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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文艺闪耀时代光芒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 文艺

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史上， 安徽文

艺战线砥砺前行、 硕果累累。 从走过革命烽
火到迎来新中国曙光，从进入改革开放到迈
向新时代，安徽文艺工作者创作大量精品力
作闪耀文艺星空。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安徽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与时代
同步伐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精品奉
献人民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 ，江淮文艺绽
放出耀眼的时代光芒。

创作：以人民为中心

安徽文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徽文艺工作
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更加自觉地投身现代化美好安徽
建设的火热实践。

安徽文艺在题材上内容丰富、多姿多彩，
以贴近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历史创造见
长。 由安徽省文联与中国音协联合举办的“在
希望的田野上”农村题材专题音乐会，催生主
题歌《在希望的田野上》风靡全国，传唱至今。
表现红色题材的油画《激流：刘邓大军挺进大
别山》，反映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小岗村的国
画《生死印》等作品，在描绘现实生活、表现历
史事件、激励人民斗志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安徽文艺的传
统。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安徽版画家创
作了一批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精神面貌
的版画作品，开启了“新徽派版画”时代。 鲁彦
周编剧的《天云山传奇》《廖仲恺》、方义华编
剧的《焦裕禄》等电影，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
精神。

在审美风尚的时代演进中， 安徽文艺一
直秉承大众化、 生活化的特质与雅俗共赏的
审美取向。 《徽商》《文房四宝》等优秀电视纪
录片， 将深厚的地域文化融入奇山奇景奇物

之中， 展示独具魅力的徽风皖韵。 淮河琴书
《轧狗风波》通过日常口语表达生活中家长里
短、邻里琐事，揭示当下的乡土人情与社会风
貌，荣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群星奖”。

创新：与时代同步伐

文艺的生命在于创新。 安徽文艺秉承“徽
文化”厚重传统，发扬改革创新的精神，在文
艺观念、文艺样式、文艺服务方式等方面加强
创新创造，文艺精品不断涌现。

观念创新激发创作活力。新中国肇建，安
徽文艺界由初期的皖南、 皖北文联分设，到
1954 年合并成立安徽省文联，广大文艺工作
者关注现实生活，热情讴歌党和人民的丰功
伟绩，成为这个时期的创作主题。 陈登科的
小说 《淮河边上的儿女 》、严阵的长诗 《老张
的手》、吕宕的电影《林则徐》、严凤英和王少
舫主演的黄梅戏 《天仙配 》等一批优秀文艺
作品享誉神州。

改革开放初期， 文艺思想观念的解放带来
了文艺实践创作的繁荣。鲁彦周的小说《天云山
传奇》、张弦的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公刘
的诗歌《深思》、梁小斌的诗歌《雪白的墙》等风
靡文坛。 以赖少其为代表的“新徽派版画”作品，
以萧龙士为代表的中国画作品， 以鲍加为代表
的油画作品，以《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代表的歌
曲，以李百忍为代表的书法作品，以《女子排椅》
为代表的杂技节目等， 都具有开创性的艺术价
值，成为当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艺术品牌。

党的十八大以来， 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
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鼓舞下，“以
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理念引领安徽文艺进入
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广大文艺家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文艺创作呈现重点突破、整体提升
的良好态势。 近年来，陈先发《九章》获鲁迅文
学奖，季宇、李凤群分别获得 2018 年度人民
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和长篇小说奖，小品《等爱
回家》获中国曲艺“牡丹奖”，舞蹈《命运》和舞

剧《大禹》获得中国舞蹈“荷花奖”，摄影家汪
强荣获中国摄影“金像奖”，《清明》荣获中国
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

样式创新伴随科技腾飞。 互联网技术和
新媒体不仅改变了文艺形态与创作生态，也
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 近年来，安徽
网络文艺出现了青子、步千帆、杨治、安意如
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 美术界运用
现代新型材料创作的美术作品多次入选全
国美展。 黄梅戏的舞台美术技术与现代声光
电技术融合 ， 实现戏剧舞台艺术的时代跨
越。 全国首创的“有戏安徽”直播品牌，通过
剧场 、电视 、网络 、手机 、广播 “五位一体 ”传
播戏曲艺术。

服务创新彰显文艺力量。 近年来，安徽文
艺界连续开展“我们的沃土我们的梦”和“扎
根江淮沃土讴歌美好安徽” 等主题性创作采
风实践活动，一批表现安徽红色题材、历史文
化和科技创新的文艺精品应运而生。 2018 年
以来， 省文联策划组织 “全国文艺名家看安
徽”系列活动，邀请 200 多位作家、摄影家、音
乐家、书画家、戏剧家、曲艺家、诗人、舞蹈家
深入安徽科技创新、 重点工程和脱贫攻坚的
一线开展采风创作，取得了创作、交流、培训、
宣传等综合效益。 戏曲《秋分》、歌曲《幸福花
鼓》、美术作品《大美黄山》等入选 2018 年安
徽省重点打造的创作生产文艺项目。 反映安
徽省科技创新成就的报告文学 《领跑者》、彰
显新时代淮河新面貌的报告文学 《一条大河
波浪宽》在《人民文学》刊发。

创造：彰显江淮特色

安徽文艺工作者注重传承弘扬徽派艺术
传统， 在推动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上积极作为， 使徽派文化艺术的地域特
色进一步彰显，影响力不断扩大。

