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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为民一家亲，砥砺奋进新时
代。自2017年11月起，广州文艺市民
空间走出289艺术园区，成功在区一级
复制。截至目前，广州市海珠区、越秀
区的文艺市民空间已成功揭幕，番禺区
的文艺市民空间也将于4月下旬启动。
广州区级文艺市民空间今后将举办一
系列的文艺创作、文艺惠民活动，为群
众奉上丰盛的“文化大餐”，此举正是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体现以人民为
中心的文艺服务导向的具体行动。

海珠空间

助力国际展都 打造文化新地标

2017 年 11 月 21 日，广州文艺市
民海珠空间正式启动，该空间位于广
州市海珠区琶洲中洲中心国茶荟博物
馆，由广州市文联指导，广州市海珠区
文联联手琶洲中洲中心国茶荟联手打
造，是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成功复制的
首个区级空间。

广州市海珠区是海上丝绸之路始
发地，也是岭南画派的发祥地、中国书
画艺术之乡，琶洲是广州国际科技创新
枢纽核心节点、广州“黄金三角区”的科
技引擎地带。

广州市海珠区文联主席钟晖表示，

琶洲近年来经济发展迅猛，相对而言文
化活动匮乏，白天人潮涌动，晚上较为
冷清。“海珠空间在这里落户，将提升琶
洲地区的文化氛围和活力，在‘国际展
都’的舞台上更好地搭建艺术交流的平
台，让这里成为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播艺术名家名作的桥梁。”

据了解，广州文艺市民海珠空间将
通过一系列文艺创作和文艺惠民行动，
将文艺专家、文艺活动、文艺资源与市
民联系起来，有效提升琶洲地区文化生
活需求，更好地服务于会展经济，成为
海珠文化新地标。

授牌当天，“翰墨新时代——海珠
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书画作品
邀请展”在海珠空间开幕。本次展览
共展出书画精品96幅，作品由海珠区
文联组织广州市美协、海珠区美协、海
珠区书协、海珠区政协书画院的96名
书画家围绕“中国梦”以及海珠区新面
貌、新成就创作而成，彰显出中国书画
之乡的创作实力。书法作品或古拙典
雅、或清新朴厚、或温润流美；美术作
品则以海珠人文古迹、城区新貌、岭南
文化传承为主旨，山水、花鸟、人物各
具特色，展现百姓幸福生活、岭南文化
风情和笔墨气象。

据悉，各类精彩的文艺惠民活动陆
续在广州文艺市民海珠空间举办，让市

民近距离体验到各种艺术形式，接受艺
术的熏陶。2月4日，广东省摄协副主
席、广州市摄协主席廖宁做客海珠空
间，在“大师下午茶”活动中，以“新生
活、新征途——他眼里的美丽中国”为
主题，与广州市民分享他的风光、人物
摄影历程和创作故事。活动中，廖宁首
次公开这次川西采风拍摄的作品，并向
观众逐张讲解，让市民收获良多。

越秀空间

贴近市民生活 彰显时代亮色

3月5日，广州文艺市民越秀空间揭
牌仪式在广州市越秀区文化艺术中心举
行。广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童慧，广州
市越秀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晓丹，连
南瑶族自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素
梅，广州市越秀区文联主席莫振山共同
为“广州文艺市民越秀空间”揭牌。

广州文艺市民越秀空间将发展成
为服务越秀地区人民群众的创新文艺
平台。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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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服务与群众生活更加紧密贴合。同
时，这里也是中青年艺术家的一个展示
平台，传播更具特色、更有时尚魅力的
越秀文艺活动。

当天，“同奔新时代——越秀·连
南书画、摄影作品联展”在越秀空间开
幕。本次联展共展出两地作品 173
幅，其中越秀区作品113幅、连南瑶族
自治县作品60幅，内容取材于连南当
地的人文风情、社会风貌，以美术、书
法、摄影的方式展现了越秀区对口帮
扶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的精准扶贫
成果，以及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65
年来的变化。

