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受深

受鼓舞

谈理解

说打算

03

2014年10月17日 星期五

要闻

又一个文艺的春天来了

成都文艺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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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15日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后，在成都文艺界引发强烈反响。成都市文化局、成都市文联、成都市作家协会、成都市美术家协会、成都市书法家协会、

成都市音乐家协会、成都市川剧院等文艺机构、院团，以及成都艺术名家们备受鼓舞，感到“很振奋、很温暖、很有希望”。

昨日上午，成都市文化局组织在武侯祠碧草园参加2014年成都市文化局舞台艺术创作工作座谈会暨专家咨询会的省市专家、市属演出研究机构负责人，认真学习了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将文艺工作者的认识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的同时，对下一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进行了安排部署。

市文化局局长王进带领大家学习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力争创作更优秀的作品。同时表示，市文化局将在近期再组织一次专题学习，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还要求各演出单位要充分发动

和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讲话精神，对照精神谈体会和明确方向，要求各演出单位结合精神进一步梳理2014年和2015年的创作工作，制定和完善更加符合讲话精神的创作计划。

国家一级编导、著名话剧导演、曾执导过话剧《死水微澜》的查丽芳说，“总书记的讲话就是我们创作的导航仪，点亮了文艺创作者的梦想，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备感温暖。”国家一级编剧谭

愫则说：“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非常振奋，十分激动，文艺更美好的春天来了，作为一个老剧作家，我要努力创作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成都市音乐家协会常务

副主席、秘书长赵正基：

“争创思想性、观赏

性统一的佳作”

“我感到非常振奋！感觉看到了希

望，看到了梦想！”成都市音乐家协会

常务副主席、 秘书长赵正基昨天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仍难掩激动之

情。 他表示，“习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提

到，把文艺创作的社会效益放到首位，

同时也把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相结

合，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

了铜臭气，说得真是大快人心。”赵正

基认为， 文艺作品首先要起到团结人

民的作用。

“前几年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过分

强调经济效益， 我觉得冲淡了社会效

益，我们要扎根生活，深入生活，深入

群众。这一点我们市音协做得比较好，

每年我们都要组织我们的中坚作者深

入工厂、农村、部队等地区和单位进行

采风。每年我们都会召开创作研讨会，

对当前的热点问题进行研讨。 文艺创

作离开了生活就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

木。我们还要牢记创作是中心任务，自

觉承担起这个重任， 充分利用我省的

文化资源进行创作， 来体现民族精神

和时代特征， 特别是要体现成都的魅

力。” 赵正基结合自己的音乐实践，表

示要充分利用音乐艺术创作和音乐人

的独特视角创作出反映当代的精神和

梦想。“力争高起点、高定位，力争创作

出思想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佳作，是成

都音乐人应尽的责任。”据悉，市音协

已经连续开了25届创作会， 累积原创

作品16000多件， 为提高成都的知名

度、 丰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做出了

贡献。

成都市川剧院常务副院长

陈巧茹：

“坚定了对川剧传承

的信心”

陈巧茹正在忙着排练即将去美国

演出的川剧《欲海狂潮》，“今天在排练

时，大家都在讨论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是说到我们心里去

了。” 陈巧茹说， 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

后，自己有两点感受，一是文化艺术的

创作要踏踏实实， 要创作扬善惩恶，弘

扬真善美的东西，“川剧是四川的一门

传统艺术，很通俗接地气，但现在有一

些演员，用川剧的表现手法低俗地呈现

出一些为了逗乐而逗乐的语言、桥段。”

陈巧茹说，这就是典型的为了迎合而低

俗，“川剧人应该反对这样的形式。”

第二， 文艺工作者不能沾染铜臭

气。 从艺30多年的陈巧茹结合自身经

历说， 自己之所以能在川剧不景气的

情况下坚持那么多年， 并有了一些成

绩，就是因为对传统艺术的喜爱。陈巧

茹称，自己也有过迷茫，比如上世纪90

年代，经济突飞猛进，但传统艺术很失

落， 成了过时老土的东西，“这些年传

统艺术对我人生价值观的引领， 让我

坚持了下来。”

陈巧茹称，习总书记的讲话，让她

坚定了要对川剧传承经典、发展创新的

信心。第一，思想性和艺术性要结合好，

“不是单纯的说教，文艺作品首先要让

人看得进去，对观众的心灵启迪一定要

真，人物形象要鲜活。”陈巧茹说，第二，

文艺工作者踏踏实实创作，坚持艺术性

和思想性统一，“传统剧目有很多好的

剧目，如何把传统的挖掘出来，用现代

的思维结构和艺术形式来展现？”陈巧

茹称，这些都是川剧人所要思考的。

成都市作协主席、《青年

作家》主编梁平：

“又一个文艺的春天

来临”

