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员是一种职业，我们这个职业就是创

作人物，而且是鲜活的人物。通过人物，让观

众感受到假恶丑和真善美。但是演员需要明

白一点：人物，不是演员一个人的，是集体创

作， 而且有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就很有影

响。对此，作为演员千万不能自我膨胀。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实习生 薛力毓

我称得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战线的

一名老兵，到现在依然在心里经常哼唱着“追

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那些歌。我们也有

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

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

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

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

然而， 我们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哪能

“两耳不闻窗外事”？近年来，我总有一种“乱

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社会上绯闻、丑闻，花

边桃色；作秀、作呕，低俗恶俗，纷纷闯入眼

帘、聒噪不休，好像这才时髦夺眼球，甚至香

臭不分、法纪不论，越黑越火，让我着实感到

有点寒风飒飒。 一开始， 我以为只是偶然现

象，一笑置之；渐渐地我从一些青少年的反应

和津津乐道里，感到不可等闲视之；最后我感

到冷风刺骨，不能就这样听之任之了。我们好

像不能光看到评了多少奖、开了多少花，而要

真看看移风易俗、社会风尚、流行风味儿了！

更何况在人家不遗余力、重金营造、推而广之

的情况下， 我们有少数人还争先恐后摇旗呐

喊、推波助澜，被市场、收视率牵着鼻子走，还

津津有味、得意非凡，这还有点文艺工作者应

有的良知么？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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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成功试爆了

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

国之后， 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昨

日，来自成都、绵阳、德阳的100多位老兵及

军嫂汇聚广汉， 共同追忆峥嵘岁月。“蘑菇

云下的沙漠在熔化，凝固成坑坑洼洼的玻璃

体。” 这些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面的普通

人，讲述着隐藏在鲜为人知的往事。

欢聚一堂 幕后功臣共庆

昨日上午10时许，在广汉市西外乡的一

家农家乐里， 陆续来了100多位头发花白的

老人。他们，是原核试验基地某部队的老兵

和军嫂， 有的带着相濡以沫的老伴来了、有

的带着膝下孙儿来了。

50年前，225名来自成都、绵阳、德阳的

铮铮男儿远赴新疆罗布泊，参与了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不怕困难、不

怕荒凉、任凭天空多变幻、任凭风暴沙石扬

……”上午10时许，老人们眼含泪花，唱起

了张爱萍将军题词的 《我们战斗在戈壁滩

上》，歌声嘹亮，久久回响。

老兵们介绍，他们中，最少的参加过7次

核爆， 最多的参加过30多次核爆，“时间最

长的有30年的，有个别因病提前退役的都有

4年半。”组织者之一朱奎宝介绍，他们把最

好的青春给了祖国，老兵们都陆续步入古稀

之年。

据介绍，他们曾经参与创建核武器实验

基地，参与地面、空中、地下核爆和导弹靶场

实验。

“当时去哪里、做什么都不知道”

1964年10月16日15时许，一朵巨大的蘑

菇云在罗布泊腾空而起。“50年前的今天，

我们在试验场，听广播里传来‘10、9、8、7、6、

5、4、3、2、1起爆’， 我们只觉得身上被火烧

了一下。看到蘑菇云从场区东方升起，现场

战友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老兵们激动地说，

仿佛50年前的一幕就发生在昨天。

“第一颗用于核试验的原子弹体积大。”

