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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1月22日至2月28日，“围屋之变——关于中国传
统移民建筑的对话”当代艺术展在深圳展出，这是以江
西龙南传统客家围屋为创作主题，即将于今年5月参加
第17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前，首次在国内亮相。 在展
会现场，历时一年精心打造的《抱团取暖》《鱼与渔》《洞
见》《龙南回声》等11件参展的装置作品甫一亮相，就引
来了众多参观者的啧啧称奇与连声惊叹。展会还通过
直播的方式首次向世界展示参展作品。

记者从展会上获悉：11件参展作品即将启运威尼
斯，将于2021年5月23日至11月21日在意大利威尼斯
参加第17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围屋之变”的创作缘起于2019年，因高度契合第
17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题——“我们将如何共同生
活？”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该展，又因2020年的
新冠疫情，改期于今年5月份重磅亮相威尼斯。

客家围屋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本次威尼
斯双年展的筹备过程中，各位艺术家以龙南传统客家
围屋为创作主体，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创作，形成“围屋
之变——关于中国传统移民建筑的对话”当代艺术展
作品，将传统的客家建筑文化与当代艺术相融合，重新
探索打造艺术精品，提高客家文化的精神高度，激发客
家文化的新活力。

本项活动最具亮点的是：龙南市将于2023年举办
极负盛名的世界客属第32届恳亲大会。在此之前，龙
南市将建设“第十七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专题展馆”，
将艺术家辛勤创作参加国际展事、享誉世界的“围屋之
变”参展艺术作品永久展示在龙南，与历史悠久的客家
围屋共生共存。

本次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策展人、四川美院教授王
林告诉记者，此次以龙南传统客家围屋为创作母题的
当代艺术展有三大亮点：

展览级别高。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是国际最负盛
名的当代艺术作品展会。这次参展是由组委会组织
专家评审委员会，从全世界的申请材料中精选出最具
特色及文化深度的创作计划。中国艺术家以龙南客
家围屋建筑以及由此形成的聚居生活方式作为背景
提交的参展方案，高度契合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展
览主题：“我们将如何共同生活？”因此从全世界众多
申报材料中崭露头角入选该展，并计划今年5月下旬
与全世界86个参展国集体亮相意大利威尼斯，进行为
期半年的展览。

创作班底强。四川美院教授、西安美院客座教授、
博士生导师、著名批评家王林，威尼斯大学博士生导师
Angelo Maggi教授为本次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策展人。
深圳大学教授、著名艺术家应天齐为本次威尼斯建筑
双年展艺术总监，另外还邀请了何多苓、傅中望、焦兴
涛、师进滇、顾雄等十余位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和专家、
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建筑学家围绕客家围屋建筑为母
题，创作作品参加展览并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为了迎
接这次艺术展，这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艺术
家及文化学者，于2020年1月12日至14日齐聚龙南考
察客家围屋建筑群并进行主题研讨，并于2020年8月
18 日在深圳举行了“围屋之变：各自为艺•共同生活
——参展艺术家联合个展”。

客家文化元素多。本次艺术展以中国龙南著名客
家围屋先民聚族而居的传统生活方式作为背景，通过
艺术家对中国历史遗存中的客家建筑营造、社区介入、
空间重组及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发掘，进行创造性发挥，
呼应本届建筑双年展的主题，寻找族群共同生活转换
成为当代不同文化群体中人与人相互沟通的可能性，
让当地性的传统习俗与现代化生存接轨，并以图片、影
像、建筑模型、雕塑、装置、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来呈现
从历史到当下的社会意识、观念的变化以及艺术家对
这些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龙南市以成功列入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单位为契机，依托独特的376座客家围屋资
源和浓郁的客家文化风情，在注重客家围屋建筑保护
修缮和合理开发的前提下，全力打造“世界围屋之都”
名片，树立了特色鲜明的客家围屋文化旅游目的地形
象，并成功获得2023年世界客属第32届恳亲大会举办
权。同时，以龙南为主的赣南客家围屋成功列入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正为申遗做准备。

