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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春暖文艺花开 大师名家倾心倾力
一座城市之所以是审美的，离不开其中的名家大师。为此，广州市文联以广州文艺市民空间为依托，通过打造“大师下午茶”
“大师艺术课”
“生活
艺术大家谈”等栏目，邀请一批能够真正体现广州这座城市精神高度和审美水平的文艺领军人物，为市民与名家之间打造无障碍沟通平台，以星星之
火燎原之势触发整座城市的文艺热情。2019 年，广州市文联精彩继续，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用明德引领风尚”的重托，继续打造名家愿分享、市民乐
参与、网络人气旺的惠民活动，真正承担起文艺工作者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

3 月 24 日 ，著 名 作 曲 家、广
东省音协名誉主席刘长安现身
289 艺 术 园 区 广 州 文 艺 市 民 空
间，在由广州市文联和南方报业
289 艺术主办的“大师下午茶”活
动上，以“音乐让生活更美好”为
题分享了数十年来的音乐创作
经验和感悟。
伴随着广东省音协小提琴艺
委会会长李雄优美的琴声，活动
在熟悉的旋律《我爱五指山 我爱
万泉河》中开始。1987 年，
《我爱
五指山 我爱万泉河》登上央视
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后，一时间
火爆全国。这首歌曲的曲作者
正是刘长安。上世纪 70 年代，刘
长安来到广东汕尾海边的小渔
村深入体验生活，他接触到了当
地海军部队，看见战士们和老百
姓打成一片。正义朝气激发了
刘长安的创作热情和灵感。
“我
创作的时候还没有经验，一开始
音就挺高的，后面一激动就收不
住了”。喜欢唱歌的他进入创作
状态时，总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悸
动，听到好的旋律时甚至“手上
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刘长安以今年春节的快闪活
动为例，讲到音乐与生活的关系
是密不可分的。春节期间，机场、
景区等地的快闪活动，每次都能
让 大 家 加 入 齐 唱《我 和 我 的 祖
国》。
“音乐是群众性的活动，人民
群众自发加入到快闪活动中，参
与意识强，
可见歌曲的传唱度”。
“ 广 东 是 音 乐 大 省 ，很 多 在
音乐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人都
出自广东。”刘长安认为广东音
乐的基础很强，好的作品总是历
久弥新的，要厚积薄发，写出代
表性、典型性。他鼓励年轻的音
乐人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
留得住”的文艺作品，向优秀的
作品“取经”，扎实地将理论和灵
感结合。

方土：艺术家要超越古人和大自然

2 月 23 日，
岭南著名花鸟
画家、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广
东省中国画学会会长陈永锵
现身 289 艺术园区广州文艺
市民空间，
在由广州市文联和
南方报业 289 艺术主办的
“生
活艺术大家谈”
活动上，
以
“为
人生而艺术”
为题分享了数十
年来的绘画心得与艺术人生。
分享会现场，
陈永锵回溯
了岭南画派的前世今生。他
认为岭南文化的特点是开放、
兼容、务实、创新，
且特别强调
“兼容是吸收，而不是居高临
下的包容”
。正是这些特性塑
造了岭南画派“现实关怀”的
品性。陈永锵指出，
岭南画派
创始人“二高一陈”都是仁人
志士、革命者，画家不能躲在
象牙塔里孤芳自赏，
而应该融
入现实生活中关注民生，
热爱
自然，
热爱生命，
热爱生活，
热
爱社会。
“要为人生而艺术，
而
不是为艺术而艺术”
。
在艺术理念上，
陈永锵主
张
“艺术应当与众生唱和”
，
不
要创作那些谁都看不懂的
“孤
芳自赏”
“傲视众生”的作品。
他说：
“艺术与生活是分不开
的，
没有艺术的生活是没有质
量的生活，
没有生活的艺术不
接地气，
也就无法打动人。
”
陈永锵对于古典文学深
厚的素养使他的创作更丰富、
境界更高远。他对人生的自
我期许是：率性为之，守住自
己，张扬生命，道法自然。
“惟
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
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他
现场引用苏东坡的句子，
“人
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
泥。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
复计东西”
来表达自己的创作
态度。

