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主体名称

1 昆剧《国风》 北方昆曲剧院

2 京剧《李大钊》加工提高 北京京剧院

3 京剧《施青天》 百纳嘉利（北京）剧场管理有限公司

4 北京曲剧《离婚》 北京市曲剧团有限责任公司

5 京剧《茶馆》 北京正在上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京剧《秋瑾》 中国戏曲学院

7 话剧《雷雨·后》 北京央华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8 话剧《开饭！》 北京福寿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 话剧《北京，北京》 北京时代立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 话剧《二马》（加工提高） 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

11 话剧《上甘岭》 北京巨龙世纪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12 话剧《大徽班》 北京集贤弘艺文化中心

13 话剧《疫栈》 哲腾（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4 话剧《札幌冰血情》 北京蓝森林国际影业有限公司

15 话剧《马沙雷的春天》 北京厚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6 民族管弦乐《漫弹》 北京民族乐团有限责任公司

17 民族管弦乐《中国故事之三：薪火相传》 北京雅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8 交响乐《环球音乐之旅》 西区爱乐（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9 交响乐《交响京津冀》 中央芭蕾舞团

20 交响乐《冰雪相约》 北京声线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

21 综艺表演形式《筝戏雅乐·京剧古筝音乐会》 北京京剧院

22 舞剧《瑞鹤图》 北京舞蹈学院

23 舞剧《曹雪芹》 北京海淀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24 音乐剧《冰雪精英》 北京文投互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5 音乐剧《新华报童》 北京甲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6 音乐剧《小鸟天堂》 北京虹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一）大型舞台艺术作品

一、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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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主体名称

27 儿童剧《小糖果的大森林》 华艺浩天（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8 儿童剧《冰球少年》 优品辉煌（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9 儿童剧《米小圈之李白白不白》 九旭一格（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 儿童剧《雪立方》 北京桂湘文化艺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1 儿童剧《冰梦岛》 北京科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2 小剧场戏剧《福寿全》 北京福寿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3 小剧场戏剧《两个人的春运》 哲腾（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4 跨界融合戏剧艺术《京城大运河》 北京交响乐团

35 跨界融合戏剧艺术《柒》 中央民族歌舞团

36 跨界融合戏剧艺术《补天变形记》 喜年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7 跨界融合戏剧艺术《经·山海》 北京唐影众线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主体名称

1 小舞剧《一刻》 北京舞蹈学院

2 杂技《华彩北京》 北京杂技团

3 群众文艺作品《生活是首歌》 北京市大兴区文化馆

4 小舞剧《进化论--共生》 北京凤朝阳文化发展公司

5 皮影《八臂哪吒城》 北京范氏皮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6 小戏曲《虫生》 九天星韵（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7 独奏曲《天地人和》 北京民族乐团有限责任公司

8 歌曲《Together/与你同在》 北京九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 歌曲《我们相信》 北京市丰台区文化馆

10 歌曲《我们都有梦》 中国传媒大学

11 歌曲《苍茫》 北京民族乐团有限责任公司

12 民乐小合奏《西行》 中央民族大学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主体名称

1 评剧《老烧锅》 北京凌空评剧团

2 舞剧《天路》（文华大奖） 国家大剧院

（二）小型剧（节）目作品

（三）配套奖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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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主体名称

3 舞剧《天路》（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国家大剧院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主体名称

1 2020中国（北京）演艺博览会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2 2020第四届老舍戏剧节 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

3 打开艺术之门 北京保利紫禁城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4 2020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 北京希肯琵雅国际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 第四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 北京天桥演艺联盟

6 第五届山水戏剧周 北京百恒盛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 2020年北京喜剧艺术节 北京东方文化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8 “荣庆学堂”——北方昆曲传统折子戏专场演出推广活动 北京国图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9 “致敬新时代”——志愿者艺术团系列公益演出 北京演出行业协会