莫振山介绍说，2017年7月，广州
和连南两地的艺术家深入瑶寨，把握时
代脉搏，创作了一批讴歌新时代，讴歌
越秀、连南两地发展的美术、书法、摄影
作品。如今，这批作品来到越秀区展
览，作为第八届广府庙会“东湖艺术长
廊”活动区域的一项重要展演活动。

番禺空间

体验艺术魅力 提升文化气质

随着广州基层文艺平台逐步建立，
“市区文联工作一盘棋”的工作思路渐
趋实现，广州市番禺区文联与广州市大
夫山文体创意园合作打造的广州文艺
市民番禺空间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中，
将于4月28日正式启动。

据主办方透露，广州文艺市民番禺

空间面向市民开放后，将致力于市民的
文艺素质提高，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比如每周邀请专业老师免费为市民教
授艺术生活课程，为市民培养艺术素养
提供入门学习的平台。每月举办一场
艺术沙龙，邀请文艺名家与市民零距离
互动，让市民现场体验和享受艺术盛
宴。通过开展各种文艺活动，吸引广大
文艺工作者和市民踊跃参与，感受文艺
魅力，提升番禺区的文化气质。

市民空间

播撒文艺种子 对接美好生活

2017年以来，广州出台了《关于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见》，将
文艺发展上升到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建
设的战略高度。一座城市的发展既需
要经济发达，也离不开文化的繁荣。这
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激情燃烧、才情迸发
的新时代，也是出精品力作、名家大师
的新时代。进入新时代，要有新担当。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
创造。广州文艺工作者站在“岭南文
化”坚实的土壤上，承接广州“敢为人
先”的创新精神，大力倡导，再创新局。

2017年11月30日，广州市文联与
各区代表签署共建文艺市民空间战略
合作协议。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各区级
空间的落地，是广州市文联响应广州文
艺战线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
要举措，必将强化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
当，催生文艺志愿者的服务热情，对于
推动文联深化改革、提升广州国家重要
中心城市文化形象具有深远意义。

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州市文联党
组书记、主席李鹏程表示，广州文艺市
民空间复制到各区，将为各区文艺家和
文艺志愿者提供展示和服务的平台，让
丰富多彩的文艺为民活动深入基层、扎
根人民，把文艺的种子播撒在南国花
城，对接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集聚了广州文
艺界各类文艺专业优势、南方报业传媒
集团全媒体传播资源优势以及289艺术
园区作为城市核心区域的地缘优势，别
开生面地推动文艺志愿服务的创新，开
创了文艺为民的新领域。2017年11月
25日，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成为全国挂牌
成立的首个城市文艺志愿者服务基
地。接下来，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将继续
推进其他各区文艺市民空间的成立，共
同构建城市文化空间，以艺术提升市民
文明素养，进一步探索文艺志愿服务的
新模式、新尝试、新趋势。

打造文艺为民新天地 谱写美好生活新愿景
——广州区级文艺市民空间相继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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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30 日，广州市文联与各区代表
签署共建文艺市民空间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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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艺市民番禺空间效果图

2018年春节期间，广州市
文联组织开展了“红色文艺轻
骑兵新春走基层”文艺进万家
欢乐送基层文艺惠民活动，把
欢乐送到基层，把祝福传给万
家。活动旨在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
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
骑队员们回信的重要指示精
神的号召，坚定文化自信，扎
根基层、服务群众，争当新时
代“红色文艺轻骑兵”。

