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文艺润泽民生，组
织广州文艺志愿者积极
开展“永远跟党走”文艺
志愿服务系列活动。通
过专题讲座、专场演出、
导览、文艺支教、读书沙
龙等形式，举办“心向光
明——永远跟党走”“我
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播撒艺术的种子”

“文学艺术名家进校园”
等主题活动。走进广州
铁路文化宫、暨南大学、

农讲所纪念馆等地举办
“文艺为民 出新出彩”
文艺演出、“声教四海·齐
忆百年”经典诵读会、广
州文艺志愿者回望文艺
百年音乐诗会等活动，走
进从化艾米稻香农业园，
举办“在希望的田野上”
学党史 办实事——广
州文艺志愿者助力乡村
振兴惠民演出，全力推进
文化惠民工程建设，为乡
村振兴注入文艺力量。

“在希望的田野上”学党史 办实事——广州文艺
志愿者助力乡村振兴惠民演出活动现场

“永远跟党走”文艺为民系列活动

深入基层 扎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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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先声——广州文艺百年大展”开幕式现场

紧扣建党百年主题，联
合广东美术馆举办“时代先
声—— 广 州 文 艺 百 年 大
展”。大展通过1921年以来
的文艺精品、历史文献、报纸
期刊、名人信札、音像实物等
1000余件展品，系统全面地
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州
波澜壮阔的百年文艺史实和
灿烂辉煌的文艺创作成就，
展现百年广州文艺“红色、人
民、时代”的光辉主题，呈现

“先——敢为人先之气概”
“美——尽善尽美之设计”
“新——立体新颖之形式”三
大特色。大展是对一个历史

文化名城百年红色文化进行
的集中回顾，社会各界反响
热烈，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大展成为省内各市文联、市
直及各区机关企事业单位
党建活动的打卡地，来自全
国各省市的 200 多个团队
前来参观，现场观众累计超
过3万人次，云端展馆点击
率12万余次，百度搜索相关
结果逾2000万条。凭借重
量级、标杆性的影响力、辐
射力、传播力，广州文艺百
年大展入选首届粤港澳大
湾区文艺创新论坛“优秀文
艺创新案例”。

“时代先声——广州文艺百年大展”

先声夺人 气象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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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年来，广州市文联在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在广州市委宣传部、上级文联指导

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和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认真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

务管理、自律维权职能，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焦重大题材，繁荣文艺创作，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功做好

文联工作，为繁荣广州市文艺事业、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出积极贡献。

组织机关干部和文
联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回顾党的光辉
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提振文艺工作者在新
时 代 奋 发 有 为 的 精 气
神。在中国文联十一大、
中国作协十大召开前后，
策划推出“他们在现场，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对文
艺工作者的深情寄语”

“广州文艺界热议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
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
上的讲话精神”等专题，
全方位、多角度深入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持续报道广州文艺
界学习贯彻情况，营造浓
厚氛围，不断掀起学习热

潮。坚持政治引领，坚持
正风肃纪，加强机关党建
工作，模范机关创建成效
明显。加强文联机关内部
建设和基础管理，把文联
建设成真诚服务文艺工作

者的温馨之家。成立机关
党委和机关纪委，强化机
关党组织自身建设。深化
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双报
到”活动，在新一轮本土疫
情防控中，组建党员突击

队，下沉社区开展志愿服
务8场次百余小时，服务群
众3万余人，全年选派10
名干部在白云机场执行防
疫任务。机关处室（党支
部）、个人分获多项荣誉。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凝心聚力 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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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文联组织机关党员参观“百联歌伟业 翰墨颂党恩”——
广州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楹联书法展

人民至上信仰为基 用心用情开拓创新
——2021年广州市文联文艺工作十件实事

举办 10 场“文艺之美
党史之光——广州市党史
学习教育文艺故事会”，以
舞蹈、音乐、摄影、文学、书
法、新文艺群体、美术、粤
剧、影视、超高清影视等为
专题，邀请权威党史专家和
文艺专家梳理广州文艺百
年发展轨迹，讲述经典文艺
作品背后的党史故事，成为
全国率先开展的学党史文