刘长安：音乐让生活更美好

陈永锵：艺术应当与众生唱和

李鹏程：修技悟道写精神

1 月 28 日，广东省文联副主
席，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广州市书协主席李鹏程作为今
年首位“大师艺术课”应邀嘉宾，
在广州文艺市民天河空间以“修
技悟道写精神”为题与广大市民
分享了他多年来潜心书法艺术
和书法创作的所感所悟。
艺术课上，李鹏程把他的书
法观归纳为七个字：修技、悟道、
写精神。一是笔精手熟修技法，
二是知多识广悟书道，三是心明
眼亮写精神。如何欣赏一幅书法
作品？写好书法到底有没有秘
诀？李鹏程抛出两个话题。他从
书法发展的历史谱系，为市民介
绍篆书、
隶书、
楷书、
行书、
草书等
各种书体的源流与演变。他认为
“篆隶楷行草”
各有其妙。篆书之
妙在其原始之美，体长古朴婉而
通；
隶书之妙在其宁静之美，
形扁
波折精而密；真（楷）书之妙在其
敬畏之美，
方正均衡法森严；
行书
之妙在其和谐之美，上承下达有
顿挫；
草书之妙在其灵动之美，
行
云流水见性情。
通过系统梳理书法发展的
历史脉络，李鹏程以不同年代书
法名家经典作品为例剖析了“笔
法、字法、章法”书法三理。他认
为经典书法作品最感人的是书
法家的人格魅力，包括情趣品
位、境界品位和气象品位。作品
既折射出中国历代文人“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又
承载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
“几十年研习书法的历程，
也是我学习如何做人处事、提
高道德修养的历程。书如其
人，书显美，书表文，书表意，书
疏气，书言志，书言情……”李
鹏程认为，真正的书法必须是
载道的，书法家须将“道”——
也就是天道和自然之道落实到
书写里。

4 月 13 日，
广东省美协副
主席、广州画院院长方土走进
广州市文联与南方报业 289
艺术共同主办的广州文艺市
民空间“大师下午茶”活动。
作为广州的代表性画家，
方土
游走在实验水墨和传统水墨
之间：从花鸟到山水、从山水
到人物、从师古到实验、从实
验到创新，无一不涉足、无一
不风格鲜明。他的作品少了
些传统绘画的书卷气，
多了些
当代的视觉感。
方土认为，
艺术家的任务
就是“创造”。人们尊重艺术
家也是因为艺术家的创造
力。艺术家有两大挑战，
一是
要超越古人，
二是要超越大自
然。在
“创造”
的同时，
艺术也
要“致敬经典”。
“许多民间艺
术之所以永恒，
是因为它们都
有审美的定式，
这是艺术的生
命力所在。像中国建筑艺术
中的亭台楼阁、桌椅板凳，从
形态到尺度都已成为经典，
都
需要致敬”
。
谈及艺术家自身的修为，
方土认为要量力而为，
同时也
要忍受“被边缘化”。他以莫
奈、王肇民等大师为例，强调
艺术作品必须有独特的模式，
表达真实的情与物。
“画家不
一定是画长江黄河才伟大，
小
玩意儿也能画出大师来”
。
对于艺术与人生，方土
也有其独特的看法。他认
为，艺术和人生一样，都有一
个叛逆期，关键在于如何通
过叛逆期实现新的创造。叛
逆期是人的生命规律，要在
叛逆期把握好“对自我的信
心”。
“ 有时人生的道路就是
漆黑一片，就看你够不够胆
往前走。只要能穿过它，你
就能取得成功。
”