——编 者
2月9日，广州市文联“一家亲”圣纳艺术团、广州文艺志愿者协会赴南部战区陆军某训

练基地奉献了一台军民联欢、形式多样的迎新春文艺晚会，赢得部队官兵阵阵热烈掌声。
2月9日，广州市文联“一家亲”圣纳艺术团、广州文艺志愿者协会赴南部战区陆军某训

练基地奉献了一台军民联欢、形式多样的迎新春文艺晚会，赢得部队官兵阵阵热烈掌声。

广州红色文艺轻骑兵文艺惠民传万家广州红色文艺轻骑兵文艺惠民传万家

2月8日，“首届全国动漫美展爱心活动——我眼
中的新国漫”在广东省博物馆三楼举办，由中国美协动
漫艺委会委员、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叶正华担任“全国动
漫美展爱心大使”，带领16位来自广州市少年宫特殊
艺术家工作室的特殊小艺术家参观首届全国动漫美
展，并自由在展厅中选择喜爱的作品进行临摹绘制。

2月20日、21日，广州市戏剧家协会在广东省木偶艺术剧院木偶剧场举
办了“花城看花，广州过年”大型童话音乐人偶剧《再见灰姑娘》的惠民演出。

2月2日，由广州山水画研究学会、越秀区建设街联合主办的“沐春风
写河山”——2018广州山水画研究学会会员作品展于在广州市越秀区越
秀文化中心开幕。作品主题鲜明、内涵丰富、风格多样，表达了书画家们
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 2 月 11 日,由广州市书协、广州大佛寺主办的

“广州书法名家挥春送福进万家公益活动”在广州
大佛寺毗卢殿门前广场举行，书法名家在现场为广
大市民群众挥春送福。

都说看50部好电影就足以改变一
个人的精神面貌，甚至可以拯救一个
人的审美，可这样的中国好电影何时
才能出现？4月1日，由广州市文联和
南方报业联合打造的广州文艺市民空
间“大师艺术课”首次亮相。中山大学
中文系教授、博导，广东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常务副主席谢有顺为市民开讲
《中国电影的繁华与空洞》。

文艺，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也
能代表一座城市的风貌。为此，广州
市文联正陆续推荐一批能够体现广州
这座城市精神高度和审美水平的“新
时代广州中青年文艺领军人物”。讲
座开始前，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
小燚为谢有顺颁发“新时代广州中青
年文艺领军人物”荣誉证书。广东省
文联副主席、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
席李鹏程为谢有顺颁发《南方日报》报
纸纪念版面。

据主办方介绍，“大师艺术课”是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的全新品牌活动，
每一堂课都将艺术的专业性和趣味
性相融合，希望通过每一位大师的分
享，让市民体验到艺术在不同领域的
美好。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大师来到广
州文艺市民空间，与市民进行精彩纷
呈的艺术分享课程。

“我至少是第四次来到广州文艺
市民空间。这里作为广州的中心地
块，交通特别方便。同时，这也具有
地标性的意义。打造这个文艺市民

空间，让大家都有机会来这里进行文
学艺术的交流，领略艺术的魅力。美
的陶冶，对每位市民、对每个家庭、对
社会、对整个时代都很有意义。”谢有
顺认为，以文艺名义把政府和文学艺
术界做的很多事情惠及普通群众，这
既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也是文艺工作
者的使命。

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破百亿，这
是一个标志性数字。到 2017 年，全
年票房总计接近 560亿元。“票房繁
荣下却暗藏危机，因为很多电影的演
员角色配置都是资本运作的结果，很
多作品低质量，陷入跟风堆砌，它们
并不能代表中国民族精神或者文化
高度。”谢有顺认为，对于票房的繁华
不要过度乐观。

谢有顺表示，中国上世纪80年代
到 90年代，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
中国导演群体的作品能频频获奖，是
因为他们背负着文化的使命感。这
个时代的电影很好地训练了投资人
和导演把电影作为工业产业来生产，
这是这个时代的重大贡献。“这一时
期对电影的特技、制作、剪辑，对于如
何类型化，如何对观众口味进行分类
等都有很好的探索。”

电影作为民族文化的名片是非常
重要的，电影能诠释民族精神，传递民
族声音。谢有顺坦言：“当代的国产电
影给我们很多的希望，也给我们很多
的启示。我们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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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

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小燚(右）为谢有顺颁发“新时代广州中青年
文艺领军人物”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