艺精品活动。广州市文联
同时举办16场“学党史 传
经典 推新作”读书沙龙、
12场“大师下午茶”“大师艺
术课”系列活动，探讨广州
文艺创新发展的优秀成果
与经验，展望新时代文艺发
展的美好前景；开展“百年
广州文艺：党领导文艺工作
的生动实践”教育培训，成
效显著。

广州市党史学习教育文艺故事会

文艺之美 党史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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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之美 党史之光——广州市党史学习教育
文艺故事会嘉宾合影

紧跟时代步伐，围绕“时
代号角”主题，引导协会切实
把党史学习教育和文艺精品
创作有机融合，推出一批文
艺精品。长篇纪实文学《赤
魂·赤土·赤旗——广东海陆
丰农民运动群雕》《黎明之前
——广州起义纪事》入选广
东省庆祝建党百年十部红色
题材重点作品。杂技剧《化·
蝶》、芭蕾舞剧《旗帜》、舞剧
《龙舟》、曲艺作品《新腔新韵
新时代》、原创街舞剧《我们
的生活》、精品杂技剧《追光
者》等一批文艺精品精彩亮

相。广州市文联还推出致敬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
范”李世全的连环画、舞剧、
音诗画情景剧、歌曲、报告文
学等主题作品。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创作推出百集全媒
体视听节目《红色影视党史
课》。开展颂歌献给党——
庆祝建党100周年原创歌曲
征集活动。第34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广州出品成绩喜
人，粤剧电影《南越宫词》获
最佳戏曲片奖，《中国医生》
获颁最佳音乐，《拆弹专家
2》获颁最佳剪辑。

“时代号角”主题文艺创作

真情礼赞 纵情放歌

百集全媒体视听节目《红色影视党史课》

❸
始终加强思想引领，

持续打造“一会一品牌”
特色文艺活动，文艺家协
会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
升。广州市文联开展具
有全国性影响的“广州大
学生戏剧节暨青年非职
业戏剧节”“首映在广州”

“羊城印象国际微电影大
赛”“全国大学生‘文学新
作新评’征文”等品牌活
动；协办中国国际漫画
节、中国动漫金龙奖；持
续开展“情系羊城 放歌
岭南”青年歌手声乐大
赛、“广东音乐邀请赛”

“广州市美术系列大展”
等，生动展示广州文艺新
形象。大力推进文学艺

术创作基地建设，成立广
州市少儿粤剧课本剧实
践基地和珠江文学创作

基地，孵化文艺精品和青
年创作人才。规范市级文
艺家协会工作交流制度，
编写《协会工作情况》供学
习交流，发布《广州市文联
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
委员会章程》，开展文艺家
协会党建业务工作暨“文
艺两新”培训班。推荐3
名文艺工作者当选广州市
人大代表，3名文艺工作
者当选广州市政协委员。
黄俊英获第三届广东文艺
终身成就奖，王晓頔、何世
良获第四届广东省中青年
德艺双馨艺术家。

打造德艺双馨的文艺人才队伍

立德树人 培根铸魂

“第16届广州大学生戏剧节暨第9届青年非职业戏
剧节”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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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习近平总书
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
4周年，也是广州市文联、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89艺
术园区共同打造的“广州文
艺市民空间”启动5周年。
2021年，广州文艺市民空
间实现了在全市11个区的
全覆盖，开展文艺惠民活动
60余场次，推动活动领域、
活动内容、服务对象实现大
跃升。中国文联文艺志愿
服务中心负责人高度赞誉

空间建设实践“实、新、好”，
开创新时代文艺志愿服务
新路子，建设经验值得在全
国范围内推广学习。面对
疫情防控常态化，创新理念
思路，拓展方法渠道，采取

“互联网+文艺”服务模式，
举办30余场文艺直播活
动，吸引累计逾300万人次
观看，实现活动传播由线下
向线上线下相结合、活动方
式由集中向分散、活动规模
由场次数量向精品质量三
个转变，让广州文艺市民空

