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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鹏程
波

记者：请您以本次“喜迎党的二十大” 文艺活动呈现全面繁荣景象，成功举办首
社会广泛关注，成为影响辐射全国文艺界
固本强基美术人才工程、大学生戏剧节、青
主题的组织创作为例，谈谈广州如何组织
届全国动漫美术作品展、
“新时代·新生
的热点话题。全国各省市 200 多个团体单
年歌手声乐大赛、青年文艺评论等活动，营
文艺创作者围绕重大主题创作文艺精品？
活”全国速写作品邀请展、第十三届全国
位预约参观，观众累计超 5 万人次，网络搜
造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成长环境。
李鹏程：
“ 喜迎党的二十大‘光辉历程
美术作品展览“港澳台·海外华人邀请作
索结果超 2000 万条，成为党建活动的打卡
记者：广州市文联在助推广东文化强
——广州美术大展’”作为广州地区首个以
品展”
“ 综合画种·动漫作品展”、中国（广
地。同步出版《广州文艺百年》系列书系： 省建设、助力广州打造文化强市，推动社会
“喜迎党的二十大”为主题的艺术类展览， 东）民间工艺博览会等多项全国性文艺展 《广州文艺百年文选》
《广州文艺百年大
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坚持创
通过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记录、描绘、讴
演展示和评奖活动。打造广州大学生戏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有哪些思路
家》，举办
“文艺之美 党史之光”党史文艺
歌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取得
剧节、广州国际微电影节、羊城国际粤剧
故事会，用文艺形式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 和重点规划？
的成就以及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本次大
节、流行音乐合唱季、广州民俗文化艺术
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
李鹏程：广州市文联将以习近平总书
展的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涌现出许多
节、广州乞巧文化节、广州水乡文化节、都
记者：广州市文联在青年人才培养方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关注现实、关注生活、关注当下的现实题材
市 小 说 双 年 展 等 文 艺 品 牌 ，开 展“ 学 党
面将如何实现广府文化、岭南文化的传承
实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大会精神，积极
作品，反映出广大艺术家对当代题材的拓
史 传经典 推新作”系列各文艺门类专
和创新？
引导各文艺家协会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
展与时代命题的回应，以及坚持以人民为
业展演。音乐剧《西关小姐》、舞剧《醒·
李鹏程：广东省委扎实推进文化强省
和文艺精品创作有机融合，大力开展弘扬
中心的创作导向。
狮》、话剧《邯郸记》
《去往何处》、粤剧《红
建设大会的召开，令人信心倍增，更加坚定
时代主旋律的文艺宣传和主题文艺创
广州文艺界将紧紧围绕迎接党的二十
的归来》
《初心》、芭蕾舞剧《浩然铁军》、歌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广州市文联将努力
作。举办“信仰之光”——广州文艺经典
大这一主线，精心组织实施好各文学艺术
舞剧《和平使者》、杂技剧《笑傲江湖》、木
故事荟，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成果。拍
打造高品质文化供给工程，擦亮广州
“四大
门类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工程，重点展现
偶 剧《垃 圾 大 战》、动 漫《喜 羊 羊 与 灰 太
摄“时代先声——广州文艺百年大展”纪
文化品牌”，为广州文艺出新出彩贡献力
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更加嘹亮地唱响
“时
狼》、电视纪录片《血铸河山》
