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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位于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前革水泥厂
旧址的缘起·1983（大连）文化创意产业园，
近两年成了摄影爱好者的拍照打卡地。

始建于 1983 年的前革水泥厂，于 2011
年政策性关闭后留下一片废旧的老厂区。
2014年，这里开始规划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
项目，并列入甘井子区重点建设项目，目标
是通过对老工业厂房和厂区的创意改造，打
造大连文化新地标与东北工业遗址转型升
级典范。

经过几年的建设，缘起·1983（大连）文
化创意产业园环境招商工作取得突破性进
展。目前，已签约金星马术少儿培训和艺术
摄影项目、白酒制作体验坊项目、忆述影视

文化传媒等项目，此外，特斯拉汽车等项目
正在洽谈签约和建设。

这里，是甘井子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
缩影。

甘井子区文化资源丰富，区内有4个国
家级、10个省市级古代文明遗址，8个省、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3个星级旅游
区、4个海滨浴场、若干个城市公园，以及高
尔夫、马术、滑雪和温泉等特色资源，还有文
化馆、博物馆、体育场馆等公共文化资源。
甘井子区发挥资源优势，把文化产业作为转
型升级的优势产业、生态文明的先导产业，
加快推进文化和产业融合发展。

为做强文化产业板块，甘井子区制定中

长期规划，成立创意文化产业协会，吸纳文
创骨干企业 60 余家，设立文化产业发展资
金，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抵押质
押担保等服务。

不断优化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加快了
产业集聚。缘起·1983、金阿山艺术馆、“甘
井里·东市”、梧桐之恋等一批文创项目应运
而生。大连广告创意产业园现已入驻大连
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
院创客空间及其十余个创客项目、爱奇艺新
媒体合作基地、软通动力等 40 余家创意型
项目及企业。上半年，全区文旅产业总收入
达到73.5亿元，同比增长12.6%，为全区经济
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兴产业 为区域经济转型插上“文化翅膀”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甘井子区
政协牢记肩负的文化使命，在甘井子区建设
现代化新城区进程中，把“凝聚文化共识，坚
定文化自信”作为重要抓手，创新工作视角，
主动担当作为，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
势，按照区委、区政府部署要求，积极牵头打
造五大文化品牌，为提升甘井子区文化底
蕴、建设文化强区贡献力量。

打造“甘井子赋”品牌。聘请当代著名
辞赋家、中国诗赋学会秘书长孙五郎创作
了《甘井子赋》，用短短 1000 余字，高度概
括铺叙了甘井子这片土地的历史、地理、
人文，以及甘井子人筚路蓝缕的壮美奋斗
历程。成赋后，发动全区开展广泛宣传，
摄制《甘井子赋》专题宣传片，印发 10 万余
份《甘井子赋》文化宣传品，推动《甘井子
赋》进校园、进社区、进工厂、进机关。甘
井子区政协承办《甘井子赋》知识竞赛，参
赛选手总计 3600 余人，参与观众 12 万余
人，成为甘井子区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
参与层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
大的主题知识竞赛。通过学赋、背赋、比
赋，进一步激发了全区上下了解家乡、热爱
家乡、奉献家乡，以及“文化自信，从我做起”
的热情。

打造“文化通览”品牌。甘井子区有
6000多年的历史，但大量丰富的文化资源长

期以来散落在浩如烟海的史料文献和各种
物证中。甘井子区政协充分借鉴山东沂水
和省内浑南、皇姑、绥中等县区政协文史工
作经验，和辽宁师范大学合作，特聘6名专家
学者，调动全区各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计
划用 3 年左右时间，编纂完成 300 万字左右
的《甘井子文化通览》及系列丛书，系统整理

甘井子地区文化脉络和近现代文化成果，抢
救文史资料。此项工作于 2018 年 4 月正式
启动，现已建立纸质文档、书籍信息、电子资
料 3 个档案库，出版了《图说文物甘井子》，

