海赋》对南海的崇敬和热爱传
递到观众心中，给大家带来感悟和启
迪。”

《南海赋》的乐章之间节奏风格
各有特色，如何才能让《南海赋》在具
备音乐性的同时，体现出民族特色和
恢宏气势？这让杜鸣在作曲时颇费
了一番心思。他认为，只有“赋”这种
大气磅礴的文体形式，才能更深层次
地剖析南海故事。在创作中，《南海
赋》的音乐秉承了传承和创新的理
念，采用交响艺术的形式将“哩哩美”
渔歌古朴真诚、柔美抒情的旋律展现
出来，既保持了主线旋律优美，也融
入了交响乐的多线条演奏，营造出更
丰满的音乐表达，让观众感受到中西
方音乐文化交融之美。

“《南海赋》恢宏的气势、流彩的
灯光和震撼的音乐令我着迷。其中，
8个乐章既各具特色又浑然一体，给
了我丰富的艺术体验。”“90后”乐迷
苏佳丽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舞台艺术，
她表示，交响音画凸显了海南地域特

色，质朴感人，既让人真切感受到那
段历史，也烘托出浓厚的艺术氛围。

“融合”让民族音乐更具
生命力

蓝色灯光将观众带入蔚蓝的海
洋，红色灯光瞬时点燃了观众的爱
国热情……《南海赋》注重用“光
语”这一灯光艺术传递情感，让观
众的心绪随着灯光的变化而起伏，
使舞台美术效果整体上更贴近角
色的情感表达。同时，在巨大的显
示屏中，不同版本的更路簿、珍贵
的海底出土文物等浓缩了南海千
年历史的元素也一一亮相，丰富了
交响音画的历史厚度。此外，树上
的椰子、海边的海螺也化身为演奏
的乐器。低沉而悠扬的椰胡声，飘
逸着古典韵味；吹响的海螺号角，
展现了渔民踏波搏浪、耕海牧渔，
这种独特的音色极具地方风格，让
椰风海韵的味道更足。

“这次我带来了珠影乐团的整个

团队参与演出。可以说，这是一部汇
聚了广东、海南文艺界中坚力量的文
艺作品。”广东珠影乐团常务副团长、
《南海赋》监制宋雪莱，曾在《南海哩哩
美》中饰演角色。虽然此次没参演
《南海赋》，但从剧目的筹备到正式开
演，他都付出了很多心血。“在表达‘南
海’主题的创作上，广东、海南拥有天
然的优势。”宋雪莱表示，“南海是全国
人民的南海，广东、海南文艺界希望
通过这部剧，让观众认识祖宗海，进
而守护祖宗海。”

“《南海赋》将优美的音乐、动人
的唱腔、南海独特风情、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等要素融会贯通，展现出了丰富的艺
术美、人文美，非常有感染力。”海航集
团职工孟娟直到谢幕仍舍不得离开，

“特别好，非常生动，我真切感受到了
扑面而来的南海气息。这种音画结
合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引领观众直观
地理解音乐所蕴含的情感，感悟到守
好祖宗海的非凡意义。”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

大型交响音画《南海赋》在海口首演

谱写赤子情 赋唱祖宗海

关注2022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