经历了32次核试验的罗顺富记忆犹新，“当

时用卷扬机才能拖动，固定原子弹的架子就

有105米高。”试验工作准备就绪后，罗顺富

与其他工作人员撤离到85公里外的山沟里。

蘑菇云下的沙漠在熔化，一些碳凝固成坑坑

洼洼的玻璃体。从军22年，罗顺富一共立了7

次三等功。

“当时去哪里、做什么都不知道，后来

到了才知道要去新疆罗布泊原核试验基

地。”据现年70岁的陈慎元老人介绍，1963年

12月5日，与他同一批一共225名年轻人应征

入伍，当时也不知道去向哪里，后来才知道

到新疆罗布泊了。

罗布泊的风沙大，昼夜温差也大，甚至

连住房都没有，进入部队后，战士们编了这

样一段顺口溜来形容当地的条件：“天上无

飞鸟，地上无草生。白日烈日晒，夜间风沙盖

……”。

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战士们挖

地窖居住，克服重重困难，扎根下来，完成了

核试验前的工程施工和仪表安装等工程。

“核武研制基地”碑文由他起草

“在出征前，我举着小红旗挥舞，恰好

被纪录片摄像记录下来。” 老兵黄传贵介

绍，因为纪录片的一段镜头成了他人生的插

曲，从此他和宣传文字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黄传贵说，当时他担任核基地办公室最

后一届主任，“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

地”碑文就是由他起草，当时写了817个字。

据介绍， 纪念碑是碑高16.15米， 象征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

原子弹。碑的顶部四面是四只展翅翱翔的和

平鸽，向世人宣告，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发

展核武器宗旨在于防御。碑的顶端是一颗闪

亮的原子弹模型，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在这里诞生。碑的下方每面有9个盾钉，寓意

着36年的光辉历程。 纪念碑坐落在高3.8米

的花岗岩平台上， 四周是大理石方形石柱，

南、北、西三面以铁链相连，东面留有九步台

阶。碑的南北两侧分别是原子弹和氢弹爆炸

时的蘑菇云浮雕。东西两面各有18块花岗石

组成浮雕，象征地处金银滩草原的18个工作

单位。

“当时， 我们厂成立了碑文起草委员

会，我是其成员，碑文由我起草，当时写了

1000多字，后来起草委员会集体讨论，在广

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将字数缩减至几百

字。”黄传贵称。

去年罗顺富回去原来战斗过的地方看了

看，“当年亲手种下的胡杨树一个人已经抱不

下。”而那些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士兵已经老

了，不少人已经离世。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教育部查75高校科研经费

昨天上午，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

近日教育部组织召开直属高校科研经费

管理情况第二批专项检查动员部署会，

要求专项检查对75所直属高校全覆盖。

高校科研经费管理问题客观存在， 与其

讳疾忌医，不如请医问药。

据教育部介绍， 专项检查采取学校

自查和入校集中检查相结合的方式。继

2013年上半年第一批专项检查之后，第

二批专项检查面向30所直属高校， 每校

集中检查一周时间。 重点检查学校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

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的情

况、学校科研经费管理体制建设情况、学

校科研经费预算支出绩效管理情况、学

校履行法人责任情况等。 在检查总体情

况的基础上，针对项目管理、预算管理、

经费使用、 外拨经费等环节分别重点抽

检3至5个科研项目。

通报4起典型案例

1、浙江大学原教授陈英旭将科研经

费划入自己控制的公司， 贪污945万余

元，被判刑10年。

2、北京邮电大学原教授宋茂强借用

他人身份证件办理银行存折冒名领取劳

务费，将68万元科研经费据为己有，被判

刑10年6个月。

3、 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教授李澎涛、

王新月夫妇二人以虚假采购耗材的方式

向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支付264万余元，涉

嫌贪污，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4、山东大学刘兆平采取虚开发票的

方式， 骗取科研经费等公款341.8万元，

被判刑13年。

据法制晚报

六小龄童回忆说， 自己是在13日中午接

到来自广电部门的电话，说接中宣部通知，有

一个比较重要的文艺界座谈会邀请他参加。

六小龄童当时正在上海出差，便连夜赶回，14

日凌晨1点才回到北京，按照会议统一安排住

进了宾馆，“连家都没来得及回。”

第二天早上6点起床，7点，参会人员集体

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后来才知道，这次会

议精挑细选了70多位代表各门各类的文艺界

的代表，包括影视、戏剧、文学、美术、书法、舞

蹈、曲艺等等，几乎囊括了整个文艺界”。看到

这么多德高望重的艺术家齐聚一堂， 六小龄

童说：“我开始感觉到这个会议一定很重要，

但没想到后来开会时这么重要———我们是到

了会场以后才知道习总书记会到会并发表讲

话，他的讲话堪比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是给两个百年定下的大计： 建党100周年，新

中国成立100周年。”

六小龄童回忆说，习总书记的讲话持续了1

小时40分钟，首先请艺术家发言，然后才是自己

讲话，基本没太看讲稿。尤其让他感动的是，习总

书记主动表示，自己的讲话可能有点长，老先生

们如果坐得别扭，可以动一动，去外面休息。

而整个讲话中， 最让六小龄童印象深刻

的，就是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反复提到“人民”

