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做人民需要的艺术家
郑秋枫（广东省文艺终身

成就奖获得者、广东省音协原
主席）：我是一名与共和国成长
同步的军旅战士，歌颂党、讴歌

祖国、歌唱人民始终是我创作
的中心主题。《我爱你，中国》是
瞿琮作词、本人作曲的一首爱
国主义歌曲，是1979年电影《海
外赤子》的插曲。为了写好这
部音乐影片，我们专门到海南
的华侨农场体验了一个多月生
活，《我爱你，中国》的谱曲在一
个小时内完成了。这首歌曲在
世界的各个角落传唱，凝聚了
全世界中华儿女对这片热土的
真挚情感。

重启记忆之门 动情回忆文联往事

以高质量文艺作品奉献人民
李鹏程（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

席）：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
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关于文化“四个
重要”的论述，为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兴

盛提供了重要遵循。适逢国庆中秋双
节，广州市文联也迎来70华诞，这是
广州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喜事。今天
我们在这里举行庆祝广州市文联成立
70周年分享会，也是学习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

回望广州市文联成立70年来的
历程，我们深刻体会到，文联工作必
须始终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高质
量文艺作品奉献人民，必须坚持把

“做人的工作”作为核心任务，必须
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代同频共振。

文艺家要到生活中去
陈金章（广东省文艺终身成就

奖获得者、著名画家）：我虽然老
了，但是心态是很年轻的。文艺家
要到生活中去，否则永远创作不了
好作品。不到生活中去，永远搞不
了好创作。

今年我也创作了几幅作品，希
望能为国家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在文艺的大家庭里，我们永远
年轻。

文艺与人民血肉相连
关怡（关山月之女、关山月

艺术基金会名誉会长）：1959年
4月，我父亲和当时任南京国画
院筹委会主任的傅抱石，为人民
大会堂合作巨画《江山如此多
娇》，献礼新中国成立10周年。

在创作过程中，他们互尊
互让的作风，使画面上保留了
南北各人的风格，并达到了最
佳效果。

跟党保持最大同心圆，文
艺与人民血肉相连

蒋德富（广 州 市 影 协 主
席）：广州市影协于今年 9 月

27日成立，作为广州市文联的
一名成员，广州市影协将不断
挖掘广州本土市场的电影资
源，凝聚电影力量，不断开拓
创新推动影视产业发展，融合
广州市文联的各方力量和资
源，为广州市和大湾区文化产
业发展作出贡献。比如，广东
省立项的献礼建党100周年重
点项目《中国医生》将于明年
开机。

在文联大家庭中，心是暖
的、劲是足的

吴正丹（广州市文联兼职副
主席、广州市杂协主席）：作为一
名文艺工作者，我一直在杂技创

新的道路上不断摸索，特别希望
杂技在表现形式上能够有新的
突破。《化蝶》是我来到广州杂技
团之后主抓创作的第一个剧目，
如何将《化蝶》创作成为一部看
得懂、叫得响、留得住、传得开的
优秀剧目，是我追求的目标。未
来，我将以“人无我有，人有我
精，人精我专，人专我转”作为艺
术创作的理念，为广州的杂技艺
术事业竭尽全力，为广州文艺事
业发展作出贡献。

文联带领我们汇入时代文艺
洪流

金城（广州市文联兼职副主席、
广州市动漫协主席）：近年来，广州市
动漫协承办了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和
市文联主办的“动漫新时代”——广

州动漫艺术40周年成果展览，承办
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中
国漫画全景展览。在国家、省、市统
筹和支持下，于日本大阪、奈良、神户
举办“从水墨中来”——中国动漫日
本行主题展览。创作推出了《小林漫
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喜羊羊与
灰太狼》《猪猪侠》等思想性艺术性兼
备的优秀作品。未来，协会将一如既
往地高举旗帜，弘扬主旋律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作品创作与创新
能力，为广州、广东乃至全国动漫艺
术创作和产业发展提供助力。