《甘井子文化通览》综合卷、古代卷、近代卷
和《惊天怒潮——“四二七”罢工纪实》将于
今年年底前问世。

打造“楹联文化”品牌。甘井子区政协
以传承中华经典、讲好甘井子故事为落脚
点，牵头举办“联赋甘井子”全国楹联征集大
赛和“华亿杯”夏家河子海滨景区全国征联
大赛，共征集楹联7500余副，分别在学校、社
区、企业等单位中建立42个甘井子区楹联文
化活动（教育）基地，打造夏家河海滨公园、
西郊国家森林公园等全国性楹联文化地
标。今年9月，甘井子区荣获“中国最佳楹联
文化区”称号，成为全国第三个、东北首个获
此殊荣的行政区。

打造“政协书画”品牌。发挥政协组织
团结统战作用，成立甘井子区政协书画院，
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团结艺术界人
士”为宗旨，致力于全区书画艺术繁荣发展，
助力人文甘井子建设。书画院成立以来，相
继举办了“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甘井
子赋》系列主题书画展、“爱我家乡”——《甘
井子赋》主题系列书画艺术作品展、百副楹
联书法绘画展等活动，充分展现了甘井子区
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

打造“和勰之声”品牌。主导成立“和勰
之声”合唱团，以甘井子区政协委员、各民主
党派成员、工商联企业职工及和勰企业家协
会会员为主体，以培养政协组织中合唱爱好
者为目标，持续举办文艺培训、演出比赛等
活动，有力推进了文化政协建设。

发挥人民政协的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

五大品牌提升甘井子文化底蕴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听一曲敦煌绝
唱，扬一骑大漠飞沙。9 月 30 日晚，由大连古
典管弦乐团、大连爱乐红星合唱艺术团和大连
青韵室内乐合唱团共同带来的大型交响合唱

《梦回敦煌》在金三角剧场精彩上演，全场近
500 名观众沉浸于美妙的敦煌音乐盛景中。本
场演出的成功举办，也将甘井子区“我和我的祖
国”主题系列演出活动推向高潮。

大型交响合唱《梦回敦煌》是大连籍作曲家
应甘肃省歌剧院邀请创作的一部具有原创性、
地域性、仪式性的音乐作品，由大连籍著名作曲
家郑冰作曲，青年词作家王彬作词，指挥家周
楫、郑冰执棒，大连古典管弦乐团倾情演绎。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甘井子区委宣
传部、区文旅局、区文化教育事业服务中心、区
文联联合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
实践活动，组织开展歌舞、音乐、戏曲、朗诵、书
法、美术、摄影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展演，唱
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主旋律，讴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
深情回顾了70年来甘井子区发生的崭新变化，
体现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党的无限忠
诚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活动从今年 4 月份启动，共计演出 282 场
次，演员及观众人数达 24 万人次。同期还举
办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征文、主题
展览以及名家讲座等活动。活动期间，甘井子
区干部群众以各种形式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献上了最真挚、最美好的祝福。

大连籍作曲家
原创作品《梦回敦煌》上演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在成功获批
“中国楹联文化区”的基础上，国庆前夕，甘井子
区喜获“中国最佳楹联文化区”称号，成为全国
第三个、东北首个获此殊荣的行政区。

近年来，甘井子区扎实推进楹联文化建设、
普及和楹联品牌塑造等工作。成立了甘井子区
诗辞联赋协会，目前有会员160余人，其中中国
楹联学会会员60人。楹联文化研究、宣教队伍
不断壮大，群众性楹联赏析和创作不断普及，基
层楹联文化阵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目前，全
区共建立各种各级楹联文化活动基地40余个，
开展楹联创作、征集、展示、交流等活动数百场，
楹联文化氛围日益浓郁。

在甘井子区喜获“中国最佳楹联文化区”称
号的同时，该区营城子街道、革镇堡街道、辛寨
子街道、红旗街道、大连湾街道被授予“中国楹
联文化街道”称号；区图书馆、区少年宫被授予

“中国楹联教育中心”称号；兰亭小学、锦华小
学、营城子中心小学、辛寨子中心小学、实验小
学、明德小学、蓝城小学、椒房小学、红旗中心小
学、革镇堡中心小学、大连湾小学、嘉文小学被
授予“中国楹联教育基地”称号。