借助第17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这一堪称当代艺
术的最高展会，龙南客家围屋将登上世界的舞台，向全球
展示客家围屋的文化风情和中国古建文化的博大精深，对
于提升龙南客家围屋群建筑的知名度，提升客家文化品牌
美誉度，唱响“世界围屋之都”旅游品牌，意义重大。

“客家围屋”
开启威尼斯之旅

□ 廖翠霞 本报记者 毛江凡

体验春节民俗，感受非遗魅力，品味别样风情……全省
各地在坚持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前提下，精心策划千余项文旅
活动，线上线下都精彩，“文旅菜单”格外丰盛。

春节期间，省文联组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将推出“文艺进
万家”“文艺进景区”等系列活动，让春节更有文化味。

全省各博物馆、纪念馆、公共图书馆将正常开放，并策
划推出系列文博展览，为群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各大文博场馆采取线上线下融合传播的方式推出多项活
动，让观众无论是亲临现场，还是云端体验，都能收获一段
全新感官体验的文化之旅。省博物馆、省图书馆将举办“博
物馆里过大年”“图书馆里过大年”系列活动，各地文化场馆
举办各类主题展览，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景德镇市美
术馆举办江西省首届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彭泽县博物馆
将举办陶博吾书画展等。

过年，民俗活动备受关注。说起过年，写春联、贴春联，
是最具仪式感的活动之一。近期，全省各地积极开展“迎新
春送春联”活动，如省文联就组织十余场新时代文明实践文
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社区、乡村、商场等地开展“迎新春送
春联”活动。

春节期间，全省各地将推出系列民俗活动，红红火火闹
新春，让市民品味多彩民俗，让春节更有文化味。萍乡武功
山景区将举办游园会、婺源县思口镇举办“庆新年、迎花灯”

主题花灯节、全南县举办香火龙等游园活动。
过大年，唱大戏。传统戏曲和民俗节日有着密切的关

系，戏曲文化已融入春节的民俗文化中。各地精心安排了精
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如抚州开展采茶戏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景德镇举办瓷乐表演，上犹县举办戏曲进乡村文艺演出等。
部分文化演出团体也将分赴各地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丰
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云观展”“云演艺”“云娱乐”“云读书”……这个春节，“云
上”戏份多。受疫情影响，我省组织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
公共文化场馆推出百余场线上展览，以“云上”形式，开启“沉
浸式”体验新空间，让人们足不出户即可享受文化大餐。

春节期间，我省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开展推出“云游江西
赏年俗”活动，同时引导各地举办“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
满足人民群众“网络过大年”的需求。春联、年画、美食、戏
曲……与春节有关的非遗项目和年俗活动将汇聚“云端”，
大家打开手机就可一饱眼福。

春节临近，年味愈发浓烈。
在就地过年倡议下，我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年味”文化旅游产品供给，全省各地推出

千余项文化旅游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让大家留得安心、玩得开心。
疫情之下的年，简约而不简单。就地过年，年味不减，温情不变，别样精彩。

——编者

就地过年，年味如何保障？
为了让人“留得下、过好年”，我省推出“江西

的年味”系列活动，让就地过年更有味。
今年春节，全省各设区市结合当地实际，分

别推出“恰噶南昌幸福新年”“自在九江吉祥新
年”“千年瓷都非遗新年”“萍水乡逢祈福新年”

“抱石故园活力新年”“道都鹰潭养生新年”“虔心
橙意客家新年”“泉城宜春温暖新年”“大美上饶
乡村新年”“全景吉安平安新年”“戏都抚州圆梦
新年”等 11个主题新年，力争让就地过年的人们
感受到“年味不减、乡愁不淡”。

