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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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设施逐步完善
2020年9月27日，江西省图书馆、江西省

博物馆两馆新馆同日开馆，备受社会关注。
2015年，省委、省政府决定建设由省图书馆、省
博物馆、省科技馆三馆组成的江西省文化中
心。三大文化建筑互为依托互相呼应，成为江
西最新的文化地标，这是我省文化设施建设的
亮点之一。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江西
省美术馆……一批文化新地标陆续开放。

不仅省级文化设施得到提升，全省各地
也打造了一批公共文化新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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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2月，全省共建有
公共图书馆 112 个，文化馆 114 个，国有美术
馆 45 个，乡镇文化站 1561 个，村（社区）基层
文化中心20686个，主城区和中心镇15分钟、
一般村镇 20 分钟的“公共文化服务圈”初步
建立。

这些文化设施，既美了城市的“颜值”，又
提了城市的“气质”，还丰富了群众的“文化菜
单”。从家门口的城市书房，到乡村的农家书
屋；从博物馆、美术馆，到艺术节、戏曲节、旅
游节，再到“云课堂”“微讲堂”……公共文化
服务丰富多彩，让人们深切地体会到文化让
生活更美好。

——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2019 年 7 月 23 日，第七届江西艺术节绚

丽绽放。这是目前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
的文化盛事，也是群众参与最广的文化盛宴，
活动之丰富，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
前所未有。

“十三五”期间，我省成功举办全国采茶
戏会演、全国高腔优秀剧目展演、第六届和第
七届江西艺术节、汤显祖戏剧节暨国际戏剧
交流月、全省脱贫攻坚主题舞台艺术优秀剧
目展演、全省抗疫主题优秀美术作品展等一
系列展演展览活动，极大丰富了全省人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2020 年以来，受疫情影响，
我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积极探索，开展线上文
化活动，将触角延伸到千家万户，丰富了人们
的“宅”时光。

同时，全省各地也积极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广泛开展“百姓大舞台”“文化进
万家”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尤其是变政府“端
菜”为百姓“点单”，将一道道文化大餐送上
门，大大提升了服务效能。“十三五”以来，我
省公共文化品牌亮点频出，4 个设区市列入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8
个项目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项
目，5 家单位纳入全国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
机构功能融合试点单位。

——文化精品层出不穷
艺术之花，绽放赣鄱。“十三五”以来，全

省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行动，创作出一批有
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其中，赣
南采茶歌舞剧《永远的歌谣》获中宣部第十四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采茶畲歌
剧《热血山哈》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
演银奖。赣剧《瓷·心》、赣南采茶戏《一个人
的长征》、话剧《哭之笑之》、宜春采茶戏《月照
山乡》等一批原创剧目入选国家级舞台艺术
扶持项目。舞蹈《青花瓷》、旴河高腔·乡音版

《牡丹亭》、弋阳腔《方志敏》等多个优秀剧
（节）目亮相国家级展演平台。2016 年至
2019年，我省共77个项目获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资助金额达 4645 万元，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我省艺术创作生产的整体水平。2020年，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一部部文艺精品还是
鱼贯而出。

“十三五”期间，我省创新文化投入模式，
设立江西文化艺术基金，激发全省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江西文化艺术基金是全国第三
只、中部地区第一只省级政府文化艺术类基
金。此外，我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完善
艺术创作生产机制，建立健全集体组织下的
主题文艺创作机制，推动文艺事业加速发展。

——文化产业硕果累累
江西文化资源丰富，“十三五”以来，我省

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19年，全省文化
产业法人单位达 3.76 万家，其中规模以上文
化企业1595家，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1904.42 亿元，同比增长 17.3%，增
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3 个百分点，居全
国第四。据国家统计局统一核算，2019 年
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为 986.81 亿元，比上
年增加 132.81 亿元。按现价计算，同比增
长 15.6%，占 GDP 比重为 4.0%，比上年增加
0.2 个百分点。2020 年突发的疫情让文化
产业受到较大影响，面对压力和挑战，我省
正面应对，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突破重围，收
效明显。2020 年前三个季度，全省规模以
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继续呈现良好的发展态
势，实现营业收入 1561.20 亿元，按可比口
径计算，同比增长 16.6%，增速较上半年提
高 1.2 个百分点，比全国增速高 17.2 个百分
点，增速居全国第二位。文化新业态特征
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483.12 亿元，增长91.0%。

“十三五”期间，我省加快实施文化企业
上市“映山红行动”，全省共有上市文化企业
7 家。2019 年，营业收入超 10 亿元的文化企
业共 22 家、超 5 亿元的文化企业 65 家。同
时，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步伐加快，5家园区被
认定为首批省级文化产业园区，景德镇陶溪
川文创街区命名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全国仅9家。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政策的支持，我省积极构建“1+N”文化经
济政策体系，加快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成效显著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全省第三

次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达 3 万多处，全省
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登录文物32.75万件/
套。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获
批，成为国务院批复设立的首个文化旅游类
试验区；赣南围屋、景德镇御窑遗址、万里茶
道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4 处大
遗址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全省共有
343个中国传统村落。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
古发掘囊括全国考古领域所有奖项，鹰潭大

上清宫遗址考古发掘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拥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区 1个、实验区 2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70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60项，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70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 477 人，拥有国家级非遗生产保护示范基
地4个、省级示范基地60个。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2019 年 1 月，省文
化和旅游厅在全国率先成立革命文物处。积
极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制定