用流行音乐讲好广州故事
陈小奇（广州市音协原主席）：改

革开放以来，广州流行音乐开创了无
数个“第一”，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第
一”却常被忽略了。自上世纪90年
代起，中国体育盛会的会歌采用流行
音乐作品，开创这个先河的是广州。
广州能在这件事情上开风气之先，有
两个原因：一是广州乐坛的实力所
然；二是广州历届政府及媒体对流行
音乐的高度宽容、理解和重视。

我们都是文联大家庭的一员
连登（广州市书协原主席）：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批中青年书法
家发起成立羊城书法研究会，该研
究会于1980年加入广州市文联，

成为市文联第一个书法艺术团
体。1981年2月创办羊城业余书
画艺术学校，该校教师及学生现
已成为广州书坊的中坚力量。
1988年我又参与创办了广州市
书协，期间先后在海内外举办了
书法展览。广州市文联70周年，
我也写了一首诗祝贺：“文联高举
古稀旌，各协精英集大成。此日
中华披锦绣，同挥彩笔赋新程。”
期待广州各个文艺家协会在广州
市文联引导下共同前进。

把党的文艺方针一以贯之
坚持下去

梁江（广州市文艺报刊社原
主编）：我们要倡导文化自信，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党的文艺方
针一以贯之坚持下去。我在1994
年调任《广州文艺》月刊主编，在主
编这个岗位，锐意革新，《广州文
艺》所刊发何祚庥、于光远、张贤
亮等人的专稿不断成为全国文化
热点。《广州文艺》连续几年被评
为广东省优秀期刊，被誉为改革
开放前沿的“文化窗口”，《人民日
报》《文艺报》等20余份报刊曾发
文推举《广州文艺》经验。

《雅马哈鱼档》开启南粤电
影新篇章

章以武（广东省文艺终身成
就奖获得者、广州市作协原主
席）：《雅马哈鱼档》是第一部以

“个体户”为主角的电影。这部剧

在北京大学放映的时候，当时北
京大学的学生喊出了一个口号：

“广州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广州市文联非常关心文艺

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和
帮助。我参加过很多次广州
市文联组织的采风活动，其中
到中山、顺德的两次采风，对
我后来写《情满珠江》《南国有
佳人》等电视连续剧有很大启
发。我觉得广州市文联真的
是文艺家之家，真的是在为文
艺家服务。

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
人民

陈志（广东省作协副主席、
南方日报社委）：广州市文联和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89艺术共
同创办了“广州文艺市民空

间”。“广州文艺市民空间”自
2016年12月5日启动以来，已
成为“永不落幕的艺术发生
地”，得到上级文联的高度重视
和支持，被中国文联授予全国
首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基
地”。海珠、越秀、番禺、黄埔、
天河、荔湾、花都7个区先后建
立了“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分空
间”。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广州文艺市民空间”
会给广州市民带来更多的文化
滋养。

用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讲话精神

张民辉（广州市民协原主
席）：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广州视察调研，我作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象牙雕刻项目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在现场向习近
平总书记介绍，我们的雕刻原料
是用水牛的大腿骨替代了象牙，
这样既践行绿色环保的理念，又
将中国工匠宝贵的智慧和技术
一代代传下去。传承好牙雕技
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
务，我将用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心怀感恩，扎根人民
倪惠英（广州市文联原专职副

主席、广州市剧协原主席）：我是广
州粤剧艺术发展半个世纪以来的
见证者和践行者，这几十年来，也

是不断突围、传承与创新的过程。
我还记得1978年《杨家女将》在中
山纪念堂演出，一口气演30多场，
而且观众是通宵达旦排队买票，在
那样的环境下，我演了大量优秀戏
剧。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深深体会
到了作为粤剧演员的人生价值。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传统粤剧遇到
大好的发展时期。守住根、留住
魂，讴歌伟大时代精神，唱响民族
复兴大戏，是我们戏剧人的使命和
责任。

