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研：作为广州市文联主席，您此
次赴京参加第十次全国文代会，有何
感想？

李鹏程：我作为广东代表参加第
十次全国文代会，在人民大会堂亲耳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
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
话，倍感情真意切、催人奋进。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推
心置腹、感人肺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
观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
文艺繁荣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是中国
文艺的时代宣言。讲话字里行间充满
着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谆谆嘱托和殷
切期望。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深刻
领会，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把艺术
理想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做到
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
任、笔下有乾坤，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
人民的心而跳动。

文研：广州文艺市民空间乘着第
十次全国文代会胜利召开的东风而启
动，有何意义？

李鹏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
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是
广州文艺界认真学习、及时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
是广州市文联工作向基层倾斜，服务
向最广大文艺工作者拓展，不断增强
组织活力的创新之举。广州市文艺工
作者纷纷表示，要在广州文艺市民空
间让自己的心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
让自己的创作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
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
崇高。

文研：广州文艺市民空间能够为
广州市民带来什么？

李鹏程：文艺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最能代表一座城市的风貌。
如何增强城市文化凝聚力，如何培养
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参与度和归属感，
是我们一直思考的主题。广州已有了
广州大剧院、广东博物馆、广州图书馆
和正在建设中的岭南四大馆等一系列
与此相称的标志性文化设施，但这仅
仅是一个方面。对于最普通的市民群
众来说，他们需要广州大剧院之类的

“阳春白雪”，更需要便捷亲民的类似
我们刚启动的广州文艺市民空间之类
的日常文化滋养。

“文艺要服务人民”，我们将动员
广大文艺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通过
举办一系列文艺创作和惠民活动，将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打造成广州市“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文艺主题活动的崭
新平台、联结文艺工作者和广大市民
的重要基地以及广州文艺生活的新
地标。

文研：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有何
亮点？

李鹏程：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广
州文艺市民空间集聚了广州文艺界专
业优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宣传资源
优势以及289艺术园区作为城市中心
地带的地缘优势，是南方报业传媒集
团和广州市文联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的产物。这个空间既解决了广州市文
联下属各文艺家协会长期以来没有属
于自己的文艺活动场所问题，又可以
为广大市民进行各类文艺活动提供公
益性的便民服务。同时，通过组织举
办各类展览展演及艺术沙龙等活动，
着力于培育一大批有发展潜力优秀中
青年文艺人才。另外，这也是我们探
索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和力量办文化和
文艺的一次初步尝试。

文研：如何让文艺志愿服务与群

众生活更加紧密结合？
李鹏程：让文艺志愿服务与群众

生活更加紧密结合，实际上也是“政府
服务如何由政府定菜向百姓点菜转
变”的问题。文艺志愿服务虽然是公
益的、免费服务，但同样也需要注意服
务的针对性、实效性。为此，我们将致
力于将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打造成广州
文艺志愿服务信息中心和自主服务平
台，希望通过这一平台，实现广州市文
艺志愿服务由单点单向单值型向多点
多向多值型转变，由大一统式服务向
精准服务转变。总之，不追求表面数
量的多、快、全，更注重内在质量的精、
准、实。

文研：在新的时期，广州市文联坚
持工作重心下移、坚持文艺惠民有哪
些举措？

李鹏程：广州市近年来以“一家
亲·万家情”文艺志愿服务为抓手的
文艺惠民活动很有特色和成效，已成
了品牌活动。艺术家深入基层，开展
各类文艺服务活动 1500 多场，惠及
人民群众上百万人次。这批活跃在
广州城乡的广州文艺志愿服务团队，
已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一支生力
军。问题是，如何维持这种热情和积
极性？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
通过创新文艺志愿服务，团结更多有
着纯粹的文化自觉、公益热情和专业
素养的志趣相投的文艺人士。

未来的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将不
仅是广州地区艺术家进行惠民服务
和市民群众从事艺术活动的相对固
定的空间，同时也是广州市广大文艺
志愿者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的固定空
间。这次活动不仅是宣告广州文艺
市民空间正式问世，同时也在告诉人
们，广州文艺志愿服务从此也有了自
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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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的启动，是广州市文
艺界认真学习、及时贯彻第十次全国文
代会精神的实际行动，是广州市文联和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探索拉近文艺家与市
民距离、提升文艺服务的一个具体举措。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开创了文艺服务
人民的新模式。音乐、舞蹈、戏剧、文学、
美术、摄影等13个空间全部对公众开
放，艺术家把作品和表演带到现场，与市
民互动，与百姓同乐。这是一个服务广
州市民的文艺创新平台，把艺术家和广
大市民联结到一起，把文艺志愿者与市
民融合在一起，推动文艺志愿服务的
创新。