《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实施方案》，进一步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
保护和利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保
护利用工程经验成为全国示范。全面推进红
色标语保护利用，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全省
35 处不可移动文物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入选数量居全国第 8 位；11 市 87 县列
入国家首批公布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
县名单，占全国总数的 15.8%。博物馆建设
和使用成效明显，全省有各级各类博物馆
181家，馆藏文物达64万余件。4个博物馆陈
展获得全国年度十大博物馆陈展精品奖。
2019 年，全省 166 家博物馆推出各类陈列展
览680个，累计接待观众3360万人次。

——文化“走出去”步履铿锵
“十三五”期间，省文化和旅游厅按照省

委、省政府扩大双向开放的要求，积极响应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搭建平台、拓宽渠
道、整合资源等手段，扎实推动江西文化“走
出去”。“十三五”以来，我省共组织开展了 64
批次文化交流合作项目，涉及642人次。

着力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平台建设。我省
与原文化部在葡萄牙合作共建里斯本中国文
化中心。该中心作为国家级展示平台，是中
国政府在葡萄牙设立的官方非营利文化机
构。除了承建中国文化中心，我省还积极参
与文化和旅游部“部省对口合作计划”，不断
承接国家对外文化交流重点项目。着眼对外
开放大局，我省不断自主推介江西优秀文化
交流项目并使之“走出去”。如今，越来越多
的江西优秀文化品牌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

文化之光耀赣鄱文化之光耀赣鄱
——回眸回眸““十三五十三五””江西文化发展新成就江西文化发展新成就

中华自古尚文化，赣鄱从来重精神。
“十三五”以来，全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守正创新，强化文化担当，在厚
植人文上求突破、下功夫，大力推动红色文
化、绿色文化、古色文化在新时代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十三五”以来，江西大力推进文化发展

繁荣，全面推进文化建设与发展，群众文化
生活丰富多彩，公共文化服务趋于完善，艺
术创作活力充分显现，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成效显著，对外交流与合

作步伐加快。
特别是2018年出台《关于加快文化强

省建设的实施意见》以来，我省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决策部署，着力推动江西文化繁荣兴
盛，凝聚起建设文化强省的磅礴力量，激励
全省上下朝着建设文化强省目标奋力前行。

文化强省，鼓角争鸣，响彻赣鄱大地，催
人奋进。

回首过往，我省推进文化强省建设铿锵有
力、强势跃进；展望未来，还需全省上下携手并
力，绘就更加绚烂多姿的文化强省画卷。

“十四五”时期是我省文化旅游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建设文化强省、
旅游强省的冲刺关键期。“十四五”如何开好
局起好步？全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将紧贴实
际，突出特色，策划实施一批引领作用好、落
地见效快、带动作用强的重大项目、重要举
措，奋力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

——构建公共服务新空间。完善公共文
旅设施网络，新建省文化馆新馆、省非遗展示

馆，加力推进 15 分钟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圈建
设。抓好国家级、省级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
构功能融合试点、党的基层阵地资源整合试点
工作。

——推进文艺精品迈上新台阶。制定出
台《江西省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实施
意见》，加快建立并完善剧本创作、剧目生产、
剧场布局、演职员激励等长效机制。实施文
艺精品创作计划，加强重大现实题材、重大革
命题材、重大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实施地方
戏曲振兴工程，策划举办全国采茶戏会演等
重大展演活动。

——推动遗产保护利用新发展。扎实推

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高标准推进
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
继续推进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
依托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历史
文化名城，加快培育成全国一流乃至世界级的
优秀传统文化体验区。实施江西文明探源工
程，建设江西南方汉代文化研究中心。

——拓展文化交流新渠道。建设江西“中
华文化走出去”项目库，持续举办“一带一路”
江西文化国际巡展、特色文化交流展等品牌文
化交流活动。推动抚州设立国家级汤显祖国
际戏剧节和戏曲文化生态保护区。加快建设
省部共建葡萄牙里斯本中国文化中心、新西兰

江西文化中心。
——培育壮大市场新主体。实施“龙头培

育”计划，培育一批骨干文化和旅游企业、国家
级省级文化和旅游产业园区（基地）。实施“孵
幼扶小”行动，孵化一批小微文化和旅游企
业。进一步推进文化和旅游企业“映山红行
动”，争取4到6家文化和旅游企业上市。

——打造文旅融合新标杆。实施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工程。基于我省底蕴深厚的
中医药文化资源优势，联合知名中医院、高校、
科研院所及专家力量，打造一批国家级中医药
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制定“红色旅游研学示范
基地”“红色旅游优质服务示范景区”等评定标

准，创新举办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打造红色
旅游首选地。

——畅通文旅消费新循环。创建一批国
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试点城市、省级文化
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打
造一批集美食、娱乐、购物、休闲为一体的城市
夜间文旅消费示范区、集聚区和文旅综合体，
加快建设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重要基地。

新的目标在召唤，新的希望在升腾，建
设文化强省，期待着我们再出发、再奋斗、
再超越。

（本版文图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提供）

文化的沃土上，繁花满枝

希望的田野上，再攀高峰

《《永远的歌谣永远的歌谣》》剧照剧照

第七届江西艺术节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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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大地上，鼓角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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