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宣 传 部

关于对 2020 年度中山市重点文艺项目、
优秀文艺作品等进行公示的通知

市各有关单位：

按照《中山市文艺精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山宣通

〔2020〕38号），市委宣传部会同市文广旅局、市文联等单

位对2020年度申报的22个重点文艺项目、213个优秀文艺作

品、7个文艺名家工作室和19个文艺创作基地进行了前置审

核，邀请省市有关专家对进入评审环节的作品（项目）进行

了扶持等次评定，现对拟扶持的72个作品（项目）予以公示，

（名单附后），如有疑问或其他争议，请于2020年11月30日

前以电话或邮件等方式向市委宣传部反映。联系人：罗筱；

电话：88887411；邮箱：zswycbk@163.com。

（最终结果以公示情况及有关政策规定为准）。

附件：1.2020年度拟扶持的优秀文艺作品

2.2020年度拟扶持的重点文艺项目

3.2020年度拟扶持的名家工作室和文艺创作基地

中共中山市委宣传部

2020年 11月 27日

mailto:zswycbk@163.com。
http://www.fsxcb.gov.cn/gzdt/tzgg/201908/W020190815651188030943.xlsx
http://www.fsxcb.gov.cn/gzdt/tzgg/201908/W020190815651188030943.xlsx


附件 1

2020 年度拟扶持的优秀文艺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门类 申报单位/个人 作品艺术质量、影响力、传播度或所获奖情况

1 长篇小说《托体》 文学 李智勇（马拉） 入选中国作协 2020 年定点深入生活文学作品扶持

2 非虚构散文集《鲍坪志》 文学 谭功才 入选中国作协 2020 年少数民族重点文学作品扶持

3 长篇小说《代理支书》 文学 陈剑兰 入选广东省作协 2020 年重大现实题材扶持

4 长篇小说《余零图残卷》 文学 李智勇（马拉） 获广东省第三届有为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5 《女子力图鉴：潇洒无畏过一生》 出版物 禹媚（慕容素衣）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

6
《归来——大海小小说

精选评点集》
出版物 张海军（大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上、下册）

7 诗集《站在平台看风筝》 出版物 黄廉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8 评论《香山文论》 出版物 阮 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9 散文集《旷野里的露珠》 出版物 萧 飞 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

10 艺术《观照——栖居的哲学》 出版物 洪 卫 获 2019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

序号 作品名称 门类 申报单位/个人 作品艺术质量、影响力、传播度或获奖情况

1 《心中的春天就是你》 音乐 中山市菊城小学 第四届中国小金钟原创金曲榜总决赛冠军

2 《我是你旗帜上的一根丝线》 音乐
中山市文化
艺术创作室

入选唱响“我们这四十年寻找广东原创好歌”征集活动

3 歌曲《十二花谣》 音乐 黄国营 “我和我的祖国——2019 岭南童谣节”音视频特等奖

4 当代舞《三叔公》 舞蹈
中山市岐舞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第二届全国街舞作品优秀奖、2019 省群文作品金奖

5
粤剧《游园惊梦》
《拜月记之抢伞》

戏剧
广东香山粤

剧团有限公司
获文旅部“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戏曲扶持

序号 作品名称 门类 申报单位/个人 作品艺术质量、影响力、传播度或获奖情况

1 电视剧《太行之脊》 影视
广东声屏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该剧 2020 年 8 月在央视播出，申报单位联合出品

2 电视剧《湾区儿女》 影视
中山市镜屏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
该剧 2020 年 6 月份在央视播出，申报单位联合出品

3 纪录片《生死 43 天》 影视
广东声屏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广东省委组织部优秀抗疫短片
入选广播电视总局 2020 年第一、二季度优秀纪录片

4 《一生只为一事来》 影视
广东东方天玺
影业有限公司

第九届中国公益电影节“公益印象奖”，教育部推荐影片

5 微电影《东方佛晓》 影视
广东端美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亚洲微电影节金海棠优秀作品奖

6
公益广告《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树篇》
影视 中山广播电视台

第 25 届中国国际广告节——黄河奖创作类优秀作品；
2019 广东省广播影视评选“电视公益广告”二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门类 申报单位/个人 作品艺术质量、影响力、传播度或获奖情况

1 《仙湖之歌》 美术 罗喜东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进京作品

2 油画《斗木牛》 美术 徐 明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进京作品

3 色粉画《阳光下的秋意》 美术 肖 伟 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4 壁画《飘往远古的琴声》 美术 肖 伟 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5 漆画《延安鲁艺之光》 美术 师雪雁 刘子瑜 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6 水彩《金风玉露》 美术 赵 明 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7 漫画《退休》 美术 邹智怡 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8 《梦的起点》 美术 梁静雯 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省第七届工笔画银奖

