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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动漫 40 年的
“时光胶囊”

作品选登

□ 广 漫

本报讯 近日，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州市委、广州市政府、深圳市委、深圳市政府共同主
办的花开新时代——广东省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艺晚会在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播出。这
场晚会以文艺的形式，讲述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成功实践和创新成果，展现广东“奋进
新时代，改革再出发”的坚定决心和扎实行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
东大地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晚会上，既有家喻户晓的老戏骨，也有冉冉升起的新星，还有
唤起记忆的
“时代金曲”
，以及展现新时代广东、
广州的众多文艺精品。
（广州日报记者 骆昌威 杨耀烨 摄）

全国美展承办权广州喜提“双黄蛋”
本报讯 日前，
广州市委宣传部、
广
东省美协、广州市文联在广州画院举行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广东站展区新
闻发布会。在此前北京的第十三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展区申办工作会上，
广州
勇夺综合画种、动漫展区，
港澳台、海外
华人展区两项承办权。其中，
综合画种、
动漫展区将在广东美术馆举办，
港澳台、
海外华人展区将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
美术馆举办。广州成为此次申办会上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获得了充分肯定并高
票胜出。
发布会上，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
省美协主席李劲堃建议通过
“以收藏代

资助”
的方式来鼓励画家创作，
对于在作
威性、综合性大展，每五年举办一次，
品征集中发现的具有潜力的优秀作品， “中国美术奖”是中国美术界的国家级
可由广州美术学院提前洽谈收藏计划， 最高奖，其创作奖将在全国美展中评
作品完成后将有机会被收藏于广州知名
选产生。两个全国美展展区落户花
美术馆。
城，为广州文艺的发展书写了崭新的
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小燚在
一页：这是广州历史上第一次举办综
策展方式上提出了初步构想。他表示， 合画种、动漫展区的全国美术作品展，
广州展区的办展地点或将从闭塞的展览
是广州历史上第一次举办港澳台、海
馆走向城市，
以二沙岛的广东美术馆为
外华人展区的全国美术作品展，更是
中心，
辐射海心沙、
广州图书馆、
大剧院、 广州历史上第一次承办全国美展两个
花城大道一带，
包括太古汇、
万菱汇等城
展区。与此同时，水彩粉画展区将落
市商业空间都可以充分利用、
打通，
打破
户深圳，因此，广东省以同时举办三个
以往的观展方式，
真正实现
“全城办展”
。 展区，成为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是国家级的权
展区最多的省份。
（文 研）

漫画《乐叔与虾仔》

展览开幕式上，围绕“大师能量，
青年力量”这一主题，主办方为新时代
以来在动漫领域有重大影响、深具潜
力的 10 位青年动漫家林帝浣、朱斌、
叶正华、肥志、陈缘风、王会慧、胡杨、
蓝雯轩、蒋洁玲、笑脸兔等颁发了“广
州青年动漫家十强”荣誉证书。广州
动漫艺术发展离不开新生动漫力量，

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虎虎生威》海报

人才辈出，共同描绘粤
港澳大湾区动漫未来

广州动漫艺术不仅要传承老一辈创下
的艺术成果，更要着重培养青年动漫
艺术人才，进一步传播广州动漫人敢
为人先的改革开放精神。
“ 这个荣誉体
现了广州这座城市对动漫年轻创作者
的重视，相信在如此浓烈的动漫氛围
下，我一定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人
气科普漫画《假如历史是一群喵》作者
肥志说。暖心漫画《与女儿的日常》作
者陈缘风表示，在中国美术界，动漫其
实很“年轻”，而广州如此重视“年轻”
的动漫群体，这将进一步增进漫画家
对这座城市的向心力。
开幕式上，由广州市动漫艺术家
协会和广州市大湾区文化交流促进中
心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动漫联委会”
揭牌仪式同时举行。朱小燚与金城、
黄伟明、黄玉郎、马荣成、黄天俊五位
粤港澳艺术家代表共同为“粤港澳大
湾区动漫联委会”揭牌。
“ 粤港澳大湾
区动漫联委会”的成立，是对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抓紧粤港澳大湾区多方建设
号召的积极响应，为广州、香港、澳门
三地的动漫文化交流奠定了组织基
础。
当天，主办方还召开了学术研讨
会，诸多海内外动漫名家回顾改革开
放 40 年的艺术轨迹，总结出新时代广
州动漫发展的新方向。2008 北京残
奥会吉祥物设计者、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教授吴冠英说：
“ 参观这次展览，给
我印象深刻的是看到许多原稿。广州
动漫重视手绘，这让我倍感欣慰。手
绘漫画、动画现在在动漫领域占据着