4月20日，
二十四节气谷雨之日，
由广州市文联主办的
“文
艺聚力，
谱写新篇——广州文艺名家春之约”
在恒福茶文化博
物馆举行。来自广州市文联、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广州文艺界的
20位嘉宾齐聚一堂，
伴随着谷雨三道茶，
一起回顾了广州文艺
市民空间的发展历程，
为空间的发展建言，
畅聊文艺工作方向。
活动从参观恒福茶文化博物馆开始，
各个时期的精美茶
具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有茶香，
也有雅乐。活动上，
青年古琴
家刘笔华带来古琴曲《长青》，
搭配着香道，
让人暂时忘却了大
雨倾盆的烦恼。活动由广州电视台主持人、广州文艺志愿者
协会副主席杜雨轩主持。
广东省文联副主席，
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
主席李鹏程表
示，
经过两年多的不断打磨，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的不少品牌活
动深入人心，
重点打造的
“大师下午茶”
“大师艺术课”
等已经成
为很多艺术家熟知并且非常乐于参与的品牌，
成为广州市民
每个月的期待。他说：
“每次邀请嘉宾，
他们都是第一时间来
支持，
这点确实很让人感动。我们感觉到责任更重了，
我们的
团队也会不断吸收优秀的人才。感谢南方报业 289 艺术对空
间场地、策划的支持，大家都是带着社会责任来做这件事情
的，
虽然目前还有很多不足，
但是我们会坚定地把这个平台做
好，
将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打造成贴近人民、
为人民服务的崭新
平台，
成为沟通文艺家和广大市民的桥梁，
成为永不落幕的艺
术发生地和广州文艺生活的新地标。
”
广州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童慧表示，
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因为有了文化才有了记忆，
每一位艺术家都是在用
自己扎实的功力、用文艺之美定义这座城市的未来。文艺为
城市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让每一位市民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更
有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我们是为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在努
力，
广州可以成为优雅的文艺之城。
”
童慧同时也表达了对幕
后工作者的感谢。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管委会委员、南方日报社社委陈志
指出，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广州要成为岭南文化门户中心城
市。
“ 我们希望进一步把传播做好，让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发
挥更大的作用”
。
在现场，
广州话剧艺术中心董事长王筱頔分享了自己在
创作中追求的美学层次，
广州市作协主席张欣与广东省书协
副主席许鸿基盛赞广州文艺市民空间的创新性和实践性，
广
州市摄协主席廖宁则指出空间的高品位、
高定位，
广州市音协
主席罗洪期待更多音乐人走入空间，
广州市手机摄影艺术协
会会长陈金成、黄埔书院创始人谢天闻点赞空间带来的跨界
学习和融合机会，
广州市民协主席陆穗岗、
广州文艺志愿者协
会副主席孙戈分别从民间工艺及绘画方面提议进一步丰富空
间的活动形式和内容，
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章以武则
诗意地赞叹此次谷雨雅聚，
为繁荣广州文艺加油打气。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是由广州市文联和南方报业 289 艺术
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文艺惠民创新平台，
是中国文联授予的首
个城市
“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基地”
，
自2016年12月启动至今
已开展活动330余场，
相继在海珠、
越秀、
番禺、
黄埔、
天河各区
建立分空间，
颇受市民欢迎。

广 州 文 艺 名 家 春 之 约 ： 为 文 艺 创 作 把 脉 ，给 文 艺 为 民 鼓 劲

——广州市文联打造名家愿分享、市民乐参与、网络人气旺的惠民活动

“文艺聚力，
谱写新篇——广州文艺名家春之约”
嘉宾合影

资 讯

广州市美协成立新一届雕塑艺委会、
陶艺艺委会
本报讯 3 月 17 日，广州市美协新一届陶
艺艺委会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广州大学美
术与设计学院举行。会上，广州市美协主席汪
晓曙宣读广州市美协审议通过的《广州市美术
家协会陶艺艺术委员会人员名单》，随后陶艺
艺委会的委员们围绕陶艺艺委会的组建、工作
设想建言献策。会后，汪晓曙和陶艺艺委会全
连环画《一个人的长征》20 汪晓曙