融入生活，与生活同在，是广州文艺
市民空间的新理念。艺术就是生活，要
满足广大市民日益增长的文艺需求，为
市民提供文化体验，推出文艺课程，提升
市民的人文素养。广州文艺市民空间计
划推出茶道、花艺、古琴、歌剧、时尚、艺
术教育等一系列的课程和体验，把艺术
融入生活之中，把289艺术园区打造成
为一站式文艺体验基地。

对于广州这座城市而言，广州文艺
市民空间希望为之增添独特的文化魅
力，培养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参与度和归
属感。在整个289艺术园区，既有公益
性的岭南活力非遗艺术馆，免费展出体
现岭南文化的名家力作；又有文艺范儿
消费场馆，在音乐中喝一杯咖啡，在书香
之地吃一顿饭，听听古琴，学学歌剧，这
就是永不落幕的艺术发生地、文化新
地标。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文艺信息的传
播需要新的方式。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官
方微信正式开通，成为广州文艺活动的
权威发布平台。同时，邀请媒体和自媒
体参与到文艺志愿服务的工作中来，联
络群众，与受众互动，倾听市民的需求和
建议，让市民通过新媒介更加便利地享
受文艺服务。

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希望。同样，文艺
服务人民的模式需要创新，文艺传播的
载体需要与时俱进，广州文艺市民空间
顺应时代的需求，适应人民的召唤，应运
而生，必将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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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文联和289艺术园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文学空间：鲍十新书分享会美术空间：孙戈等艺术家为市民画像

戏剧空间：邓韵歌剧人生分享会 音乐空间：简弘亦音乐作品分享会

书画空间：书法展及青年志愿者
现场绘伞活动

舞蹈空间：舞蹈志愿者表演
独舞与市民互动

动漫空间：漫画家为市民
设计动漫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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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揭幕现场

乘着第十次全国文代会胜利召开的东
风，12月5日，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启动暨广
州文艺志愿者“12·5服务日”系列活动在
289艺术园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广州市文
联、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89艺术园区主办，广
州文艺志愿者协会、广州市文联“一家亲”文
艺志愿服务团承办。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是广州市文联和南
方报业传媒集团289艺术园区共同打造的
服务于广州市民的创新文艺平台，致力于推
动文艺志愿服务的创新，提升市民的文明素
养，增添广州的城市魅力。这是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
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广
州文艺市民空间成为广州市文艺工作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崭新平台，联
结文艺家和广大市民的重要基地以及广州
文艺生活的新地标。

新模式：让市民体验文艺生
活的魅力

12月5日是第31个国际志愿者日。在
289艺术园区，从街舞到杂技，从音乐到美
术，数百名文艺志愿者为广州市民送来了一
场文艺盛宴，音乐、舞蹈、曲艺、戏剧、动漫、文
学、读书、美术、摄影、杂技、书法、民艺、生活
13个空间全部对公众开放，一系列精彩的文
艺活动邀请广大广州市民参与。整个289
艺术园区变成了艺术的海洋。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的牌匾高悬在289
美术馆门口，红色的LOGO格外耀眼，三个
人簇拥钢琴、一本书、一个调色盘，组合成木
棉花花蕊形状，象征市民与文艺的联结。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正是广州市文联和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
上的重要讲话的实际行动，市民可以在289
艺术园区一站式体验文艺生活的魅力。“我
们希望并致力于将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打造
成广州文艺工作更好地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为人民服务的崭新平台，联结文艺专家
和广大市民的重要基地以及广州文艺生活
的新地标。”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州市文联
主席李鹏程说。

当下，广州处于激烈的城市竞争格局之
中，在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和“志愿之城”的征
途中，最终比拼的是整座城市的文化素养和
精神境界。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报
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南方日报社社长莫高
义表示，希望这里能成为广州城市文化形象
打造的重要窗口，将专业人士对文化的热
爱、对传播文化的热情，和人民群众欣赏文
艺精品、提升文化素养的需求，进一步结合
起来。