9 水彩《和弦》 美术 文军波 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10 水彩《月色》 美术 文军波 入选“祖国笑容这样美”——首届中国水彩风景画展

11 水彩画《逐梦之五》 美术 余镇河
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获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广东美术作品展金奖

12 中国画《逐梦之八》 美术 余镇河 入选“悲鸿精神”第三届全国中国画展

13 陶艺《皇天后土》 美术 李壵儒 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大展

14 陶艺《马赛马拉的阳光》 美术 李壵儒 入选“中国美术世界行 成果汇报展”入会资格

15 中国画《科技·未来》 美术 唐海燕 入选第二届“泾上丹青·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16 中国画《岁月如歌》 美术 唐海燕 入选“出彩郑州·第 5 届中国画线描艺术展”入会资格

17 工笔画《徐悲鸿的故事》 美术 郑红梅 入选“悲鸿精神·第三届中国画展”入会资格

18 工笔画《5G 时代》 美术 郑红梅 入选“时代丹青·全国第三届现代工笔画展” 入会资格

19 中国画《那些花儿》 美术 鲍 琴 入选“时代丹青·全国第三届时代工笔画展” 入会资格

20 中国画《2015 夏日印记》 美术 肖雅丹 入选“时代丹青·第三届全国工笔画大展” 入会资格

21 工笔画《蓄势待发》 美术 黎柯程 入选“时代丹青-全国第三届现代工笔画作品展”

22 工笔画《新来战友》 美术 龙莹婧 入选“时代丹青·全国第三届现代工笔画展”

23 《超越自我，成就梦想》 美术 余烜军 入选“时代丹青·全国第三届现代工笔作品展”

24 中国画《家乡的夏日》 美术 曾伟强 入选第二届“泾上丹青”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25 工笔画《南粤春晖》 美术 徐永前 入选第三届”南田风骨”恽南田全国花鸟画作品展

26 工笔画《清风弄影》 美术 徐永前 入选“客都梅州-风眠故里”中国画展

27 漆画《万物互联 NO.3》 美术 邱长斌 入选第二届中国（宁波）青年漆画大展

28 插画《老鹿王哈克》 美术 林志艺 入选第二届插图艺术展 入会资格

29 油画《与光在一起的日子》 美术 肖力强 第二届广东省美术教师作品展一等奖

30 中国画《园丁园丁》 美术 周 乐 第二届广东省美术教师作品展一等奖

31 工笔画《精致生活》 美术 李鹏飞 第二届广东省美术教师作品展一等奖

32 油画《我们都在默默微笑》 美术 钟春琛 入选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广东省美术作品展

33 岩彩《诗与远方—还有我的书》 美术 黄发策 入选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广东省美术作品展



序号 作品名称 门类 申报单位/个人 作品艺术质量、影响力、传播度或获奖情况

1 雕塑《璞真》系列作品
艺术

设计
李明朗 入选第十一届圣埃蒂安国际艺术节设计双年展

2 海报《AGI 在中国》
艺术

设计
洪 卫 第九届中国国际海报双年展铜奖、德国红点奖

3 海报《NOT TOYS》
艺术

设计
李振铖 入选第九届 CIPB 国际海报双年展、第二十届靳埭强设计奖铜奖

4 设计《玉脂体》
艺术

设计
孙祥国 2020 德国红点奖、获日本字体设计协会 JTA 奖

序号 作品名称 门类 申报单位/个人 作品艺术质量、影响力、传播度或获奖情况

1 书法《陈情表》 书法 岳增武 入选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

2 书法《典论·论文》 书法 覃宇达 入选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

3 书法《鹪鹩赋》 书法 覃宇达 入选全国第三届册页书法作品展

4 篆刻《石翌辰印痕》 书法 石小虎 入选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

5 篆刻《石翌辰朱迹》 书法 石小虎 人选广东省第二届篆刻艺术展

6 篆刻《忠之印迹》 书法 郭忠之(郭芳忠) 人选广东省第二届篆刻艺术展

7 篆刻《李波森朱迹》 书法 李波森 入选第五届中国西部书法篆刻作品展

8 行书《朱彝尊文五篇》 书法 陈剑锋 2019“书圣故里 中国临沂”中国临书大会 第四名

9 《临池随笔》 书法 谢啓彬 入选“文墨同辉——历代景点书法翰墨文章”展

序号 作品名称 门类 申报单位/个人 作品艺术质量、影响力、传播度或获奖情况

1 《战士本色》（组照） 摄影 王国辰（王国臣） 入选第 27 届全国摄影艺术展

2 《歼 20 王者归来》（组照） 摄影 王国辰（王国臣） 入选“大国小家 70 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影像征集