间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同时，依托从化区罗洞工匠
小镇、白云区太和镇穗丰
村、黄埔区穗东街南湾社
区、花都区花城街罗仙村、
番禺区石楼镇大岭村、增城

区新塘镇瓜岭村等建立的
13个乡村文艺空间及8个
广州乡村文艺空间服务站，
打通乡村文艺惠民最后一
公里，以文艺助力乡村振
兴。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实现全覆盖

创新模式 全国范本

广州文艺市民白云空间揭幕，至此，由广州市
文联主导的文艺惠民阵地实现全市各区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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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搭建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交流平台，共同打造人文
湾区文化共同体和大湾区文化
品牌，全面推动促进粤港澳大
湾区文化交流与发展。广州市
文联紧密联系香港、澳门、深
圳、珠海、佛山、惠州等大湾区
城市及周边地区文艺机构和团
体，签署“双城联动 文艺先
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广
州澳门影视文化交流中心挂牌
成立、开展万人百场以庆祝建
党100周年为主题的街舞快闪
活动及“同心筑梦·文化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音乐家云端
音乐会。广州市文联联合多个
单位举办“首映在广州”——粤

港澳本土题材电影《何以飞翔》
《雄狮少年》全国首映礼、“人文
湾区 光影筑梦”粤港澳大湾
区电影交流与合作主题发布活
动、英皇娱乐大湾区总部落户
广州启动仪式、“同城同源·艺
术湾区——广佛美术名家邀请
展”“粤港澳大湾区（广州）电影
之夜”等活动。推出舞剧《龙
舟》、《广州文艺》“粤港澳大湾
区诗人专辑”、《粤港澳大湾区
戏曲影视发展路径研究》等一
批湾区文艺作品，承接粤港澳
大湾区文艺合作峰会，着力讲
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共同探
索共建人文湾区路径，助力人
文湾区建设。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圈建设

融合交流 同频共振

同城同源·艺术湾区——广佛美术名家邀请展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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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广州文艺工作者开展
回望百年步履，重忆听党话跟
党走的光辉历程，汇编百年来
有关广州文艺研究的学术文献
《初心与使命——广州文艺百
年》书系，包括《广州文艺百年
文选》（上、下）、《广州文艺百年
大家》，沉潜广州文艺家的初心
与使命，系统梳理广州文艺百
年历史，从概貌、人物、大事记
等不同角度为课题立项，为中
国文艺的发展提供具有参考与
研究价值的个案。该书系首次
以史学的态度还原广州文艺百
年全貌，在致敬经典中增强文
化自信，在对话经典中激发创
作热情，在研究经典中再创时
代经典，对重新认识广州文艺
的“中国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初心与使命——广州文艺百年》书系出版

重温经典 感恩奋进

《初心与使命——广州文
艺百年》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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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民日报》客户端广东
频道联合打造100期“文艺之
光·信仰之美”系列报道，聚焦
陈树人、商承祚、冼星海、廖冰
兄、麦华三、欧阳山、草明、黄少
强、小明星、关山月、黄新波、秦
牧、黎民伟、红线女等广州文艺
百年大家，涵盖文学、戏剧、美
术、音乐、电影、书法、曲艺等门
类，以文艺作品及文艺事件透
视百年广州发展历程，影响深
远。同时，与广州广播电视台
合作摄制12期《时代先声——
广州文艺百年大展》（4K）电视
片，讲述百年来广州文艺与党
史发展的紧密联系，表现建党
百年四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
精神。推出“百年百图——图
说广州文艺百年”专栏，以每年
一幅经典图片的形式，鲜活再
现广州文艺勇立时代潮头，书
写时代先声的飒爽英姿，生动
见证和记录中国共产党引领中
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百年光
辉历程。各级媒体对文联工作

给予充分关注和全面报道，全
年近600条宣传报道，浏览量
达5000余万人次。“学习强国”
全年发稿40条，其中15条登上
全国总平台，9条获首屏推荐。

打好文艺宣传“组合拳”

浓墨重彩 持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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