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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因 畅游潇湘
锦绣潇湘，巫风楚韵。

火辣灵动的湖南人创意地让艺术与美景结合，

于是涂鸦艺术节、橘洲音乐节、洋湖雕塑节、齐白石

艺术节……艺术的邀约从春夏派发到秋冬———

中国·湖南（南县）国际涂鸦艺术节
洞庭之心 花海涂鸦国际范儿
时间 4 月 7 日 -8日
地点� 益阳市南县罗文村

7000 多年前，新石器时代原始人
在这里留下遗迹；200 多年前， 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花鼓在这里产生；
122 年前， 这里因洞庭湖洲渚淤积成
县；这里就是“洞庭之心”南县。

4 月 7 日 -8 日，中国·湖南（南县）
首届国际涂鸦艺术节暨洞庭湖生态旅
游美食文化节在湖南首个“国际涂鸦
艺术村” 南县罗文村举行。 此时的南
县，七彩斑斓，热闹非凡。

清幽的藕池河绕村而过， 穿行于
万亩金黄的油菜花海，身披“金甲”的
龙、慈祥的长者、魔幻世界的卡通人物
……罗文村里，130 多栋民居的白墙、
桥梁、地面、树木等布满了新颖别致的

“纹身”。这是来自法国、英国、意大利、
西班牙等国际涂鸦艺术大师为你创作
的童话世界。不远处，粉红色的风车正
吱呀呀地转， 稚嫩的声音从广场上传
来，朗诵着洞庭湖畔的春天。南县特产
麻辣肉、 小龙虾那馋人的鲜香吆喝着
你来尝鲜。 未来，拓展训练基地、真人
CS、QQ 农场以及郁金香、玫瑰、波斯
菊等十多种鲜花构成的“四季花海”将
不断完善。

帐篷、篝火、音乐、书法、美术……
两天的时间，南县的艺术细胞被热闹
包裹不断漫延、扩散，数十万游客慕
名而来。

长沙橘洲（国际）音乐节
洲中水边 娱乐之都的狂欢
时间 5 月 6 日—7 日
历史 2009年至今，每年 5月或 9月都有
地点� 长沙橘子洲沙滩公园

麓山巍巍，湘水泱泱，橘子洲宛如
一叶载满青春的扁舟，激情四射。 5 月
6 日—7 日，第九届长沙橘洲（国际）音
乐节又踏着初夏的脚步来了。

从 2009年到 2017年， 从金秋走到
初夏， 从不足 1 万人到今年 4 万人，从
“50后”到“00后”，已举办八届的橘洲音
乐节早已成为音乐迷们的青春嘉年华，被
誉为“中国南部最大的青春庙会”。

今年，橘洲来了近 20支乐队，赵雷、
好妹妹、陈粒、顺子与红节奏……每天下
午两点开始，摇滚、民谣、重金属、哥特风，
多元音乐连续 8小时将你的耳朵洗礼。牵
着手的情侣，抱着小孩的父亲，年长的外
国大叔，低调优雅的女子……3万平方米
草地上，你能遇见各种各样的音乐迷。 或
坐在草地上，或躺在帐篷里，或兴奋地蹦
跳着，他们用自己最惬意的方式聆听。 即
使下雨，人们也热情不减。只要音浪袭来，
人群便开始吆喝、尖叫，你挥舞着旗帜，我
甩弄着头发， 初夏的橘子洲瞬间点燃，哪
怕只是远远地声音飘来， 也忍不住摇摆。
高楼林立的两岸，五光十色倒映在湘江之
中， 江水就和着风的弧度翻滚着伴奏，你
的耳朵、眼睛根本忙不过来。 High累了，
你还可以去草地边逛逛各种富有创意的
时尚设计、手工作品、玩具精品等。

洞听黄龙音乐季
万年溶洞 中国“格莱美”

时间 8 月 5 日—9 月（具体时间待定）
历史 2016 年开始，今年是第二届
地点� 张家界黄龙洞景区

烈日炎炎的 8 月， 哪里能寻到一剂
清凉？ 武陵源东隅的牛耳尖山中近 20 万
岁的黄龙洞也许能给你答案。

背依青山，黄龙洞旁，世界唯一的生
态剧院哈利路亚音乐厅 2016 年迎来首
届洞听黄龙艺术季， 吸引了近 6 万人参
加。 从 8 月 4 日至 9 月 28 日，56 天时间
里， 你能听见声音从音乐厅那地平线以
下 6.5 米的舞台上四下漫延，一会儿在洞
中空灵悠长，一会儿在山中绵延不绝，宛
如天籁的声音瞬间安抚那被炙烤的心。
音乐厅外广场之上， 激情四射的乐队和
健康活力的广场舞从白天嗨到黑夜，似
乎连只有 16℃的黄龙洞中那 1700 多根
石笋也开始躁动起来。

近 3000 名钢琴少年、110 支青少年
流行舞团、120 支乐队、700 支广场舞队、
150 多支合唱团，五大项目，有老有少，有
男有女， 每个脸庞上都闪耀着希望和梦
想。 这里诞生了 675个各类奖项，近 450
万元艺术发展资助金创造了中国艺术赛
事奖励额度的最高纪录。

今年 8 月，“黄龙音乐季” 将把项目
精选为国际钢琴艺术周和国际合唱艺术
周两大项目， 鼓励更具创意的表演形式
和多角度音乐思维碰撞， 让我们一起期
待自然、声音、乐器的交融吧！