连环画《恒明之路》5 皮先文

——第六届全国架上连环画展在广州开幕

光辉历程 红色经典

4 月 12 日，由中国美协、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
这些作品反映了“光辉历程 红色经典”这一主题，取材广泛，
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文联主办的“‘光辉历程 红色经典——
手法多样，不但充分发挥了连环画在叙事上的优势，也展现了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第六届全国架上连环画展”在辛亥革
当代连环画在艺术语言上的开放性。
命纪念馆开幕。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6 月 12 日。之后将在重庆、遵义、成
席李鹏程宣布展览开幕。
都、上海、延安、沈阳、天津举办巡展。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在贺信中向展览
的开幕表示祝贺。徐里在贺信中表示，连环画是最贴近生活
并为大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最容易发挥思想引导
功能的画种之一。连环画今天的再度辉煌，让我们看到了连
环画家们可敬的职业精神和可贵的社会担当，也看到了美术
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们相信，只要契合了广大人民的
文化需求和审美需求，连环画艺术将焕发出崭新的艺术光彩，
成为繁荣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
中国美协连环画艺委会主任沈尧伊介绍，连环画是所有
画种中最难展览的，因为它展示的不是一幅作品，而是一组作
品中的多幅作品。经过主承办方一年多时间的精心筹备，本
次展览得到很好的展出效果。连环画作为一个重要画种，未
来在教学上将会成为一个重要学科。举办全国架上连环画
展，充分调动了用图画讲故事的艺术家的积极性，希望艺术家
有更多耐心，持续努力、永不懈怠，共同推进连环画事业向前
发展。
架上连环画展自 2010 年首次举办，至今已历经 6 届，展览
从第一届、第二届的邀请展，到后来的全国征稿、全国巡展，再
到今天的学术品牌展，所有的组织者、参展画家和观展群众都
是中国连环画复兴和当代连环画崛起的亲历者。本届展览共
征集到投稿作品 412 组（4120 件），经评审委员会专家们从主
题性、绘画性、叙事性、文学性和连续性等角度，对作品的艺术
水准、审美意趣进行严格的考量，从中选出 100 组入选作品。 连环画《唤起工农千百万——澎湃与海陆丰农民运动》1 孙 黎

体成员为“广州市美术家协会陶艺艺术委员
会”揭牌，共同见证了陶艺艺委会成立的历史
时刻。
此前，广州市美协新一届雕塑艺委会成立
大会暨揭牌仪式在广州市方园原创雕塑园举
行，旨在共同打造新时代背景下广州雕塑艺术
的春天。

“黄埔文艺轻骑兵”
亮相黄埔首场文明实践活动
本报讯 3 月 16 日，广州市黄埔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揭牌暨首场文明实践活动启动
仪式在黄埔区青少年宫（萝岗宫）举行。该实
践中心的成立，标志着黄埔区搭建起一个集学
习宣传、团体实践、展示新时代新思想新理论
于一体的新平台、新阵地，打通了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
黄埔区文联、区音协组织百余名居民群众

歌唱《我和我的祖国》的快闪环节，奏响揭牌成
立的前奏曲。区语言艺术协会的艺术家们也
在讲述现场为黄埔区的“好人”喝彩加油，区摄
协参与现场的拍摄活动，共同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这
支黄埔区文联的文艺轻骑兵在揭牌仪式上接
受了黄埔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队
旗帜。

“古调今声——岭南箫笛文化第一展”系列活动举行
本报讯 4 月 13 日至 29 日，由广州市天河
展演活动，推动乞巧、龙舟、舞狮等优秀本土传
区文联、郭氏粤声主办的“古调今声——岭南
统文化走向全国、走出国门。联动社会资源打
箫笛文化第一展”在天河艺苑展出。展览展出
造的“东坡学堂”已开展 7 期，成为集民俗传承、
沉香木洞箫、小叶紫檀洞箫、血龙木南箫、红木
家风培育、贫困助学等多元化的教学、实践于
笛等岭南箫笛精品 40 多件，还系统地梳理了近
一体的公益项目典范。
百年岭南箫笛的发展史。展览期间还安排有
公益讲座《箫笛文化与中国传统美学》和演出
《古调今声》，让市民通过观、听、感、触等多方
面的感受，对中国箫笛文化悠久的历史和岭南
箫笛制作的独特魅力，以及百年来岭南箫笛文
化人的坚守及传承有更加立体全面的了解。
岭南箫笛制作，已经成为广东省第三批非遗项
目，但像这样全方位展示岭南箫笛文化的展览
还是第一次。
据了解，近年来天河区文联重视传统文化
系列活动举行
传承发展，积极搭建交流平台，推出系列主题 “古调今声——岭南箫笛文化第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