城

艺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全景式展
现了广州在中国动漫艺术领域的领衔
地位。朱小燚表示：
“ 我们以动漫艺术
成果展的形式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
礼。回望来路，我们以动漫作品为载
体留下美好记忆、记住浓浓乡愁。展
望未来，新时代的广州文艺将以新姿
态、新气象打造新动漫，助力广州这座
传统城市焕发出崭新活力，以动漫艺
术 为手 段、以 青少年人 群为先锋 ，立
体、全面、真实地讲好中国故事、广东
故事、广州故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远播到五湖四海。”
李鹏程表示，在中国动漫的发展
历程中，广州动漫书写了浓墨重彩的
一页。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之际举办动漫学术展览，通过“回顾过
去，总结当下，展望未来”，对于新时代
广州乃至中国动漫艺术的发展必将起
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广州动漫艺术的
光荣与梦想必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得到
经久不息的传承与发展。

广州国际微电影大赛助力本土影视发展
□ 文

研
第 八 届﹃羊 城 印 象﹄广 州
国 际 微 电 影（网 络 电 影）大 赛
颁奖礼现场 杨乐娟 摄

花开新时代
亮相央视

徐咏虹等领导观看展览

展览现场，在漫画家廖冰兄的作
品《自嘲》前，观众不禁为作品独特的
艺术表现力和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深
深打动；港澳动漫专区人头涌动，许多
观众驻足观赏《水墨金庸》久久不愿离
去，有“00 后”观众表示，来到这里，感
觉金庸作品的人物跃然纸上，就像在
身边一样；
《小林漫画》汇聚了一帮“小
林粉”，其中尤以女性居多，不少观众
说：
“ 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看到原稿，
一 定 要 拍 照 发 个 朋 友 圈‘ 炫 耀 ’一
下”。更让人心潮澎湃的是，作者本人
也现身现场，给观众带来惊喜。
在这浓郁的艺术氛围中，展览结
合 VR、AR 技术体验，影音交互，数字
媒体装置等形式，处处呈现出现代科
技感。其 中，由腾讯开 发、支持全国
140 家一级博物馆智能导览服务的在
线艺术展览平台——“博物官”为本次
展览提供了 AI 技术支持，只需使用手
机对着展出画作“扫一扫”，便能了解
作品的前世今生。展览还获得了动漫
第一平台“快看漫画”的技术支持，通
过在线直播“动漫家导赏”，向全国漫
迷展示广州动漫艺术的风采。
许多观众在观展后还意犹未尽，
纷纷聚集在留言区留下自己的感受。
“广州的动漫艺术氛围一直都很好，希
望广州动漫人能带领动漫有更好的发
展”
“ 见 到 许 多小时候喜爱的漫画形
象，了解它们的历史，觉得很怀念，也
很感动”，还有观众表示：
“ 参观完这个
展览才知道原来广州的动漫史这么
‘威水’
（粤语口头语，指“了不起”
），作
为一个广州人，我感到十分骄傲。”
展览期间，主办方还组织了“动漫
家导赏”
“ 漫画家为你画肖像”等一系
列精彩活动。同时，作为此次展览的
配套活动，由广州市动漫艺术家协会
主办的“广州朋友圈——中外名人漫
像展”也在广州图书馆举行。该展览
共展出广州十位漫画家创作的 123 幅
中外人物肖像漫画，旨在通过肖像漫
画艺术的精彩呈现，让更多人关注广
州、了解广州、记住城市建设发展中感
人的广州故事。

马克思与小女儿燕妮 金

“动漫新时代——广州动漫艺术
40 年成果展”通过“经典回顾”
“ 时代
新姿”和“走向世界”三大版块，系统展
示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广州动漫艺术
各个时期、各个门类的作品，对广州动
漫艺术史进行了梳理与呈现。展览聚
焦广州动漫艺术史上的重要作品及事
件，通过作品原稿、历史图片、文献史
料、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以不同的视
角呈现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广州动漫

创新发展，打造动漫与
科技的“交响乐”

自嘲 廖冰兄

感受改革开放东风，描
绘新时代动漫愿景

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时刻鼓励、鞭
策我们要不忘创作初心。学好手绘基
本 功 ，动 漫 艺 术 才 能 得 到 更 好 的 传
承。”

小林漫画（节选） 林帝浣

《蓝精灵》之歌，在广州诞生；中国
内地第一本“金庸水墨漫画”，在广州
出版；中国第一个动漫社团，在广州校
园成立；被誉为“中国动漫奥斯卡”的
金龙奖，从广州一飞冲天；
《乌龙院》作
者 敖 幼 祥 ，在 广 州 淘 金 路 住 了 10 年
……如今，广州艺术博物院热闹非凡，
众 多 广 州 动 漫 艺 术 发 展 史 上 的“ 彩
蛋”，一一呈现在观众眼前。
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联
共同主办的“动漫新时代——广州动
漫艺术 40 年成果展”近日在广州艺术
博物院举行。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徐咏虹观看展览并充分肯定了展
览内容丰富生动，史料珍贵。她认为，
此次展览对于进一步推动广州动漫艺
术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具有积极而重
要的意义。她勉励广州动漫艺术家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
要讲话精神，更好地传承艺术、服务社
会，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广州市原副市长、广州动漫行业
协会荣誉会长陈传誉，广州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朱小燚，广东省文联副主席、
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鹏程，广
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广州市社会组织
管理局局长王福军，广东省美协副主
席、广东画院党组书记林蓝，广东省美
协专职副主席、秘书长王永，南方日报
社编委、珠三角新闻部主任胡志勇，广
州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李兰
芬，广州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
吴东胜，广州市文联副巡视员刘圣清
以及来自海内外的动漫艺术家、广州
地区动漫爱好者等出席活动。作为广
州市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动漫美
术展览，本次展览的举办标志着广州
动漫艺术进入一个新的里程。金城艺
术生涯的首场个展——“金城艺术作
品展”也同期开展。