《头啖汤》、民
录片，开展“颂歌献给党”优秀歌曲征集、
量，营造文艺生态新气象，以文学艺术创作
代大歌”；实施“读懂广州——寻找城市精
间艺术《独占鳌头》、牙雕《和谐之城》、砖
主题摄影大赛、主题曲艺作品征集等系列
基地建设为抓手推动本土文艺创作和青年
神谱系”
“信仰之光——广州文艺经典故事
雕《六国大封相》，以及电影《南哥》
《点点
人才培养。为努力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 活动，举办《广州文艺》创刊 90 周年活动，
荟”等展演；实施“诗词之都”
“欧阳山文学
星光》
《掬水月在手》、戏曲电影《刑场上的
具有创新活力的新型文学艺术创作基地， 推出文学人才“后浪计划”。利用《诗词》
奖”
“抒写广州”
“唱响广州”等系列创作项
婚礼》
《花月影》、电视剧《夺金》、广播剧
不断推动岭南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平台，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宣传彰显时
目等，推进文学人才“后浪计划”、
《广州文 《守护英雄》、歌曲《花开新时代》
《一起幸
展，2021 年广州市文联在市委宣传部的大
代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努力将广州建设
艺百年》
（续）书系编写工作。
福》、小 说《黎 曼 猜 想》
《山 海 经·候 人 兮
力指导下，整合广州地区文学家、艺术家、 为诗词之都。推出报告文学《大地安宁》
今年广州市还将承办第二届粤港澳大
猗》、连环画《一个人的长征》、油画《老广
文化企事业单位、高校和各区，特别是新文 《焊花照耀世界》、珠江漫画长卷等反映时
湾区文艺合作峰会，旨在集中展现新时代
东小生活》、书法著作《岭南篆刻史》、摄影
代风貌的作品，用文艺凝聚力量，让作品
艺群体和新文艺组织的力量，建立和打造
我国文艺创作新成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广州老西关的故事》、曲艺《大营救》等一
传递声音。结合协会品牌活动开展一系
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广州文化特色的文学
协同发展、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峰
批文艺作品及文艺骨干获得“五个一工
列有特色有影响、引导性示范性较强的主
艺术创作阵地，启动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
会期间，将举办
“光影湾区”电影合作论坛、 程”奖、文华奖、中国音乐金钟奖、中国民
基地建设，目前已成立
“广州市少儿粤剧课
题文艺活动，推出“感恩党 感恩新时代”
“美丽湾区”全国美术作品展、
“红棉杯”青
间文艺山花奖、中国舞蹈荷花奖、大众电
“ 唱响
本剧实践基地”和“珠江文学创作基地”。 广州书法之星（红棉杯）海选活动，
年舞蹈精品展演等峰会特色文化活动，推
影百花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中国摄影金
广州”喜迎二十大百团合唱展演活动，更
根据基地建设规划，今年计划新成立 5 个
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
像奖、中国优秀纪录片奖等殊荣。
好地读懂广州、热爱广州、奉献广州。继
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基地，以充分整合广
秀文艺作品，全面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特别是汇聚全市文艺家的力量和资
续办好“红色电影展映”
“ 羊城印象·广州
州地区文学艺术创作资源，激发广州文学
源，成功举办
“时代先声——广州文艺百年
国艺术创作的最新成果。
国际微电影大赛”、主题歌剧赏析音乐会
艺术界创新创作活力。未来，广州市文联
大展”，大规模、全方位、高品质展示在中国
记者：近年来广州在文艺活动和文艺
等活动，开展文化进万家等系列文艺惠民
还将持续做好新文艺群体的团结引领和青
共产党领导下广州波澜壮阔的百年文艺史
创作方面取得了哪些突出成绩？
活动，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
年培养工作，在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
李鹏程：近年来，广州的文艺创作和
实和灿烂辉煌的文艺创作成就。大展受到
之际，开展“珠江文学写作营”
“同道同行” 精神力量。