3 《生命拯救交响曲》 摄影 李晓群 入选“我和我的祖国”摄影短视频优秀作品展

4 《人欢鱼跃》 摄影 黄礼初 获 2019 年广东第十五届美术书法摄影作品联展金奖

5 《大地脉动》 摄影 李 旻 美丽中国——2019 旅游人文风光摄影大赛三等奖



附件 2

2020 年度拟扶持的重点文艺项目

序号 作品名称 类别 申报单位/个人 作品或项目简要介绍

1

当代中山文艺名家（第二

辑） 出版物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山出版有限公司

中山文艺家系列（陈锦昌、高永、缪文森、李锡武）

《文化大家王云五》 中山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丛书

2
长篇小说

《与鹭共舞—扶贫战事》
文学 吴奇兵 以扶贫干部十年扶贫心路历程为蓝本创作的长篇小说

3 舞蹈《一“分”就变宝》 舞蹈
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学院

朱东黎编导的环保题材作品。通过幽默、童真的表演，

讲述垃圾分类的故事

4 电影《熊猫少年》 影视
中山市犹龙影视

制作公司

以东升熊猫棒球队为蓝本创作，剧本入选第二届青年

导演“青葱计划”扶持十强作品，本土青年导演李立

志编剧并导演

5
6 集微纪录片

《为了大地的承诺》
影视

中艺龙文化艺术

有限公司

以中山对口帮扶工作组 6 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先进人

物、精彩故事和创新经验为蓝本拍摄，记录扶贫战线

场景，讲述脱贫攻坚的故事

6
系列动画短视频

《香山传奇》
影视

中山市梅尔塞纳

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以系列短视频动画讲述香山人物和事件，利用新媒体

传播人文历史。已推出 12 个专辑、200 余集

7
《成长的美好—中山扶贫

昭通摄影系列》
摄影 中山市文化馆

项目计划利用三年时间，组织中山市文旅志愿者分7 次赴云

南昭通摄影采风创作，讲述中山—昭通“东西协作 共担风雨”

战贫战疫的故事，计划举办文教、医卫、新农村3 个专题大

型成果展。项目入选文化旅游部2020 年“春雨工程”全国示

范性项目名单



附件 3

2020 年度拟扶持的文艺名家工作室

序号 工作室名称 领衔人姓名 艺术专长 领衔人主要艺术成就或影响力

1 朱东黎舞蹈艺术工作室 朱东黎
舞蹈
编导

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获第十五、十六、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节“群
星奖”、CCTV 舞蹈大赛少儿专场金奖、省鲁迅文艺奖等

2 邓志驹粤剧艺术工作室 邓志驹
粤剧
表演

现任广东香山粤剧团有限公司艺术总监、香山粤剧艺术研究院院长，
创作的《血沃共和花》《南国菩提》获 11、12 届省艺术节优秀剧目、
优秀表演等奖项

2020 年度拟扶持的文艺创作基地

序号 基地名称 类别 所属单位或协会 负责人 相关情况介绍

1
电子科大中山学院

音乐表演基地
音乐 电子科大中山学院 杨 希 主要开展合唱艺术表演，有活动场地和演出队伍

2
中山市现代舞

创作基地
舞蹈

中山市岐舞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黄嘉贤
2008 年成立的现代舞培训机构，有全国师资考官资质、为中
山市文旅志愿者团队，骨干成员创作的街舞在省以上专业比赛
中多次获奖

3
中山市大盛文艺

创作基地
美术

中山市大盛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谭来辉
基地在板芙镇，为中山市“共享文化馆”单位。主要从事陶艺
创作，有专业陶艺师和顾问团队，经常开展技能培训教学和创
作交流及公益科普活动，作品多次获国家工艺美术奖

4
中山市粤剧艺术

创作基地
戏剧 中山香山粤剧研究院 黄嘉裕

有活动场地和粤剧专业人员，致力于粤剧艺术的创作演出、教
学展览、人才培养和交流

5
中山市微电影

创作基地
微电影

中艺龙文化
艺术有限公司

陈 实
有专业的拍摄、制作团队和办公场所，创作生产的微电影多次
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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