中国（长沙）雕塑文化艺术节
生态湿地 雕琢大美长沙

历史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9 月
地点� 长沙洋湖湿地公园

麓山之南，湘江之西，中南地区最
大的城市湿地景区———洋湖湿地公园
里有一场秋天的盛会。

金秋九月， 洋湖湿地公园满目黄
绿，循着切割声、焊接声、敲打声的交
响，你会看到巨大的岩石、坚硬的金属、
抑或是柔软的泥土在国际雕塑大师妙
手下化作造型各异的雕塑。 这个月，你
可以化身雕塑大师的现场模特，留下独
一无二的时光；可以走进校园聆听雕塑
大师讲述雕塑的故事；可以带孩子参加
雕塑绘画大赛；这个中国（长沙）雕塑文
化艺术节让你零距离了解雕塑。 2014
年至今，它已成功举办三届，成为了星
城一年一度的国际雕塑文化交流盛事
和品牌活动。

或绕湖而立， 或置于观景平台，或
立于绿树浓荫下， 或卧在芦蒿浅草中，
450 亩雕塑园里， 呈带状分布的雕塑与
湖面、湿地、绿化融为一体，白鹭、水鸟
或漫步、或飞翔。 与龙博弈的孩童，冲破
时间禁锢的人，用现场废弃汽车、自行
车配件制作的飞马……三年三个半月，
来自美、英、法等共 32 个国家的 69 位
国际雕塑大师在这里留下 69 件或传
统、或现代、或抽象的雕塑，未来，这里
要汇集超过 120 座世界顶级雕塑大师
的作品，建成中南地区最具特色的地景
式国际雕塑文化主题公园。

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
三千奇峰 聆听世界之声

历史 2009 年、2011 年、2013 年，共三届
地点� 张家界武陵源

要听地道的乡村音乐，当去张家界的三
千奇峰中走一走。

大地有界，音乐无疆。 这里有来自世界
的乡村之声。 2009 年 5 月，当五大洲 19 个
国家的 31 支境外乡村乐队在张家界武陵源
的树林中、山谷间、水泊边、草坡上，奏响了
各具风情的乡村音乐，为期五天的张家界国
际乡村音乐周正式走进大众视野，此后每两
年一届，至今已举办三届。

这里的舞台是大自然。 没有华丽的布
景，田中搭台，怪状嶙峋的峰林就在身后，哗
哗的流水在一旁喝彩，早已习惯热闹的鸡鸭、
牛群自在嬉戏。 黄龙洞广场、水绕四门、老磨
湾、宝峰湖、天子山、天门山，乐队就在这六大
景点轮番上演。 自在的音乐顺着峰林腾空而
起，穿透云雾，与八千秀水一同绵延。

在这里，一切都随心所欲，回归自由。一
把吉他，一把二胡，美国当代乡村音乐之父
马克利可以和中国姑娘傅涵同唱湘西桑植
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阿根廷激情似火的
探戈可以与中国的哈雷骑士舞步混搭；有人
游泳，有人烧烤，有人赤脚，乐手也好，观众
也罢，都随意地放纵在音乐的世界；这里没
有语言的界限，有的是共同的喜怒哀乐。

从白天到黑夜， 这是张家界里的世界
狂欢。

中国(湘潭)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
名人故里 艺术缅怀巨匠

历史 2004年、2007 年、2011 年、2015 年，
共四届
地点� 湘潭市

“我不敢去你们中国，因为中国有个齐白
石。 ”毕加索曾这样对中国画家张大千说。 自
2004年开始，出生于湘潭县的世界文化名人
齐白石在家乡有了个属于他的节———中国
(湘潭)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

这个节是对他的缅怀。 2004年， 高 9.7
米的齐白石雕像矗立在全省第一个名人主题
公园—————白石公园之上， 集江南园林风格
和浓郁民族特色于一体的齐白石纪念馆开
馆，讲述他的一生；2011年，300名美术爱好
者在雕像广场自由画虾，国内外 56位书画名
家共同创作 56米的书画长卷《和平颂》，纪念
他的国际和平奖；2015年， 大型花鼓音乐剧
《齐白石》展演，齐白石文献原作进行展览。

这个节更是当代书画艺术的盛宴。当代
国际艺术作品交流展、当代中国书画名家作
品邀请展、“齐白石书画艺术新人奖”、“齐白
石对话毕加索”电视论坛……每一届，成百
上千的书画作品比赛、展览，数万人涌入这
艺术的海洋， 饱览国内外艺术名家的“大
作”，聆听大师们思想的碰撞。艺术节如同一
首深情款款的诗，激活了深秋的热情。

如果你想了解齐白石，如果你爱书画艺
术，那已举办四届的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
一定是不可错过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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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听黄龙”艺
术季吸引了众多游
客。 毛建初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当地宣传部、文体广新局提供)

在 洋 湖 湿 地
公园举办的中国 （长沙）
雕塑文化艺术节。

在武陵源
举办的张家界
国际乡村音乐
周。

长沙 （橘洲 ）
国际音乐节成了
狂欢节。

在花海中举办的中国·湖南（南县）首届
国际涂鸦艺术节。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中国·湖南（南县）首届国际涂鸦艺术节上艺术家正在创作中。

中国(湘潭)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已举办四届。

黄龙洞奇观。 毛建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