二字。“我听到以后，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

六小龄童说，“这奠定了今后文艺界的走向，

让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这些年来， 六小龄童一直在致力于保护

名著， 发扬西游文化， 呼吁立法保护名著拍

摄，反对过度娱乐化，“唐僧和妖怪有了孩子，

孙悟空和白骨精谈恋爱， 年轻人看了怎么

想？”他说，现在有了中央定下的这个基调，他

更加有信心去大张旗鼓地推动这项事业。

六小龄童说，会议结束后，他告诉习总书

记，自己正在筹备电影版的《西游记》的拍

摄，“他鼓励我多创作关于《西游记》的影视

剧，向海内外传播中华文化。”

开会当天， 六小龄童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

在会场外的照片，他穿着鲜红的外套，身板挺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经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78年11

月10日至12月15日，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

京召开，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即

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

想。12月l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纲领性讲话，

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

告。 在中央工作会议充分讨论并取得共

识的基础上，全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增

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务

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

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

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

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

选举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陈云为

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

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经过这次

全会，邓小平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

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

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

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

的科学体系， 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

问题的讨论， 确定了解放思想、 开动脑

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

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口号， 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

性决策。这次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

之后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

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转折， 开启

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此，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据新华社

解放军四总部：

拟提升使用的干部

作为重点审计对象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解放

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

备部日前联合发布新修订的《军队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为做好新形

势下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提

供了基本依据， 对于健全权力运行制约

和监督体系， 确保军队领导干部依法行

使经济权力， 促进军队作风纪律建设和

反腐倡廉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

解放军审计署审计长李清和向记者

介绍，新修订的《规定》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 对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作了全面改进和创新。《规定》拓展了审

计范围，突出了监督重点。明确军队负有

经济责任的领导干部全部纳入审计范

围，把经济权力相对集中的领导干部、列

入或者拟列入后备的领导干部、 拟提升

使用的领导干部、 一年内达到平时服现

役最高年龄或者任职最高年限的领导干

部、 群众反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经

济责任的领导干部作为重点审计对象，

为实行先审后提、先审后离，防止“带

病”上岗、“带病”提拔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加大对消极腐败现象的查处力

度，《规定》完善了审计内容，严格了审

计处理。把领导干部在经济权力行使、公

共财物使用、公务接待以及住房、用车、

公勤人员使用等方面廉洁自律情况，作

为重点审计内容之一。 建立审计约谈制

度，对性质比较严重的问题，要约谈负有

相关责任的领导干部，给予批评警告、责

令限期整改；完善审计移送制度，达到立

案标准或者处分条件的， 要及时向检察

机关或者纪检部门移送相关材料， 不以

对“事”的整改代替对“人”的问责。

李清和强调，《规定》以命令形式发

布，部队必须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特别

是各级审计部门， 必须按照 《规定》要

求，下功夫审计到位，切实成为各级党委

加强干部管理监督的重要抓手和反腐败

斗争的利剑；同时尽可能早发现、早纠治

问题，防止有些干部犯更大错误。

据新华社

新中国成就档案

昨天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50周年

亲历者讲述“惊世一爆”

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六小龄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总书记鼓励我多创作，

向海内外传播中华文化”

一个是36岁的初中文化的农民网络作家，一个是55岁的全中国观众都熟悉的“美猴王”，15日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文艺座谈会现场。同样在现场的还有

铁凝、阎肃、尚长荣、叶青、李雪健、陈凯歌、冯小刚、顾长卫、陈道明、姜昆、殷秀梅、张抗抗、李谷一、莫言、贾平凹、阿来、迟子建、麦家、范曾、田华、徐沛东、史依弘、陈

爱莲等文艺界代表，到场的还有两位网络作家周小平与花千芳。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了与会者花千芳和六小龄童。座谈会已经结束了一整天，但两位与会者回忆起自己从接到通知到走进会场的种种心情，以及习总书记

一小时40分钟的讲话中的各种细节，仍然激动不已。

昨日，花千芳在从北京回抚顺的高铁上，

不停地接到电话，有媒体约采访的，有亲朋好

友打来的。 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你电话能

打进来不容易。”问他高兴不，他说：“谁遇到

这事都高兴，是吧？爸爸妈妈亲朋好友都打电

话来祝贺啊，他们会分享你这种喜悦。我都不

知道他们更高兴还是我更高兴了。”

花千芳是从中国作协处接到会议通知

的， 他本人是抚顺作协的会员。“抚顺作协是

市作协，中国作协比这高两级呢。他们没有告

诉我是什么会，我以为是学习的会，以为是听

课听讲呢。就告诉我有个会你来参加一下，我

就去了。”