10 “魅力国乐京津冀——民乐名家系列”公益文化艺术活动 北京保利紫禁城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11 献礼建党100周年——京剧《大钊先生》巡演 北京市京昆文化艺术团有限公司

12 青山绿水“乐”课堂——音乐家走进北京山区中小学系列活动 北京青年报

13 “非遗传承，国粹展演”系列惠民演出活动 北京国声京剧团

14 北京的旋律——音画中国唱片线上线下展 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

15 中国戏曲艺术展览 国粹传承（北京）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16 温情满人间——抗击疫情曲艺作品展演 北京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会

17 对岸·2020当代青年工笔画提名展 中国艺术研究院

18 五十六个民族图腾艺术社区巡展 北京歌华文化研究发展中心

19 致敬初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艺术特展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 Kids` Power2020第三届今日公共教育儿童作品展 北京今日美术馆

21
笔墨当随时代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当代书画精品交流展
北京伊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2 河流石不转——北京大运河书法遗迹展 北京崇贤馆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3 信仰之火 红色记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24 中国梦 冬奥情——非遗点亮冬奥，匠心助力传承文化推广活动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 看见与传承——北京胡同文化主题推广活动 北京东方嘉诚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6 话小康·庆丰收·京郊游——非遗美食文化主题系列活动 北京清大创新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第 3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主体名称

27
古都新韵 匠心传承——2020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非遗创新发展系列推广活动
北京燕京八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8 《我的桃花源》京郊文化旅游推广 北京广播电视台

29 “周末艺聚——传播时代精神 共创艺术天桥”艺术推广活动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30 程韵流芳艺术沙龙 中国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

31 京报历史馆·北京中轴线系列文化沙龙 北京日报社

32 首博“匠心雅集”文创特展 北京首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3 顺天应时——二十四节气非遗沉浸式数字艺术展 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国农业博物馆）

34 动漫让非遗“活”起来——2020京津冀非遗动漫沉浸式体验展 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

35
千年水道 文明纸现 ——大运河文化非遗纸艺展

暨系列手作体验活动
北京敬人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6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巡展第一季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主体名称

1 荣庆学堂昆曲表演人才培养 北方昆曲剧院

2 老北京子弟八角鼓专项人才培养 北京市曲剧团有限责任公司

3 儿童剧编导人才培养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

4 青年导演专项人才培养 北京青年戏剧工作者协会

5 魔术艺术人才（中国戏法）高级研修班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6 北京文化艺术运营人才培养 北京国际设计周有限公司

7 戏剧制作管理人才培养 宽友（北京）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8 韩世昌北方昆弋剧目艺术人才培养 北京宏声试音商贸中心

9  北京生态涵养区林杂木材料工艺品创意设计人才培养 北京林业大学

10 中国珠算文化在传承 北京珠算心算协会

11 中国现代舞编创人才培养 北京中舞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12 "泥人张"彩塑（北京支）艺术传承人才培养 北京工业大学

13 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艺术设计人才培养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

14 新技术赋能下的媒体创意设计人才培养 中国传媒大学

15 高精尖产业文化科技融合创意设计人才培养 北京市技术创新服务中心

16 诵读艺术师资人才培养 中国传媒大学

17 传统金属手工艺创新设计人才专项培养 北京联合大学

三、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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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主体名称

18 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 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

19 京剧行当艺术名家高校传艺 北京九州放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 音乐剧《加油女孩》艺术教育实践 中国传媒大学

21 梅韵流芳—校园传承版梅派艺术经典 北京戏曲评论学会

22 儿童剧《山海经·杏林传说》艺术教育实践 北京融合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23 民族管弦乐组曲《追梦红楼》艺术教育实践 首都师范大学

24 古琴教育传习创新人才培养 北京乐器学会

25 青年戏剧创作人才孵化工程 北京央华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6 中央芭蕾舞团芭蕾创意工作坊 中央芭蕾舞团

27 传统文化艺术人才新媒体能力培训及优秀剧目融媒体传播 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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