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日至2日，正值建党96周
年、香港回归20周年，由广州市文
联、南方报业289艺术、南沙区委宣
传部主办，南沙区文联承办的“沙田
秀水 墨韵飘香——南沙周末文艺
花会”在广州文艺市民空间举行。
摄影、书画、文学、音乐等门类的南
沙艺术家齐齐“上阵”，吸引了众多

“粉丝”围观。
在南沙区曲艺家协会乐队演奏

的一曲广东音乐合奏《步步高》之
后，花会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当天，
摄影家吴灼文带来了自己的摄影力
作，上百幅摄影作品聚焦“光影南
沙·梦想启程”的主题，不仅全面展
现了南沙自然风貌、人文景观，更展
现了多年来这片土地的社会变迁。
咸水歌和龙舟说唱则将市民直接带
到了疍家人的“生活现场”。在南沙
区音乐家林敏、郭键明带来一曲咸
水歌新唱《水乡之恋》后，来自东涌
镇第一小学、万洲小学的孩子们表
演的龙舟说唱更让不少市民大声
叫好。

龙舟说唱本是广东地区的粤剧
唱腔曲牌之一，至今已有260多年
历史，属于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顺德龙舟说
唱第六代传承人刘仕泉将这一古老
艺术带到南沙，经过南沙区曲艺家
协会的传承发扬，龙舟说唱在南沙
大放异彩。一大批“娃娃辈”的龙舟
说唱传承人正在成长，也正是有了
这些年轻人的加入，这门古老的传
统民间艺术才焕发出新的生机。

当天，以农民书法家梁添胜成
长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微电影《砚塘
边》在广州文艺市民空间试映片
花。梁添胜专攻楷书，字雄伟却隽
秀，横画劲瘦、撇捺粗壮、笔饱墨
酣，既有古意又极具个人特点。
2014年，在南沙区文联书法家送
春联下乡时，南沙区文联主席黄健

生发现了梁添胜的才华，并鼓励他
参加广东“新人新作展”，他的作品
一举拿下了最高奖项。2015年，
南沙区文联又为梁添胜举办了个
人书法展“砚塘边”，本来砚和塘是
两个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的概念，但
这又的确是梁添胜的生活写照，在
他看来，“日子很快乐，写字很享
受”。

从2014年起，南沙区文联开
始创办“让书法走进千家万户”品
牌，尝试将书法课堂开到社区、乡
村和校园。针对南沙区学校专业

书法师资缺乏的困境，南沙区文联
尝试在东涌镇大稳村小学、长莫小
学、官坦小学、石基小学、太石村、
长莫村、南沙街鹿颈村、塘坑村、黄
阁镇大井村等地设立书法文艺支
教基地，开展学生书法课程，不仅
培育了一批小书法家，同时也培训
了师资，通过家庭与学校配合的方
式，如今，在南沙，书法几乎变成了
部分南沙镇村居民生活的常态。
活动现场一幅大稳小学书法培训
班学生创作的十米长卷展示了这
些年学校的书法支教成果。

全力营造南沙文化生态环境

南沙区的孩子们表演传统民间艺术龙舟说唱南沙区的孩子们表演传统民间艺术龙舟说唱

梁添胜现场挥毫黄健生（中）向市民赠送美术小品

奏响文艺主旋律 引领时代新风尚
——广州市文联系统开展系列活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理
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广州市文联系统精心组织开展了系列极具特色的文艺活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丹青绘盛世，翰墨颂回归。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8月
18日，由广州市文联、广州日报
报业集团、艺术香港杂志社联合
主办，广州市美协、广州市新闻
工作者协会、香港新闻工作者联
会、广州购书中心、香港启泰药
业集团协办的“情系香江·穗港
同心——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
周年画展”在广州市购书中心六

楼尚文馆开幕，展出了来自香港
和广州50多名艺术家的100幅
作品。

画展展出香港画家作品70
幅、广州画家作品30幅，其中
包括国学大师饶宗颐的《山高
水长》。此外，还有萧晖荣、沈
平、王秋童、林明琛、熊海、许昭
奇、林鸣岗、韦劲敏、何百里等
数十位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广

州本地的展品，则来自杨家聪、
唐大禧、卢延光、周国城、梁业
鸿、李仁康、李醒韬、梁照堂、陈
永康等以及广州市美协主席团
成员等名家。广东省文联副主
席，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
席，著名书法家李鹏程专门为
画展题词“丹青绘盛世，翰墨颂
回归”。