未来，甘井子区还将全力推动楹联文化进
校园、进企业、进社区，发挥诗辞联赋协会作用，
开展特色文化活动，深化“铸品牌、兴文化、强自
信”主题。

荣获
中国最佳楹联文化区称号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由甘井子区文
化和旅游局、甘井子区文化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大连丰元文化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大连杂
技团、大连歌舞团、大连艺术学校、大连万众舞
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及大连金三角剧场管理
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 2019 甘井子区惠民艺术
节开幕式晚会《遇见滨城，用艺术点亮生活》日
前在金三角剧场举行。整场演出文艺形式丰富
多彩，原创舞蹈、歌曲独唱、杂技等颇具地方特
色的节目依次上演，赢得现场观众满堂喝彩。

本届惠民艺术节旨在利用甘井子区各类优
质演出资源，围绕区域文化优势和旅游特色，瞄
准市场需求，打造旅游经济，特别是“夜经济”的
增长点、提振市场的发力点、服务民生的加分
点、提高城市知名度的着力点，推进大连文化旅
游名城建设。惠民艺术节采用儿童剧、音乐剧、
话剧、舞台剧、综艺晚会、公益演出、经典诵读7
项艺术表演形式，涵盖了《梦中童话》《丝竹管
弦》《剧说很好看》《朗读者》四大主题。

为有效解决剧场座位数量无法满足更多市
民观看需求及场地受限的问题，惠民艺术节运
用甘井子区数字文化馆教学系统和腾讯视频平
台，使未能到场的百姓在街道、社区通过电视、
电脑、投影仪等媒介就能实现与剧场网络平台
的无缝链接，从而达到同步观看演出的效果，受
到辖区观众的欢迎。

举办惠民艺术节
推进文化旅游名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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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大连市甘井子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实施文化强区
战略。区委、区政府以“满足全区
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为目
标，坚持文化惠民、文化益民、文化
利民原则，不断加大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丰富文化产品供给，提
升文化服务能力，大力发展文化产
业，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目前，甘井子区已基本建成覆
盖辖区的文化设施和服务网络，为
全区人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
品和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文化惠民工程扎实推进，辖区
群众尽享文化福利。文化产业加快
集聚，区域文化品质不断提升，“全国
文化先进区”名副其实。

一个与现代化新城区相匹配
的文化强区正在崛起！

“硬功夫”锻造“软实力”
——大连市甘井子区推动文化强区建设纪实

曹颖华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区域亮点 LIANGDIAN

▶全国文化先进区
▶中国最佳楹联文化区
▶辽宁贝雕之乡
▶区图书馆、文化馆获国家一级馆

称号
▶区图书馆获“全国最美基层图书

馆”称号
▶5个涉农街道文化站获“国家一

级文化站”称号

位于金三角广场的甘井子区文化馆，内
部大剧场、小剧场、数字文化馆互动体验区、
非遗展览厅及舞蹈（综合）排练室、儿童活动
室、老年活动室、阅览室、大教室等群众文化
活动厅（室）一应俱全。除节假日外，这里的
电子阅览、数字文化馆体验等全都免费开
放。作为东北地区首家数字文化体验馆，虚
拟实境、VR 运动健身、AR 儿童教育等给人
们带来互联网 时代的新体验。

作为文化馆核心组成部分的金三角剧
场，更是甘井子区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这
座装备先进、设施完善、功能齐全、服务周到
的新剧场，是东北地区设施完备的中小型剧
场之一，已成为甘井子区文化建设的新地标。

全新升级的文化馆是甘井子区建设惠
民公共文化设施的代表作之一。近年来，随
着市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与日俱增，甘井
子区下大力气加强文化阵地建设，密织覆盖
全区、功能完善、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设施
网络。

甘井子区把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纳
入现代化新城区建设整体规划，逐年加大对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先后规划、
新建、改建了多个公共文化场馆：投资 1 亿

元建成东北地区规模最大、设施最全的县区
级公共图书馆，于2016年获评“全国最美基
层图书馆”称号；投资3600万元对区文化馆
进行升级改造；全区 14 个街道文化中心和
社区（村）文化体育多功能活动室建设、室外
文化体育广场建设实现全覆盖；城市街道文
化站文化设施基本达标，5个涉农街道文化
站全部被评为国家一级文化站。甘井子区
还积极构建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筹
资为辅的文化建设投入格局，梧桐之恋文化
园区、金阿山艺术馆等一批社会力量参与建
设的公益性文化设施，有效地弥补了公共文
化设施总量不足的问题。