人民公仆·焦裕禄（雕塑）
60cm× 30cm× 15cm 范广通 武尚威
新文艺群体·银奖作品

百年记忆：
1900·阳光穿过云层（油画）
180cm× 150cm 汪晓曙
特邀评委作品

打边炉（中国画）
145cm× 200cm 申 畅
金奖作品

共产党人——何叔衡、
董必武、
王尽美、
邓恩铭（中国画）
68cm× 68cm× 4 蒋志勇
银奖作品

先锋（中国画）
116cm× 125cm 方 雯
银奖作品

逐梦深蓝（版画）
180cm× 90cm
徐中正 铜奖作品

卫华（中国画）
235cm× 145cm
曾剑超 铜奖作品

贵州遵义：伟大转折（中国画）
60cm× 90cm
颜景亮 铜奖作品

﹃光辉历程︱︱广州美术大展﹄作品选登
喜迎党的二十大

周文雍与陈铁军（雕塑）
29cm× 17cm× 61cm 唐大禧
特邀评委作品

本报记者 蒲 波
□

□ 本报记者 蒲

——访广州市美协主席汪晓曙

以优秀文艺作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记者：
本届广州美术大展的
主题是
“喜迎党的二十大”
，
您能
介绍下入展作品在题材开拓和
题材表现上有哪些惊喜吗？不
同年龄层的作者对这一主题的
把握和展现呈现怎样的特点？
汪晓曙：作为“喜迎党的二
十大”
主题性美术大展，
对于创作
题材的要求在我们发出征稿通
知时就已经做了非常明确的要
求，
而且也得到全体广州美协艺
术家的一致响应。但我们的要
求相对也比较宽泛和灵活，
迎接
党的二十大召开，
歌颂党的辉煌
成就的创作主题本来就非常宽
泛，
只要是正能量的健康的作品
都应该包括在内，比如：红色题
材、
抗疫题材，
表现伟大祖国飞速
发展的辉煌成就、
改革开放，
表现
各行各业的新生事物和先进人
物英雄事迹，
表现青山绿水等，
都
应该是主题性创作的范畴。使
我们感到惊喜的是，
广大艺术家
和投稿作者对主题创作和表现
主旋律的主题非常热衷，
从某种
意义而言，
表现新时代、新生活、
新风尚、新事物成为这一代艺术
家的自觉行为。更使我们感到
惊喜的是，
一大批非常年轻的艺
术家、
青年大学生脱颖而出，
而且
义无反顾地积极投身到对党、对
祖国、对人民和对新时代的创作
主题中去，
新的艺术观念艺术风
格层出不穷，
对新手段的研究、
新
技法的探讨、新材料的尝试和运
用非常明显。
记者：
本届展览绘画种类齐
全，
就广州地区美术而言，
您认为
在哪些种类体现出广州美术的
优势？这些优势是如何形成的？
汪晓曙：正如您所说，这次
广州美术大展送展的作品门类
非常齐全，
这是前所未有的，
除过
去传统画种，
如中国画、油画、版
画、
水彩画、
漆画、
雕塑之外，
今年
的作品种类还有综合材料、
年画、
连环画、
插图，
甚至多年展览都未
见到的剪纸也出现在征稿作品
中，
而且水平非常高，
这意味着广
州地区的美术事业正在朝着
“百
花齐放、
百家争鸣”
的大好形势飞
速发展。作为岭南画派的发源
地，
中国画当然是广州美术发展
的重要优势之一，
这次大展从数
量而言，在投稿的 1000 多件作
品中，中国画作品占 60％多，初
评之后，入选的作品总共为 285
件，中国画作品为 119 件，约占
42％。
从质量而言，
这次入选的中
国画作品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
点：
一是主题性大型创作题材特
别多，
获奖作品也占总数的一半
以上。二是表现风格和形式特
别丰富，
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品在
表现形式上有思考、
有追求、
有尝
试，
而且呈现出不同的流派和不
同的创作手法，
比如在绘画形式
上已出现了融合东西、融贯南北
的创作手段和技巧，
而且在继承
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和突破。
三是中国画创作队伍中青年画
家开始成为重要的创作群体，
已
经走上广州中国画创作舞台，
成
为生力军，
这意味着广州中国画
的未来是可喜的。当然广州的
油画、水彩、版画、漆画的发展势
头也非常迅猛。这次大展还出
现另外两个方面的惊喜：
一是雕
塑作品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但数
量比以往多，
而且创作质量也非
常高，
这与我们雕塑艺委会的领
导和组织有密切的关系。二是
连环画在这次广州美术大展中
表现不俗，
虽然数量不多，
但水平
很高，
我觉得广州很有可能在不
久的将来会恢复连环画曾经在
中国美术界的地位。据我了解，
一大批热衷于连环画的青年画
家正在成长起来，
将成为我国连
环画创作的中坚力量。
记者：
广州美术大展天然具
有地域特色，
而地域特色的体现
又是多层次的，
比如文化的、
机制
的、
自然的、
生活的等等，
请您谈
谈您对广州美术地域特色的理
解。
汪晓曙：
人们一提到广州的
美术地域特色，
常会讲到岭南文
化特色和岭南画派对岭南美术
的影响，
这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
的因素和特色。但我所理解的
岭南文化的精髓，
或者说岭南文
化的精神，
正是一种创新、融合、
包容和与时俱进的精神，
岭南画
派尤其如此。因此，
岭南文化的
特点正在于它是一个发展的概
念——一个不必也无法详细定
义的概念，
正因如此，
才造就了岭