春节期间，上饶将开展“大美上饶乡村新年”
活动，推出甲路纸伞、砚台、木雕、烙画等民间技艺
表演及文创产品展示，麻糍、气糕、清明粿等美食
品尝,杀年猪、打麻糍、写春联、猜灯谜、吃年饭、婚
俗、茶艺等民俗活动，滚铁环、抽陀螺、踩高跷等互
动体验系列展演活动，展示上饶乡村年味。

九江将开展“自在九江吉祥新年”活动，推出
“才艺大比拼、文化过新年”活动，通过视频及直
播的形式，展现九江各地过年的文化特色和浓厚
氛围，发动全民参与，通过诗词歌赋展才艺，推介
九江好风光。

景德镇将开展“千年瓷都非遗新年”活动，以
“直播+线下”的方式，开展浮梁人家·寻年味美食
活动，通过展现特色年味小吃，还原浮梁人家年味
场景；推出古戏台前·赏乐平赣剧活动，走进“中国
古戏台之乡”看赣剧演出，赏开春大戏；开展古窑
景区·享非遗技艺活动，通过特色瓷乐表演和特色
非遗表演，呈现工匠魅力，凸显陶瓷元素。

赣州则把“虔心橙意客家新年”活动作为主
题，推出暖冬赣情·品客乡味活动，现场设有圆桌
宴，陈设传统客家菜式及赣州特产；开展过江西
年·看客乡俗活动，车马灯戏、舞龙舞狮、客家擂
茶等民俗互动；推出客来客往·赣韵风情活动，表
演赣南采茶戏。

戏剧之乡抚州当然离不开戏，当地推出的
“戏都抚州圆梦新年”活动，邀请民间团体表演抚
州采茶戏、民歌小调，通过鲜明的地方色彩展现
地方风情。而新余则开展“抱石故园活力新年”
活动，线上发起号召“为爱奔跑”“太极进社区”等
活动，引导市民互动参与，号召大家过健康年。

□ 本报记者 龚艳平 文/图

精彩又暖心精彩又暖心 欢喜幸福年欢喜幸福年

2月 5日，在经过 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精雕细琢后，
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开门迎客。万寿宫历史文化街
区复原并保留了晚清赣派民居风格的三街五巷。走进南
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穿梭于纵横交错的石板街道，一
砖一瓦，一步一景，一幅穿越千年的“老南昌”画卷徐徐铺
展开来。春节期间，街区将推出系列活动，为市民再现充
满老南昌味道的传统“文化年”。

除了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春节期间，南昌可玩可逛
的场所还有很多。比如，南昌融创文旅城期间将推出“寻
味中国年”活动，以“民俗”“国潮”为主题，开展新春民俗
迎宾秀、园区互动演艺、园区潮玩快闪等互动活动。原城
纪南昌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围绕展示南昌地道年味开展
系列活动，让老南昌的文化韵味更加悠远。

倡导就地过年，城市留人贵在走心。在突出主题的基
础上，全省各设区市将重点推出看展演、去读书、赏美景、
尝美食、品民俗、学非遗、住美宿、购年货等活动，让就地过
年的群众在城市里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全省各地还为就
地过年人员准备了“大礼包”，如南昌市将免费赠送上万张
重点景区门票给外来务工人员，就地过年人员可免费观看
大型实景演出《寻梦滕王阁》。

抚州市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晚上有各类表演活动，
游客还可以亲自上场，体验戏曲换装、戏曲学唱学演，丰
富的业态让古街不仅适合白天观光，也适合夜游体验。
逛宋城、品美食、看非遗……春节期间，赣州市江南宋城

历史文化旅游区将文
创、演艺、文化与商业
结合起来，推出系列特
色文化活动。

春节文旅不休眠，夜
间城市不打烊。春节期间，全省各
地持续增加夜间文化和旅游产品供
给，推出文化体验、灯光秀、文化演艺
等夜游产品，给公众带去更加丰富立
体的夜游、夜娱、夜购、夜赏体验。春节
期间，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抚
州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景德镇陶溪川
陶瓷文化创意街区等地都将推出精心
策划的夜游活动。