昨日， 成都市作协主席、《青年作

家》 主编梁平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习总书记的讲话在广大文

艺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都感

到， 又一个文艺的春天来临。“在这一

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国际国内形势，面

对社会转型以及飞速发展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我们党为文艺工作者进一

步确立了方向， 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希望。”梁平说。

梁平谈到，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强

调的几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

一， 我们的创作要为人民而创作。第

二，创作是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任务。第

三，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习总书记

的讲话点到了整个文艺工作者们的穴

位，从这次座谈会看得出来，习总书记

对整个文艺工作的形势和文艺工作者

出现的问题，看得很清楚，现在很多文

艺工作者不能够静心创作。 由于市场

的冲击，很多文艺工作者对于“作品是

文艺之本” 这个概念很长时期已经模

糊和淡化，有的甚至是一切在向钱看，

这个问题不解决，文艺工作者、作家、

艺术家根本不可能静下来， 去创作无

愧于这个时代的、充满生命力的作品。

最后，梁平谈到下一步，市作协将

把这个讲话作为以后工作的根本，包

括成都市作协的文学杂志 《青年作

家》，不能仅仅以市场为目标，要努力

办出文学品质。让作家真正静下心来，

抓住创作根本， 明白创作是文艺工作

中心。在这一时代的作家，应该更有使

命感和责任感。

激动人心，鼓舞人心，温暖人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

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

就没有生命力。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

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

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反复研读了这字字珠玑的话，

成都市文化局局长王进昨天一直难掩激动。在昨天的成都市文

化局2014年舞台艺术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王进动情地表示：“今

天凌晨3点半醒来就再也睡不着，虽然天气转冷，但心里很暖。”

习总书记的讲话如春风拂面、润泽心田。王进及众多参会

的艺术名家、文艺工作者都认为，习总书记的讲话从根本上明

确了文艺工作者的工作方向，阐释了文艺家该为谁创作，该如

何创作的问题。 王进昨天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市

文化局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梦宣传，坚持出人出戏，出精品和群众思维，通过不断创新

机制和手段，认真组织和具体指导全市艺术工作，使全市的文

化艺术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舞台艺术作品的创作生产，文化

艺术人才的培养，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等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

神快乐。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

术个性进行创新。” 如何深入学习和领会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如何将这些指导性意见和接下来的文艺工作

结合？王进表示，根据2014年文化艺术工作计划，年底前我市还

将新创推出川剧《薛宝钗》、杂技剧《平凡与梦想》，继续加工

修改大型汉藏羌彝民族交响音画《土风》、曲艺小话剧《天府的

笑声（第一季）》，新创演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友

善主题专场文艺节目，启动京剧《落梅吟》的创作工作，继续开

展贯穿全年的各类文化惠民演出活动特别是新创剧目的演出；

完成并出台推动我市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政策，积极做好新声

剧场落成的演出、新年音乐会以及2015年工作的策划筹备工作

等。目前基本确定拟创作排演的剧（节）目有：川剧大幕戏《陈

麻婆传奇》、中型木偶剧《绿野仙踪》、音乐剧《康定情歌》、曲

艺专场《天府的笑声》第二季；创作川剧《爱情天梯》《琵琶

记》《回锅肉》《明月梦》等13个剧本；复排提升话剧《死水微

澜》、儿童京剧《她从雪山走来》；还要为2016年培育5个新创剧

目，新创推出5～6个杂技舞蹈节目。

在大型艺术活动方面，精心策划和组织实施第六届中国成

都非遗节的文艺演出活动；积极组织全市各级各类演出研究机

构参加国家、省级重大艺术活动，比如组织川剧《尘埃落定》参

加中国戏剧节； 继续承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各项惠民演出活

动，继续举办2015年国家舞台精品成都演出季等深受群众欢迎

的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举办新年惠民音乐会《天府之梦》《怒吼

吧，黄河》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音乐会、优秀青年编剧专场

演出和川剧大师系列活动，还要支持川剧社会文化团体开展川

剧创作和演出活动；组织四川名歌名曲《乡音乡情》演出等。条

件许可的情况下，力争和中国文联主办全国“荷花杯”古典舞

比赛。

王进表示，在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鼓舞和引领下，市文化

局今后一个时期，将积极围绕建设“文化之都”的目标，按照以

改革促发展的思路，抓住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调动国有与民

办两大力量，进一步做好全市的艺术创作生产等各项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成都市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汪邦军：

“搞好对成都历史

文化的创作”

