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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值得铭记的一年。
如果 2020年是一部辞典，打开它，你会看到一个个词在眼前跃动：人间大爱、众志成城、坚忍不拔、突出重

围、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具体到文化层面，过去的一年同样有很多大事件接踵发生。在我省，文化扶贫、文艺战“疫”、文旅复苏、文

化发展巡礼、“新三馆”起航、文化“十三五”等关键词，在这个特殊的年份，携带着春风拂面般的暖意与温度，充
实与丰富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文化既能凝聚人心，又能增进民生福祉，是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回望2020年，我们特推出十个热词，以此盘点与解读我省一年来发生的重大文化事件。
让我们透过这份文化成绩单，感受百姓日益增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并共同见证——

——解读2020年江西十大文化热词

那些打动人心的力量那些打动人心的力量那些打动人心的力量
印迹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文化旅游业的发
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一年来，我省积极打好“组合
拳”，提振旅游消费，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推动我省
旅游产业全面升温、创新发展。

面对疫情影响，我省在全国率先发布《关于打好“组合
拳”提振旅游消费的通知》，从引导居民健康出游，推行周
末弹性作息，实行景区门票优惠，开展系列推广活动，鼓励
发行消费卡（券），引导消费跨界融合等方面发力，提振文
旅市场信心、促进文旅消费回补。此后，我省又出台《关于
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实施意见》，提出8项
激发文旅消费潜力的主要任务，促进文旅消费市场繁荣。

一年来，全省各级文旅部门尽最大努力为文旅企业
纾困解难，推动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积极协调金融机
构提供融资帮扶，让文旅业界得到了切实帮助，获得应对
挑战、抓住机遇的力量，加快了复苏的步伐。文旅部门还
积极搭建平台，通过跨界合作、产业融合、帮扶牵线等，帮
助文旅企业共克时艰、化危为机；寻求“政银企”合作，助
推文旅市场恢复活力。这些举措，有效凝聚起文旅行业
发展的合力。

旅游景点、文化场馆、电影票房、图书出版、演艺市场
……功夫不负有心人，江西文旅产业正在加速回暖有序
复苏，“诗和远方”又深情款款地回来了。

（本报记者 龚艳平）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文艺组织开始大量
涌现，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
世界舞台上展示了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形象。

在我省，新文艺群体活跃在广袤的社会空
间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景德镇的“景
漂”。在这座陶瓷之都，因追求陶瓷艺术而来
的“景漂”超过 3 万名。这个由中外陶瓷艺术
爱好者、艺术院校毕业生等汇聚而成的新文艺
群体，一方面汲取着传统陶瓷文化的滋养，另

一方面也给景德镇带来了新的思维、理念、技艺，带来了文
化交流、观念碰撞，强化着景德镇文化生态的丰富性。

去年8月20日，江西省第九次文代会召开，工作报告中
专门提到了我省涌现出来的一批有影响的创作群体，还列
举了八零油画学社。在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上，我省油画以

“获奖提名”进京展览的有5件作品，其中就有2件出自这个
艺术群体。近年来，八零油画学社累积300余件作品在国内
大展上获奖，成了新文艺群体的杰出代表。

除了“景漂”、八零油画学社，我省还有许多网络作家、
独立制片人、自由美术工作者，在各自的舞台上展现自己。
新文艺群体工作者以自身的艺术创作和文化服务，丰富着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我省文艺繁荣兴盛与文化
强省建设的有生力量。 （本报记者 张 衍）

11 文旅复苏

回望“十三五”，江西的文化大事一件接一件，文
艺精品一部接一部，文化活动一个接一个，向世界诉
说着精彩的江西故事。

文化服务逐步完善。江西省图书馆、江西省博
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一个个文化
新地标建成开放。全省各地也打造了一批公共文化
新平台，成为当地文化地标。“十三五”以来，我省加
强省市县乡（镇）村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建
设，星罗棋布的文化设施覆盖赣鄱大地。至 2019年
底，全省共建有113家公共图书馆、114家文化馆、155
家国有博物馆和 43家国有美术馆，基本实现市市有
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县县有文化馆、图
书馆、博物馆；全省 1564个乡镇、街道均建有综合文
化站，农家书屋实现行政村全覆盖；1.9万个村(社区)
建成符合标准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文化精品层出不穷。“十三五”以来，我省创作推
出一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2019
年，我省加强红色精品创作，电视剧《可爱的中国》和

《初心》、电影《信仰者》获得重要奖项，同时推出了现
代京剧《碧血慈云》、赣剧《红星恋歌》等一批精品力
作。“十三五”期间，我省积极扶持与引导文化艺术事
业健康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设立了江西文
化艺术基金，推动了文艺事业加速发展。

文化产业硕果累累。“十三五”以来，我省文化产
业发展势头强劲。2019年，全省有规模以上文化企
业 1595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904.42亿元，同比增
长 17.3%，增速居全国第四、中部地区第一。面对疫
情的影响，我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突围，取得良好效
果。同时，我省构建了“1+N”文化经济政策体系，加
快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报记者 龚艳平）

文艺战“疫”