近日，
由广州市委宣传部指导，
广州
市文联、
广州市视协主办的第八届
“羊城
印象”广州国际微电影（网络电影）大赛
颁奖礼在广州图书馆举行。大赛共颁出
“最佳长片”
“最佳短片”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电影金奖”
“广州故事题材大奖”
“最佳编剧奖”
等23个奖项。其中，
《从未
说过我爱你》获得“最佳长片”，
《看我长
大》获得
“最佳短片”
。广州市委宣传部、
广州市文联、
广州广播电视台、
广州市视
协和广州各市级文艺家协会等单位的领
导嘉宾，
以及海内外 51 个入围作品制作
团队、
影视界明星等出席活动。

规模的无形限制。珠江电影制片团队、 地题材制作。其中
“广州故事题材大奖”
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在网络
由广州资深演员郭东文兼任导演主创的
电影拍摄领域均交出了很好的“功课”； 《荔枝妈妈》夺得，可见在“羊城印象”广
海内外共280余部作品参赛 珠江电影制片团队的获奖影片《大同》 州国际微电影大赛活动的推动下，广州
《看我长大》，北京电影学院的《大光明》 互联网影视作品和人才不断涌现。
据主办方介绍，本年度“羊城印象” 都是质量上乘的佳品。
广州国际微电影大赛活动自启动以来，
公益类微电影数量大增
共收到来自国内各省份及海外部分国家
推动广州本土影视制作
和地区的参赛作品 280 余部，充分体现
“羊城印象”
广州国际微电影大赛活
出微电影和网络电影题材新颖、受众广
从题材来看，较前几届以普通生活
动一直热心公益事业。由主办方联系的
泛、跨界传播的聚变效应。主办方坚持
喜乐为主的内容，本届大赛涌现了励志
大赛战略合作伙伴所发起的一系列公益
多年举办该赛事，希望以“羊城印象”广
电影行动，
促进着公益微电影的大发展。
公益、
功夫警匪、
少儿歌舞等题材更加丰
州国际微电影大赛系列活动为起点，推
2018 年以来，
各地政府定制的公益
富的影视作品，作品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动广州开拓未来网络电影新领域，将广
类微电影数量大增，
已经成为微电影、
网
也有了更独特的体现。其中《黑板》
（阿
州打造成为网络影视枢纽。
坝州）、
《边境线》
（广西）、
《绿洲》
（北京）、 络电影的新力量。这类微电影所拍摄的
与往届相比，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 《永恒相馆》
故事角度和人物类型都是大银幕电影难
（广东）、
《大风车》
（新疆）等众
是影视制作专业团队、公司参赛作品占
以涉猎的范围，
非常接地气、
暖民心。比
多的影片制作质量均达到一级电影节的
据多数，个体微电影热潮已逐渐专业
专业水平。
如，
佛山的作品《律师的大街小巷》，
用方
化。这些作品在导演、编剧、摄影、音乐
言演绎，
采街头故事，
有相当的观赏性和
在广州市委宣传部和广州市文联的
方面的专业水平都给观众带来更完美的
积极推动并参与主办下，本届大赛中广
教育作用。鉴于参赛作品数量和质量的
影视艺术体验。从另一个角度看，微电
显著提高，组委会特别为本年度公益电
州报送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明显
影和网络电影非常符合当下市场对投资
提高，不少影视专业团队更主动参与本
影奖增加了并列大奖。

第八届“羊城印象”广州国际微电影（网络电影）大赛获奖名单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金奖 《理发馆》
中国梦题材电影金奖 《大同》
广州故事题材大奖 《荔枝妈妈》
社会公益奖 《无路可逃2》
《苏醒》
最佳编剧奖 《父亲的战争》 唐章勇
最佳动画奖 《相见》
最佳摄影奖 《夜幕降临》 李凡
最佳美术奖 《不夜村往事》

最佳制片人奖 《听》
最佳男主角 《律师的大街小巷》 卢嘉勇
最佳特效奖 《边境线》
最佳导演 《大风车》 王诗桥
粤港澳湾区故事影片金奖 《邂逅》
最佳女配角 《魔胎》 李梦云
最佳男配角 《听》 周铁
最佳儿童电影 《闪光少年》

最佳童星 《闪光少年》 周梦圆 周梦恬
最佳青春题材作品大奖 《稚菊》
新晋男演员奖 《一念》 傅成锡
新晋女演员奖 《一碗汤的距离》 徐一丹
最佳音乐奖 《意桥岛之恋》
最佳长片 《从未说过我爱你》
最佳短片 《看我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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