城市里热热闹闹，乡村也不寂
寞。大余丫山景区推出“乡村嘉年
华”系列活动，游客可以体验乡
俗特色巡游、户外大马戏、放
河灯等活动。婺源篁岭景区
推出传统婚俗、傩舞、抬阁等
民俗大戏，组织开展投壶、踩
高跷、抽陀螺、滚铁环等传统游
戏，推出糖葫芦、爆米花、压米糖等特色小吃。

今年春节，带上家人，选一处民宿过年，同样是个不
错的选择。为满足就地过年需求，不少民宿别出心裁，突
出家的概念，精心策划了春节相关的主题活动来留客，如
传统非遗手工体验、元宵花灯制作等亲子体验活动，激发
本地居民和游客关于乡愁的记忆，让民宿有更多接地气
的过年体验。

白天逛白天逛 夜间游夜间游
城市乡村齐发力城市乡村齐发力

寻找美景，追求诗意，感受年味，不一定要去远方。
元旦刚过，我省就紧扣“遇见美丽江西”主题，重点推出

了温泉康养游、年俗风情游、红色研学游、南国赏雪游、赣鄱
美食游、登高祈福游、鄱湖观鸟游等七大主题产品。春节期
间，全省各大旅游景区将联合开展“犇游江西·温暖过年”活
动，组织开展防疫安全游、新春温暖游、文旅体验游、文明风
尚游等，促进江西人游江西、本地人游本地、周边人游周边。

怎样让这个春节过得有“新”年味，各地景区也有新玩
法。就地过年，一些传统的旅游产品可能不再有那么大的
吸引力了，如何满足大家的文旅需求，成为旅游市场供给的
新命题。全省各景区推出新产品，制造新体验。萍乡武功
山景区将冰雪、温泉、美食等元素充分融合，推出萍乡武功
山冬季精品旅游线路；上饶龟峰景区结合乡村过大年活动，
推出游龟峰胜境、赏弋阳高腔、住文学民宿、品弋阳年糕冬

季旅游产品，游客可以一边欣赏龟峰冬天景色，一边品尝热
气腾腾的弋阳年糕，感受浓浓的年味儿；抚州大觉山景区推
出以养眼、暖身、暖胃、暖心为主题的4条特色旅游产品，满
足游客不同的体验需求。

据初步统计，全省各大景区准备了百余项旅游活动，让
游客感受节日里别样的欢乐与喜庆。南昌滕王阁景区将为
游客提供丰富的文旅体验项目、暖心的优惠措施和文化主题
活动，如寻梦滕王阁大型实景演出等，同时还将举办以“五福
齐聚，福运满园”为主题的“盛世中国年”文化旅游活动。

此外，全省不少景区纷纷在假期推出优惠措施，有的景
区对游客实行半价优惠。九江庐山、吉安羊狮慕为就地过年
的外地人员推出免票游活动，新余仙女湖等景区推出半价游
优惠。值得一提的是，春节期间，“全国学子乐游江西”活动
延续，全省国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对学生免费开放。

为使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安心，各大景区积极贯彻落
实疫情防控工作，推动预约常态化，实现限量、错峰入园
游览，按照景区最大承载量的 75%限流开放。“预约”“扫
码”“戴口罩”将是春节出游的“标准动作”，而让群众过上
一个喜庆、祥和又暖心的春节，全省文旅等相关部门将竭
尽全力，护航保障。

春节期间婺源将举办抬阁等民俗活动

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推出云上展览

夜游产品丰富（赣州江南宋城旅游区）

“围屋之变”艺术展引来媒体聚焦

差异化 主题年
各地端出“特色菜”

活动多活动多 选择广选择广
线上线下都精彩线上线下都精彩

新玩法新玩法 新体验新体验
就地过年就地游就地过年就地游

新春·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