赣鄱文化，美丽独特；文化巡礼，精彩纷呈。
2020年 7月 9日，盛夏的雨水挡不住文化迸发的魅

力，在抚州市文昌里，一场文化盛宴在这里绽放。6天的
时间，文化强省建设推进大会、江西文化发展巡礼、江西
文艺精品系列展演等活动炫目上演。

在这个一年一度的盛会里，谁是这“演武场”的中
心？它给全省人民传递了什么？

核心价值观，凝聚无穷力量。整个文化巡礼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展区，在Ｃ位亮相。理论武装立心
铸魂、同庆华诞共铸伟业、红色基因薪火相传、文化惠民
成果共享等七个篇章做了最具体的呈现。

文化巡礼展现场，观众可以穿越时空感受文化脉
动。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展区，人们能看到古籍的修复
与“复活”，瓷器和铜器的修补与“再生”。“俊采星驰”是我
省的十二大特色文化；“姹紫嫣红”是优秀的传统剧目和
美展作品；“匠心独运”是非遗的传承和魅力，“鉴今知远”
是考古的神秘与发现。在这里，人们与文创倾心相遇，感
受文化让生活更美好，见证亮点纷呈的文化创新融合。

这场异彩纷呈的巡礼展，“文化”是主角。它和人们
内心的大美紧紧相连，人们行走其中，接受优秀传统文化
的洗礼，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尽情领略赣鄱文化的
神奇魅力。 （本报记者 钟秋兰）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
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
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
代 的 风 气 。 在 举 国 战

“疫”面前，文艺自然不会
缺席。在新冠疫情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省
文艺界生动诠释着以艺
战“疫”的责任担当，奏响
众志成城的时代交响。

新冠疫情发生后，我
省广大文艺工作者，用自
己的满腔热情，响应号召，
积极行动，为打赢这场防
疫战贡献文艺的力量。2020年1月28日起，江西省文联所
属的省作协、省音协、省美协、省书协等文艺家协会，纷纷
发出倡议，呼唤广大文艺家众志成城，为抗疫发光出力。

据不完全统计，疫情发生后仅一个月，省文联收集到
的全省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就达3000多件、书法作
品1700多幅、美术作品1400幅、音乐作品396首，戏曲、音
乐、舞蹈、杂技视频100多件。这些作品为坚定信念、凝聚
力量、抗击疫情发挥了积极作用，体现出江西文艺界在危
难时期休戚与共、众志成城的作为和担当。

2月16日至19日，南昌的6个书画艺术微拍群，被一场
爱意浓浓的大型义拍义捐活动所激荡与包围。最终，229件
艺术品悉数成交，无一流拍，共筹得善款53.3万余元。全部
捐给了江西对口支援的湖北随州。

翰墨传情，爱意绵绵。灾情面前，也许艺术无法神圣
到可以驱瘟逐疫，但它是人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的期待与向
往，是充满温情、鼓舞人心的力量。 （本报记者 张 衍）

文化发展巡礼

八一英雄城，文化展新姿。2020
年9月27日，位于南昌市赣江之滨的
江西省图书馆新馆、博物馆新馆正
式开馆，同时，江西省科技馆新馆部
分场馆也对外开放。新三馆作为
我省投入最多、规模最大、功能最
强、内容最丰富的省级文化设施，它
们的开放标志着我省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江西省图书馆创办于 1920 年，
100年来，六迁馆址，三建馆舍。新馆
藏书量 402万册，电子图书 167万余册，
数字资源 251TB。古籍 37 万余册，已整
理的善本近4万册，古籍藏量居全省之冠，经
史子集四部皆备，每天可接待读者2万人次。

江西省博物馆珍藏着承载江西文脉的 8万余
件文物，藏品
类别有青铜器、
瓷器、书画、革命
文物、杂项等，以青
铜、陶瓷类文物最
具特色，数量多、品
级高，在全国省级博
物馆中具有重要影
响力。

江西省科技馆有全新的儿童科学乐园、特效影院、科普剧场、常设展厅、
科学教育活动室、临时展厅等。新馆实现实体科技馆、流动科技馆和数字科
技馆三位一体。展馆免费对外开放，成为全省公众特别是青少年体验科学
探索过程和方法的科学殿堂。

未来，江西省将把“三馆”打造成为传承文明、启迪智慧、陶冶情操
的精神家园，成为展示文化底蕴、彰显文化特色、坚定文化自信的文化
中心。 （本报记者 钟秋兰）

鼠标轻点，在网上展厅领略全省博物馆的精美展
品；拿出手机，远程使用图书馆的线上资源；坐在电脑
前，看一场戏剧的高清录像……虽然场景转移到了网
络，但在线文化服务，将触角延伸到千家万户，丰富了
人们的“宅”时光。

一场大疫改变了很多，也带来了很多。居家的日
子，最需要以恰当的精神生活来消磨时光。于是，云观
展、云网课、云读书……各种形式的文化生活一夜间冒
出来。各地的图书馆、文化馆，通过自身的App以及微
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开展了一系列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举办各类线上阅读推广活动及线上课堂等，