目前，甘井子区共有各类公共文化体育
场（地）馆 1635 个，室内文化体育设施 231
个，室外文化体育设施 711 个，各类公共文
化体育设施齐全、覆盖面广、功能完善，文化
馆、图书馆、体育场、健身中心、街道综合文
化站（文化中心）、社区（村）文化体育活动
室、文体广场、体育公园、健身路径等公共文
化体育设施遍布全区城乡，形成500米公共
文化服务圈，群众出户500米就能享受到公
益性文化设施提供的服务，为开展形式多样
的文化体育活动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强阵地 建500米“服务圈”让文化触手可及

市民李佳是金三角剧场的忠实粉丝，从
剧场 2017 年全面改造升级后，到这里看演
出成了她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剧场离家
很近，这里硬件设施一流，演出品质高，每年
推出惠民卡，可以优惠换票，不用总是大老
远跑到中山广场看演出了。”为让市民走进
高雅艺术殿堂享受惠民演出，近两年金三角
剧场逐步提升演出内容，增加艺术门类，歌
舞剧、交响乐、话剧、儿童剧等各类演出，吸
引了一批观众。

剧场文化深入人心，群众文化红红火火。
近年来，甘井子区立足群众文化需求，依托完
备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精心烹制不同口味
的“文化大餐”，打造惠民文化、品质文化。

每年春天，来自甘井子区 14 个街道的
民俗、舞蹈、锣鼓、秧歌等各具特色的群众
文化队伍，数千名演员会集文化广场，开展

“春之鼓舞”广场文化展演，这项被省委宣
传部命名为辽宁省公益文化品牌的活动自
2009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10 届。以“春
之鼓舞”为开端，夏季开展“鼓乐大赛”，万
余人活跃于各行各业的鼓队中，威风锣鼓、
长穗花鼓、东北锣鼓、海娃锣鼓、盘鼓吸引
了从 6岁娃娃到 75岁的老人。秋季开展外

来务工人员系列活动，下工地进行慰问演
出，办培训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专门面向
农民工搞比赛，举办“建设者之歌”、农民工
家庭才艺大赛等活动；冬季开展“百人书福”
活动，年终岁末，百名书法爱好者现场书写

“福”字和贺年春联送给市民，传递新春美好祝
福。这项贯穿全年的“四季汇和谐”文化品牌
活动深受群众喜爱，获评全国文化馆站优秀
文化品牌。

在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过程中，甘井子
区注重引导文化从娱乐转向民众教育，从为
爱好者提供舞台转向为辖区居民提供文化
滋养。为提升全民文化素养，甘井子区文化
馆、图书馆分别开展“甘文有约”“明珠讲坛”
公益文化讲座，每年举办 300 余场，以影响
力强、涉及领域广、内容丰富受到广大读者
的青睐，成为甘井子区文化惠民工程的重要
品牌。

“邻里一家亲”“经典阅读伴我成长”“世
界读书日”“市民外语广场”“元宵灯谜秧歌
会”……近年来，甘井子区惠民文化服务品
牌不断涌现，影响力不断提升，随手可得的

“文化食粮”，让文化的种子在甘井子区百姓
内心悄然生根发芽，幸福感与日俱增。

树品牌 烹“文化大餐”让群众品幸福味道

甘井子区文化名片

▶原创舞蹈《蝴蝶兰》获第十届中国
艺术节优秀演出奖

▶舞蹈《秧歌情》获全国百姓健身操
比赛一等奖

▶“太阳雨”教师清唱团获得第八届
全国音乐大赛金奖

▶群众文化品牌活动“四季汇和谐”
荣获全国文化馆站优秀文化品牌

▶群众文化活动“春之鼓舞”获评辽
宁省公益文化品牌

▶“邻里一家亲”群众文化品牌荣获
辽宁省公益性文化品牌称号

甘井子区文化荣誉榜

拥有“全国最美基层图书馆”称号的大连市甘井子区图书馆。 甘井子区委宣传部供图

演员在晚会上朗诵《甘井子赋》。 毕 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