新尝试：13个空间让市民零
距离感受文学艺术

在启动当天，广州市文联和289艺术园
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今后双方将共同推动
广州文化艺术的交流，推介广州青年艺术
家，打造广州文艺活动品牌，传播广州优秀
的文艺活动。

据介绍，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强调文艺与
生活的联系，倡导“艺术就是生活”的理念，
让文艺志愿服务与当代群众生活更加紧密
地贴合。

在岭南活力非遗艺术馆，1000多平方
米的展厅布置了美术空间、动漫空间、戏剧
空间、读书空间等，数百名市民和文艺志愿
者一起享受文艺的盛宴。

在美术空间，“移动·生活”孙戈作品展
正在举办，展出了许多幅以打手机为主题的
美术作品和“古董手机”，引发了众多市民的

共鸣。在展览现场，广州市美协副主席、美
术家孙戈、李晓白，艺术家黄穗中，漫画家笑
脸兔、君子、邝野、肥志等还作为普通的文艺
志愿者为市民画像，与市民互动。

在书法空间，广州市书协会员临书摹印
展如火如荼地开展。民间文艺空间的广州
特色传统工艺珍品展也颇为吸引眼球，众多
市民驻足围观。在舞蹈空间，云娜舞蹈团的
王凌燕表演独舞《时间》并与市民零距离互
动。在摄影空间，广州市手机摄影艺术协会
举办手机摄影展和手机摄影培训，市民还可
以把照片即时打印分享。而在艺术园区里
的胡桃里音乐酒馆，“音乐诗人”简弘亦成为
音乐空间的主角，首发一首原创作品《半梦
半醒忽然之间》。

在戏剧空间，著名歌唱家邓韵分享了她
的歌剧人生。“我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歌剧、
欣赏歌剧，而且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歌剧结
合起来。”2012年，邓韵开始研究把《诗经》融
入歌剧，最终创作了十几首可以演唱的
曲目。

在文学空间，著名作家、广州市文艺报
刊社社长兼总编辑鲍十举办他的新书分享
会。他的小说《我的父亲母亲》曾被张艺谋
导演拍成电影，反响很大。在分享会上，鲍
十坦言，对东北出生地的深刻记忆和作为

“异乡人”对广州的新发现，是他近十年的创
作源泉。章以武、徐肖楠、肖建国、江冰等多
位评论家对鲍十的作品展开热烈讨论。

读书空间设在289美术馆“大观园”，这
里举办的是汤显祖岭南行读书分享会。今
年是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他的“临川四梦”
首度在广州“合体”。分享会邀请文史学者
周松芳与爱好者一起探讨汤显祖的戏剧艺
术，以及岭南之行对汤显祖文学创作实践的
影响。

新趋势：文艺资源与媒介资
源创造性整合

据悉，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致力于实施新
媒体挺进战略，沿着打造国际文化传播业品
牌的战略目标，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品牌群体
架构。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所在地289艺术
园区，地理位置优越，今后将借力新的媒介，
倾听市民的文化需求和建议，使广州文艺市
民空间——在市中心地段3万多平方米的
289艺术园区率先成为广州市民的文艺之
家，方便市民实地领略艺术魅力，此举得到
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
垂林的大力支持。

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文艺志愿者
协会会长李仙花表示，广大文艺志愿者有了
固定的场所，可以把艺术展演送到市民的家
门口。“这里是社会资源与文艺资源创造性
整合的一次很好的尝试。”

广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童慧表示，广州
文艺市民空间的启动，能让文艺资源与媒介
资源有机整合，更好地凝聚新的文艺群体，
为文艺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作为文艺志愿者，来自树华美术的蒋然
峰和100名美术爱好者来到现场体验，在书
画空间以岭南“十香”为题材，创作一幅大的

“花海”。
在一家艺术机构工作的蔡惠欢当天刚

好调休，在微信中看到别人推荐，就来289园
区参加这个活动，一位漫画老师在半小时内
为她画了一幅漫画肖像，“我觉得这次活动
办得非常好，把多种艺术形式都带到市民身
边，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类似的活动。”

来自比利时、日本的外国友人看到了民
间艺术空间中的众多非遗珍品，感到非常震
撼，“这么多精致的雕刻，比如张民辉的大师
之作《岭南明珠》，用牛骨作为材料，刻得栩
栩如生，技艺超凡。”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
开创市民文艺生活的“一站式体验”

□ 言 艺

摄影空间：手机摄影培训课程 民间文艺空间：外国友人参观
广州特色传统工艺珍品展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启动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