本次画展举办的目的是通

过绘画艺术交流，加强穗港两
地文化交流，特别是艺术家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深化
穗港两地民众对中华传统文
化的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
庆祝活动期间发表的重要讲
话精神，为增强继续保持香港
繁荣稳定的坚定信心营造良
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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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2017“红棉杯——
广东省青年书法篆刻大赛作品
展暨广东省青年书法篆刻十佳
提名展”在广东书法院举行开幕
仪式。本次大赛是广州市文联
继“红棉杯——广州市青少年书
法大赛”之后，联合广州市青联
和广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共同
创立的一项重要奖项。活动得
到了广东省、广州市书协指导和
支持。据了解，本次青年书法篆
刻大赛自今年2月面向全国公开
征稿以来，在书法界引起了广泛
的关注，共收到书法、篆刻作品
1200余件。经过赛事组委会评
选，甄选出220幅作为入选入展
和获奖作品，其中入选100名、

入展100名、提名奖10名、十佳
10名。

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州市
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广州市青年
书法家协会主席李鹏程表示，本
次展览和奖项是“青年书法人才
培养”的新举措、新尝试，有几个
显著的特点：一是高度。该奖项
是广州市文联立足于广州文艺发
展规划与战略构想的高度，旨在
推动广东、广州青年书法创作人
才队伍建设、培养更多优秀青年
书法人才，是培育当代岭南具有

代表性、标志性的“新人新作、名
人名篇”的探索和尝试。二是难
度。该奖项在征稿上，要求书写
与广州有关的诗词歌赋、名楹名
篇，更鼓励自撰颂咏广州的内容，
增加了创作的难度。三是深度和
广度。评选机制大胆创新，不以
一件作品定名次。增加了提名作
者另外创作八幅作品参加综合评
审的环节，提高了对作者书法艺
术综合素质深度和广度的要求。
四是力度。组委会对“红棉杯”提
名和十佳作者给予奖金奖状外，

还为十佳作者出版书法专集和举
办展览，加大对获奖作者奖励、宣
传和推介的力度。

这次入选的220名作者，特
别是获提名和十佳的20名青年
书法家，是活跃在广东、广州书
坛的青年创作骨干，他们的书法
创作既深入传统又富有创新意
识，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
民。他们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
力，创作出了一批功力精湛、形
式新颖、风格多样的精品力作，
反映了当代广东、广州青年书法
创作的总体水平，代表着广东、
广州当代书法创作的审美走向，
代表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
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精心培育青年书法英才精心培育青年书法英才

7月8日至9日，由广州市文
联、南方报业289艺术主办，天
河区文联承办的“天河之尚 光
影之间——天河周末文艺花会”
在广州文艺市民空间举行。其
间，包括摄影、舞蹈、电影、音乐、
魔术等在内的4场艺术活动向市
民集中展现了广州天河区从经
济大区迈向创新强区过程中的
时尚气息和文艺气质。

现场，天河区文联主席李少
玲致辞并宣布《舞影生辉》摄影
作品集正式发布。摄影集由“舞
动天河”“浮光恋影”“生生不息”

“辉光日新”四个篇章组成，完整
地记录了艺术家们精益求精、包
容开放的艺术碰撞之旅。伴随
着大、小提琴奏出的悦耳旋律，
身着纯白色芭蕾舞衣的芭蕾演
员在《舞影生辉》摄影作品之间
旋转起舞。

围绕“天河之尚 光影之间”
主题，为期两天的天河周末文艺
花会分为四个部分：优雅天河、
时尚天河、热情天河、魔力天河，
从多角度立体展现天河魅力。

“如果天河会起舞，必定是
一袭轻纱的芭蕾。”天河区舞蹈
家协会主席、广州大剧院少儿芭
蕾舞团艺术总监邹罡与市民交
流时表示。邹罡曾主演过大型
芭蕾舞剧《天鹅湖》《茶花女》《罗
密欧与朱丽叶》等一大批精品剧
目，还曾出访过美国、日本、俄罗
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活动现
场，他向市民讲解了浪漫主义芭
蕾与古典芭蕾的发展历史，教大
家如何读懂芭蕾的肢体语言，从
而更好地欣赏芭蕾。现场更有
芭蕾小舞者与观众交流互动，带
领观众进入芭蕾的殿堂。

活动“天河与巴黎的影像对
话”邀请了广州市电视艺术家协
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建忠，
通过两部电影——由天河出品并
在2016年“爱尚天河”微电影大
赛中获奖的短电影《鱼》和法国、
美国合拍的电影《爱在巴黎日落
时》分享了他的电影美学。近年
来，“爱尚天河”微电影比赛办得
有声有色，已经成为“2016·尚天
河文化季”中涉及面最广、参与度
和关注度最高的文化赛事。“去年

‘羊城印象’奖有两部片很出色，
一部是拍黑人‘新移民’，几乎全
部演员都是黑人，片中他们讲述
了自己在广州的得意和困境；另
一部是拍大学留学生群体的，用
了歌舞片的形式，制作也很西方
化。”王建忠说。