“听了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后，很受鼓舞，感觉很

振奋，很温暖。”成都市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汪邦军表示要认真学习、提高认

识。“认真学习就是要认认真真学，反

反复复学，要学透，要把精神领悟准确，

结合我们的业务和工作来学习。听了他

的讲话后， 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动力，

同时我们也感到了工作有压力。这个事

情要落实到我们成都市文艺工作的实

际。以习总书记的讲话来审视我们自身

的思想和我们的工作，看我们有哪些认

识不到位或是认识有偏差的地方，或是

我们的工作不得力和不完善的地方。我

们要以总书记的讲话去思考我们在工

作上、认识上、思想上的一些差距。”汪

邦军表示，接下来要根据习总书记的讲

话， 把工作进行梳理，“要扎实搞好工

作。文联是党与艺术家联络的桥梁和纽

带，要搞好联络、协调和服务。特别是关

于成都的历史文化， 要清理我们的思

路，认真搞好创作工作，还要把展览、舞

台艺术等工作做好，为艺术家们提供好

的演出、展览条件。总书记最后强调要

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造劳动，深化文化

改革，要出新品，出人才。”接下来，文联

要根据相关的工作进行深入思考，把工

作做得更好。“我们要通知各区市县的

文联工作者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对习总

书记的讲话进行学习和领会。”

成都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成

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刘正兴：

“艺术要走进生活，

贴近人民群众”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成

都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成都文艺志愿

者协会主席刘正兴结合自己的艺术实

践和工作， 表示自己在认真阅读了习

总书记就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后，“彻夜难眠，感触万千。习总书记

的讲话为我们文艺工作者在新时代文

艺创作再次指明了方向。”

总书记的讲话明确指出： 人民是

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一旦离开人民，

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

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

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

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作为一个绘画

艺术家，刘正兴长期深入高原民族地区

进行采风，“每一次创作都得到了当地

群众的帮助和支持。 记得在2011年10

月， 我在四川甘孜康定呷巴乡草原上，

举行了一次个人高原油画展，获得了藏

族同胞的极大喜爱，他们向我提出了很

多很好的建议，使我从中受益。从那以

后， 我的油画创作又取得了很大的进

步。”刘正兴表示，这次总书记的讲话

使他更加明白，作为美术工作者，需要

传递给大众的是美，即是精神触动与感

官快乐的集合，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情感表达。“艺术家必须建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走进生活，贴近人

民群众，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必须以

传递正能量为目的。”

成都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舒炯：

“经济价值不是艺术

的根本”

“我在学习了习总书记在全国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后， 备受鼓舞。”成

都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舒炯昨天在接受成

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我们的艺术

界有浮躁、 不深入生活和人民的现象。

“有一些还太看重个人利益，把艺术金钱

化，物质化。艺术就是一个不断修炼不断

提升不断净化心灵的过程， 怎样的作品

能鼓舞人？怎样的作品能打动人，怎样的

作品又能在思想上起到净化的作用？我

们身边的一些艺术工作者，有能力，但可

能在方向上错了，太功利。如果艺术变成

了纯粹的商品，变成了功利的产物，那艺

术就失去了艺术的本质。 经济价值不是

艺术的根本。”作为书法家，舒炯从长期

的艺术实践和工作中得出， 艺术之所以

能打动人，就是因为它来源于人民，来源

于社会，既然来源于人民和社会，那它就

要回报人民、回报社会，艺术就要和生活

融为一体，根植于生活。

“艺术不能成为水面的浮萍，我们

要搞清楚艺术究竟是在为谁服务？带着

功利心去进行艺术创作，一定不是真正

的艺术， 是伪艺术， 是去完成一件商

品。”舒炯表示，还将组织艺术家们进行

一系列的学习和讨论，拿出切实可行的

方案，“探讨如何让优秀的艺术、富有社

会责任感的艺术、正能量的艺术占领艺

术高地、艺术市场，将那些负面的、功利

性的艺术创作赶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

文艺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精辟阐述了文艺“以人

民为中心 ” 的根本方

向，明确提出了文艺弘

扬 “中国精神 ”的历史

使命，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为文艺工作划定了

基本遵循、为文艺工作

者标注了价值航标。

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努力创作更多无愧

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的

要求，正是希望文艺工

作者， 感国运之变化、

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

之先声，以文艺更好地

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

国力量。

优秀文艺作品，反

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

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文艺园地百花竞

放 、硕果累累 ，呈现出

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

然而也不可否认，文艺

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还

存在有数量、 缺质量，

有高原 、 缺高峰的现

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

问题。凡此种种都警示

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

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

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

艺就没有生命力。只有

深深融入人民的生活，

关注普通人的顺境和

逆境、 梦想和期望、爱

和恨、 存在和死亡，关

注人类生活的一切方

面，才能让更多人在文

艺作品中找到启迪，从

精神生活中获得教益。

72

年前，延安文艺

座谈会开启了人民文

艺 的 崭 新 纪 元 ；

72

年

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

谈会，必将引领文艺工

作在新起点上实现新

跨越。

人民日报评论员：

创作更多

无愧于时代的

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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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邦军 刘正兴 舒炯

赵正基 陈巧茹 梁平

成都市文化局局长王进：

激动人心

鼓舞人心

温暖人心

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