广州美术全面发展
青年人才成长可喜

日前，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指导，广州市文联、广州市美协、广州艺术博物院共同主办的“喜迎党的二十大‘光辉历程——广州美术大展’
”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办。作为广州地区以“喜迎党的二十大”为主
题的首个艺术类展览，它是广州地区规模最大、参与范围最广、美术作品种类最多、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综合性美术大展之一，集中体现了近年来广州市美术创作的高水平。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广州市文联
党组书记、主席李鹏程和广州市美协主席汪晓曙，详谈广州市文联如何组织文艺创作者围绕重大主题创作文艺精品、入展作品，并在题材表现上实现开拓创新。

南文化的生生不息，
才有了岭南
画派无拘无束的发展与传扬。
这当然和您提到的
“多层次”
的特
点密切相关，
特别是与岭南文化
的属性、广东改革开放形成的新
机制、
岭南的地域特色、
自然风貌
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习俗、生活
方式、生活态度密不可分。这为
广州的美术创作和发展提供了
更多的可能性和可以去努力前
行的方向。
记者：
广州市美协近年来积
极培育青年美术人才，
推进新文
艺群体美术队伍建设的融合发
展与全面提升，
积极打造构建
“四
大”
美术创作空间——油画创作
空间、
国画创作空间、
水彩画创作
空间、
连环画创作空间。请您介
绍下这
“四大”
美术创作空间的具
体情况。
汪晓曙：近年来，在广州市
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特别是
在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的直
接领导下，
广州美术有了长足的
发展。对于青年美术人才的培
养，
广州市美协也是做了大量的
工作，
在发现人才培训人才、
发挥
人才的创作积极性方面起到了
力所能及的作用。就在近 3 年
内，广州市美协从原来的 1600
多个会员发展到 2000 多个会
员，
这其中没有勉强凑数的，
对于
优秀人才的挖掘、
发现、
培养和宣
传推介是美协的中心工作，
我们
组织各类展览并从中发现人才
和推介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
近3
年来由市美协组织的展览就举
办了16个，
我们要求每一个艺委
会每年必须有一次展览，
13 个艺
委会 3 年来就举办了近 40 场各
个画种的展览。我们通过频繁
的展览来发现人才、
培养人才、
推
荐和选拔人才。去年，
我们还承
担了市委宣传部下达的对
“文艺
两新”
美术群体人才培养的重大
项目，
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培训工
作。
关于打造油画、中国画、水
彩画和连环画 4 个“美术创作空
间”
是市美协提出的重要工作计
划和发展方向。中国画、油画是
广州美术基础好、
队伍大，
创作水
平相对较高的画种，
水彩画则是
广东省发展得比较快而广州市
必须迎头赶上去的画种。而连
环画则是曾经在全国都具有极
大影响并出现一大批大师的领
域，而近 10 多年销声匿迹，必须
重振旗鼓、重新复兴的画种。其
实，
广州的漆画一直稳步在广东
省乃至全国都有较高位置，
就其
自然发展也可以走在广东省的
最前列。还有综合材料这一块，
广州市的发展势头也比较好。
全面发展是我们唯一的目标。
记者：
城市美术的发展与城
市竞争力有着相当的联系。在
您看来，
广州美术发展有着怎样
的城市滋养，
在提升城市美誉度
和竞争力上将起到怎样的推动
作用？
汪晓曙：任何艺术的发展，
都与当地的政治、
经济、
城市的竞
争力及文明程度和文化底蕴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艺术要依
凭于这些因素才能发展，
才能有
所作为。相反，
艺术又是城市发
展的推进器，
特别是美术，
对一个
城市的文化发展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人们往往把美术作为一
个城市文化的象征，
这是在全世
界都普遍认同的观点，
因此，
我认
为一个城市美术事业的发展，
对
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竞争力方面
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