在天河这片充满激情的土
地上，实干拼搏的天河人，满腔热
血化作音符，歌起天河，又歌不尽
天河。天河区音乐家协会主席穆
红、著名音乐制作人毕晓笛和市

民畅谈原创歌曲的创作，他们不
仅与现场音乐爱好者互动飙歌，
还为市民朋友们的原创歌曲、歌
词点评。参加互动的听众，还获
得了《歌起天河》CD光碟。

曾担任星空卫视《魔星高
照》主持人的魔术师王冬歌，用
奇妙的魔术表演把现场观众逗
得前仰后合。他希望市民有机
会感受一下魔术的奇妙世界，
试试“用魔术师的眼睛看世
界”。

诗意邂逅时尚光影天河

邹罡为市民讲授芭蕾舞知识

王建忠（右）分享电影美学 王冬歌（左）与市民进行魔术互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
一步推动动漫艺术的繁荣发展，中
国美协、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
市文联将于12月共同主办“首届全
国动漫美术作品展览”。

7月20日上午，主办方在北京
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展览内
容将聚焦于民族风格、中国气派的
漫画与动画原创作品，征稿范围首
次涵盖港澳台地区。展览定于
2017年12月中旬在广东省博物馆
免费向公众开放，同期将举办“最美
广州·漫画创作大赛”“粤港澳台24
小时漫画马拉松创作”“中国动漫学
术高峰论坛暨中国美协动漫艺委会
工作年会”系列活动。

发布会由广东省文联副主席，
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鹏程
主持，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秘书长徐里，中国文联美术艺
术中心主任、中国美协艺委会副主
任兼秘书长丁杰，中共广州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朱小燚，中国美协动漫
艺委会副主任、广州市动漫艺术家
协会主席金城等出席了发布会。

朱小燚强调，举办本次展览的
目的，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促进中
国动漫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唱响时
代主旋律，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
量。朱小燚特别提出，本次展览期

间，适逢《财富》全球论坛在广州举
办，“花城搭台，动漫唱戏”，商业交
流与动漫艺术的融合互动，将会使

“花城”的舞台精彩纷呈，吸引更多
来自全世界的目光。

徐里在讲话中指出，动漫是人
类共通的语言，是凝聚中国力量、彰
显时代精神，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载体。中
国美协、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
市文联共同主办“首届全国动漫美
术作品展览”，旨在进一步推动我国
动漫艺术的发展步伐，发掘和打造
一批思想好、水平高的动漫创作队
伍，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促进中国
文化走向世界作出积极的贡献。他
指出，“首届全国动漫美术作品展
览”是中国美协与地方合作办展的
有益尝试，有利于发掘动漫艺术的
新生力量，传承“中国学派”的精神，
创作出既有民族风格又能走向世界
的精品力作，让动漫美术既有高原
又有高峰。

发布会上，徐里和朱小燚共同
为首届全国动漫美术作品展览lo-
go揭幕。中国美协动漫艺委会副
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日龙对
logo设计创意进行了点评。logo
设计者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广州
市公共艺术家协会副会长叶正华。

活动最后，中国文联美术艺术
中心代表中国美协与广州市文联、

广州市动漫艺术家协会举行了签约
仪式，标志着以“动漫”为主要形式
的独立的全国美展进入了一个从无
到有的崭新时代。

“首届全国动漫美术作品展览”
征稿范围扩大到港澳台地区，凡
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之后创
作的动漫作品均可投稿。内容要求
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
导高尚道德风尚和积极向上的人文
精神，反映时代风貌，讴歌丰富多彩
的现实生活。同时兼具思想性、艺
术性和感染力，强调原创性，追求多
元的艺术风格。

展览将通过3D立体展示、VR
技术、影音交互、数字媒体装置等形
式，让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充分
发挥动漫艺术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
繁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值得一提
的是，本次征稿通知第一次归纳了动
漫美术所包含的各个作品门类，不仅
包括漫画、动画、绘本、独幅，也包括
了动漫雕塑、动漫装置等等。而动画
作品不仅仅有视频，还包含相应手
稿，甚至包括二维动画中最为经典
的、与我们渐行渐远的“赛璐璐片”。
本次展览组委会秘书长金城指出：这
次中国美协举办展览，首次梳理出动
漫美术作品体系应该涵盖的各个门
类，令中国动漫创作有了“国标”，这
不仅有利于动漫艺术创作，同时也有
利于产业的繁荣与发展。

开拓创新首办全国动漫美展

参加新闻发布会的领导嘉宾合影参加新闻发布会的领导嘉宾合影 徐里（左）和朱小燚（右）
为展览 logo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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