广大文艺工作者与文联一
起成长

王建勋（广州市文联原主席、
广州市剧协原主席、广州市民协原

主席）：在党的重视和支持下，广州
市文联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
成立了。改革开放后，广州市文联
支持一批自筹经费的协会开展文
艺活动，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尽
快做好文联工作和成立文艺家协
会。今年是广州市文联70华诞，
希望广州市文联在“联”和“协”上
狠下功夫，为文艺多做实事好事，
为社会多出人才和作品，为新时代
的文艺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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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我们永远年轻！

——听文艺家讲广州市文联成立70周年的故事

唱响大江南北的《我爱你，中国》、收藏

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江山如此多娇》、广

州城市标志性雕塑《五羊石像》、让粤剧享

有“南国红豆”美誉的《搜书院》……这些流

传久远的经典作品都是广州市文联 70 年

历史长河的剪影。9 月 28 日，广州文艺工

作者齐聚庆祝广州市文联成立 70 周年分

享会。郑秋枫、章以武、陈金章、关怡、倪惠

英、陈小奇、梁江、金城等文艺名家，共同回

顾广州市文联成立 70 年以来的发展历程，

展望广州文艺未来发展宏图。

1950 年 10 月 1 日，广州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成立典礼隆重举行，是新中国成立

后最早成立的城市文联之一。分享会现

场，既有文联老干部动情回忆文联往事，也

有老艺术家讲述经典作品创作过程，更有

文艺界新生力量努力攀登新高峰的故事。

徜徉广州市文联70年历史长
河，一个个难忘瞬间值得铭记：广
州市文联筹委会原址“仙湖楼”、周
总理给予粤剧“南国红豆”的美誉、
改革开放后广州流行音乐开创的
多个“第一”……处处都是永恒的
瞬间、都是惊喜的再发现，令人目
不暇接、令人流连忘返、令人感慨
万千。

在广州市文联成立70周年之
际，“同心同行——广州市文联七
十周年发展历程”宣传片、纪念图
籍《初心与使命——广州文学艺术
界发展历程》在众目关注中闪亮问
世，这是新时代的广州文艺工作者
为庆祝广州市文联70华诞倾情捧
出的最赤诚的献礼，也是浓缩的时
代文艺强音，沉潜着岭南儿女的初
心与使命。

接下来，广州市文联还将召开
成立70周年研讨会，为广州文艺
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提供理论参
考，为新时代广州文艺的繁荣发展
贡献理论力量；围绕广州红色文艺
发展史这一主线，推出《广州文艺
百年》书系：《广州文艺百年年谱》
《广州文艺百年大家》《广州文艺百
年文集》系列书籍；举办一场以“时
代先声”为主题的大型展览，该展
览将以广州文艺界的经典作品和
代表人物为线索，运用图片、实物、
音视频、新媒体技术等多种形式，
全面回顾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广州文艺界所取得的
伟大成就与恢宏诗篇。此外，广州
市文联各文艺家协会还将围绕广
州市文联成立70周年举办“广州
文艺的荣光”——“大师下午茶”

“大师艺术课”分享活动；围绕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策划推出

“心向光明——党在我心中”百场
文艺志愿活动；推动民间文艺、杂
技进校园等活动，涵养城市文明，
助力城市发展。

中国文联发来贺信，祝贺广州市文联
成立70周年。

广州市文联向广东省文艺终身
成就奖获得者郑秋枫、陈金章、章以
武致敬。

重现高光时刻
铸就广州文艺新辉煌

广州文艺工作者齐贺文联70周岁生日，祝愿广州市文联的明天更加美好。 90高龄的广州市文联原主席王建
勋荣获广州市文联70周年突出贡献文
艺家称号，回家后与家人分享获奖喜悦。

广州市文联原主席刘长安（第二行左一）、李锦源（第二行
左二）、著名作家鲍十（第一行右一）等文艺家、文艺工作者为
广州市文联成立70周年送上祝福。

9月28日，“同心同行 致敬致远——庆祝广州市文联成立70周年分享会”
召开。与会人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咏虹出席并讲话。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与作曲家郑秋枫共同合唱其代表作《我爱你，中国》，
用歌声表达广州文艺工作者对祖国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