新安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赖少其、王石岑、黄叶村、徐子鹤、郭公达

等老一辈画家在新安画派艺术传统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20 世
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赖少其组织张宏、师松
龄、陶天月、郑震、周芜、易振生、林之耀等版画
家创作了大型套色版画 《黄山后海》《梅山水
库》《淮海煤城》《丰收赞歌》等作品，传承弘扬
徽派版画艺术优秀传统，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与
地域特色，被誉为“新徽派版画”。 1983 年 12
月，“安徽版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新徽派
版画”首次整体面世亮相，在全国美术界引起
轰动。 2017 年 8 月，“锦绣中华———当代新徽
派版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重大题材
创作作品 《大美黄山迎客天下》《九华灵境》等
巨幅版画，展现新徽派版画的突破与升华。

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反映
徽文化内涵的文艺作品获得全面丰收。 季宇
小说《新安家族》、许辉散文集《每个人身体里
都有一点点孔子和老子》、 黄梅戏 《红楼梦》
《徽州女人》、话剧《徽商传奇》、纪录片《徽商》、
电视剧 《黄山情 》、大型电视连续剧 《新安家
族》、电视风光片《神奇黄山》、音乐风光电视
片《黄山四季》系列，以及袁廉民表现“黄山奇
观”的系列摄影作品、陆开蒂表现黄山日出和
徽皖风情的摄影作品等， 都在省内外产生了
广泛影响。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安徽
民间艺术获得空前繁荣发展， 徽州三雕 （木
雕、石雕、砖雕）、文房四宝、芜湖铁画、界首彩
陶、阜阳剪纸等异彩纷呈。 徽州三雕已广泛运
用于城乡建筑及居住场所， 并登临现代艺术
殿堂及公共空间， 散发独特而永恒的艺术
魅力。 安徽文房四宝闻名海内外，宣
纸更作为中国书画艺术载体享誉
世界。 芜湖铁画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便大放异彩，巨幅铁画
《黄山迎客松》 在人民大
会堂接待大厅广迎世
界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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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在希望的
田野上》

“我们的家乡， 在希望
的田野上。 炊烟在新建的住
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
庄旁流淌……”这首 《在希
望的田野上》，上世纪 80 年
代曾风靡全国，被誉为中国
农村改革新希望的源头乡

音 ，词作者陈晓光曾说 “这
首歌就是写给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的安徽”。 凤阳县小
岗村 “大包干 ”拉开了中国
农村改革的序幕 ，1981 年 ，
中国音协和安徽省音协组

织陈晓光、施光南等著名词
曲作家到安徽采风，他们被
安徽农村一派欣欣向荣的

景象所震撼。 随后，安徽省
文联与中国音协联合举办

“在希望的田野上” 农村题
材专题音乐会，催生了歌曲
《在希望的田野上》， 一经推出便迅速传遍大江南
北，传唱至今。

黄梅戏《邓稼先》

邓稼先，安徽怀宁人，著名物理学家。 在党领导
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时期，以邓稼先为代表的
老一辈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
弹，让中国人民从此挺直了腰杆，邓稼先也因此被誉
为“两弹元勋”。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我省重点打造、 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创排黄梅戏
《邓稼先》，以安徽特有的戏剧艺术形式，深情讲述邓
稼先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感人故事，生动再现以邓稼
先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为实现强国梦付出的艰辛

努力和作出的巨大贡献， 甫一推出便受到各界好评，
登上北京、上海、合肥等多地舞台。 今年，《邓稼先》成
功入选“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舞台
艺术作品展演”参演剧目。

电视剧《觉醒年代》

今年 2 月，由安徽、北京两地党委宣传部联合
策划创作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
播出，迅速引起全国收视热潮。 作为一部为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的优秀电视剧，《觉醒年代》
首次全景式展现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中

国共产党成立的时代风云，全面客观地反映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卷

轴，传递出极富感染力的爱国主义情怀，艺术地再
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梦想。 从陈独秀创办《新青
年》杂志，到李大钊热情书写诗歌《青春》，再到毛泽
东、周恩来、邓中夏等热血青年毅然踏上革命道路，
《觉醒年代》洋溢着令人心潮澎湃的“青春之歌”，尤
其在青年群体中引起强烈共鸣。 6 月，《觉醒年代》
收获第 27 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导演、最
佳编剧、最佳男主角 3 个重磅奖项。

报告文学《一条大河波浪宽》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淮河滋养了千里沃
野，也曾给两岸儿女带来无尽的灾难。 潘小平等 4位
皖籍作家历经 3年多时间，走访沿淮 15个地市 60多
个县区，行程 1.4万多公里，采访 800 多人次，精心打
磨完成长篇报告文学 《一条大河波浪宽：1949—2019
中国治淮全纪实》，以翔实丰富的历史资料、生动典型
的人物形象、精彩曲折的故事情节，首度呈现新中国
70年治理淮河的恢宏画卷， 展示淮河治理的丰硕成

果，弘扬淮河治理的优良传统，歌颂
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改革

意志和改天换地的奋

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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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话剧《万世根本》剧照。（资料
照片）

荩 电视剧 《觉醒年代》
剧照。 （资料照片）

黄梅戏《《邓稼先》》剧照。。 本报记者 吴文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