给全省读者提供丰富多样的精神大餐。
无独有偶，汇聚全省各地博物馆“云观展”平台的

网站、微信小程序也纷纷上线。博物馆集体“网上冲
浪”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参观体验。无论是线上展览，
还是博物馆网络直播，都开拓了观众走进博物馆的新
渠道，为大家感受历史文化提供了新平台。

云端服务精彩纷呈，云上经济同样大放异彩。“云
瓷博会”是去年景德镇瓷博会的最大亮点。由于疫情
原因，瓷博会展位规模较往届更小，交易的客商也较
往届少，但却丝毫没有影响瓷博会的交易额，甚至创
下了历史新高。其原因是全面启动了“云瓷博会”，线
上线下互动，馆里馆外齐发力，瓷博会期间，线上销售
达 50多亿元，线下销售达 7亿多元，充分体现出物联
网对规模性经济的提振作用。 （本报记者 张 衍）

如果说江西省图书馆像航母般承担着大
型社教功能，分散在城市各区域各角落的小而
美图书馆，则从另一个维度打开了文化之门。

你到过分布在城市公园深处的图书馆
吗？你看过图书馆像森林般种满了绿植吗？
你期望成为图书馆的主人当一日馆长吗？

一切都不是梦想。在我们的身边，南昌市
高新区已经先行一步开始了“书香摆渡”。2020
年9月8日，南昌高新区图书馆正式开馆，这是
高新区继瑶湖书房、艾溪湖美书馆之后打造的
又一大文化“网红打卡地”。政府把艾溪湖美书
馆、高新区图书馆等托管给了社会团队运营，这
个“甩手掌柜”不仅没有受到批评，还收割了一
大波赞誉——建设小而美的图书馆，政府通过
购买社会服务，吸引学者、读者与志愿者参与，
完成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共建、共治、共享。

广大市民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在身边
这些小而美的图书馆完成阅读分享，参与读书
沙龙，进出文化讲堂，源源不断地获取了读书的
力量。

一时之间，南昌高新区几个小而美的图书馆成了焦点，
引发话题不断。

小小图书馆带动文化大船乘风破浪，这是政府的智
慧。“托管”图书馆让政府轻装而行，它为各地政府的公共文
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它带来了文化服务方式的创新
及文化服务供给的多样性，为公共文化事业注入了更多新
能量。 （本报记者 钟秋兰）

近几年来，没有哪一个考古遗址发现能有汉代
海昏侯遗址这样引人注目。随着文物出土，沉睡千
年的海昏侯国神秘面纱被层层揭开。

海昏侯这个大“IP”是南昌十大重点文化工程的
“拳头”，海昏侯国考古遗址公园（一期）的建设竣工和
开园开放，成了2020年我省文化大事件。

自2020年9月23日开园以来，它迎来了四方游
客。络绎不绝的人潮，接连不断的文化活动，让海
昏侯遗址公园成了南昌新晋网红打卡地，也为城市
拓宽了“考古+旅游”的主题线路。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占地约12.03平方公里，遗址公
园内的博物馆设有金色海昏、遇见海昏、书香海昏、丹漆海昏等展
厅。开园3个月，遗址公园已接待游客36.49万人次，海昏侯穿越
历史的时空，成了南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2020年 12月，随着南昌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海昏文化课
堂”的开讲，一个活态的博物馆呼之欲出。现场观众可以一边听
志愿者讲解，一边动手拼装海昏侯同款马车。“海昏文化课堂”以
汉代历史文化为背景，围绕海昏侯国遗址出土文物，以文物知识
为切入点，以点带面讲述同类器物的发展史、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普及文物知识，传播海昏侯文化。 （本报记者 钟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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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
强民族强。”2020，全省各地创新文化扶贫手段，以文扶民、以文
富民、以文惠民，让乡亲们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脱贫。

去年，江西文演集团下属5个院团，省歌舞剧院、省话剧团、
省杂技团、省木偶剧团、省京剧团，全年送戏下乡共400多场，其
中在贫困县演出近200场。千姿百态的节目，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

鄱阳县文联把莲花山乡作为扶贫基地，组织艺术家以文艺
的形式把当地优美的生态资源宣传出去，并依托满山遍野的柿
子，策划了“莲花山柿子旅游文化节”。之后，鄱阳湖龙虾节、古
县渡杨梅节、高家岭果蔬节等量身定做的文化节庆活动纷纷绽
放，促进了文艺与经贸联姻，让静静生长的山货“俏起来”，也让村
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作为闻名全国的商业油画集散地，黎川县积极培训农民成为
画师，进驻油画产业园。黎川县华山镇，还把自酿酒水、灌芯糖等当地非遗项目，
作为文化扶贫的一个抓手，村民重拾了传统技艺，产品在指定店铺免费代销。

既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文化有温度，也有力量。
（本报记者 万芸芸）

文
化
扶
贫

云上文化

文化“十三五”

22

55

66

88

99

1010

八零油画学社八零油画学社

省博物馆大厅省博物馆大厅

战战““疫疫””文艺作品文艺作品

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