到现场， 看到满场坐的都是文艺界德高

望重的前辈， 花千芳才知道这是一个级别很

高的会议：“到现场什么感觉？ 那个时候很难

形容，我自己都写字，但是我都不会形容……

觉得……非常复杂，不相信这事，都走进人民

大会堂了还觉得这事是不是真的， 我还特意

摸了摸那椅子。”

对于会议的印象， 花千芳回忆说：“习总

书记讲得很好，我记了好多。非常精彩，学习

了好多东西。”

被问及印象最深刻的细节， 花千芳回答

说：“对我来讲，没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因为

习总书记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 他这个讲话

是对中国日后文艺创作方向定一个调子，每

一句话都很重要。” 有没有想过自己发言？

“没有。坐在那听我都很高兴。”

会议结束后，习总书记和花千芳握手。当

被问及习总书记这次谈话有没有影响到自己

今后的创作道路，花千芳说：“现在有点发梦，

没太想。现在还在高兴呢，我手都没洗。”隔一

会儿又说：“回家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

吧，该怎么写东西怎么写东西吧。”

至于为什么在这样一个艺术家云集的文

艺界座谈会上， 会出现花千芳与周小平两位

年轻的网络作家，花千芳自己是这样理解的：

“在网络上，网民发出共同的声音引起了国家

的重视，才找了两个代表，我跟周小平。”

花千芳，1978年出

生，原名宁学明。长期活

跃在美言、天涯、铁血等

著名论坛的爱国主义网

络作者， 抚顺市作家协

会会员。

初中毕业， 外出打

工十年， 之后返回家乡

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

自治县务农， 养鸡、种

地，从事网络写作，成为

抚顺市作协会员。 代表

作有网络连载小说《我

们的末日》、《我们的征

途是星辰大海》， 博文

《是谁扭曲了你的信

仰》和《击溃抹黑中国

的这条战线》等。

2014年10月15日，

以网络作家身份参加中

央文艺工作座谈会。

花

千

芳

六小龄童， 本名章

金莱，1959年4月12日

生于中国上海， 祖籍浙

江绍兴。中央电视台、中

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演员

剧团国家一级演员。

1982年，六小龄童

在二十五集大型神话电

视连续剧《西游记》中

主演孙悟空一角， 荣获

年度中国飞天奖的特别

奖、 金鹰奖最佳连续剧

一等奖。凭借《西游记

续》 中孙悟空一角，荣

获2000年度由中央电

视台颁发的全国十佳优

秀演员奖。

六

小

龄

童

文艺工作座谈会

发言摘编

“总书记的讲话是对中国日后文艺创作方向定一

个调子，每一句话都很重要。”

“现在有了中央定下的基调，我更加有信心去大张

旗鼓地推动西游文化这项事业”

阎肃，河北保定人，

1930年5月出生， 现为

空政原歌舞团编导室一

级编剧，专业技术一级，

文职特级， 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

阎

肃

“社会上绯闻、丑闻，低俗恶俗，纷纷闯入眼帘，让

我着实感到有点寒风飒飒。”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从古至今，那些伟大的作家们，从未放

弃他们对家国天下、 对民族命运的责任，他

们作品呼应着人民的忧乐，深沉地表达着把

中华民族从根本上凝聚在一起、 使人们向

上、奋进的思想和情感。

如果为了利益而摒弃传统文化， 如果

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最后底线无法坚守 ，

那么艺术舞台将逐渐被欧美所取代， 非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非中华文化的载体将

大行其道，那是我们不愿见到的。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叶辛

今年，我写作了长篇小说《问世间情》，写

的是进城打工一族中时有所见的临时夫妻现

象， 又有人劝我说， 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支

流。 但是我看到生活中有过这种烦恼的感情

经历的男男女女， 像生活中漩涡般打转转似

的情景，这是一种新的矛盾，处理好这样的矛

盾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意

。

据人民日报

原子弹就在身后爆炸

没考虑危险不危险

1963年底， 洛阳矿山机器厂吊装技术员杜

学友和工友们再次坐上西行的列车。与6年前一

样，得到的通知依旧是“去前方”。

最终的目的地是比金银滩更西更北的新疆

罗布泊。短短几个月后，一座高102米、共计8600

多个部件的铁塔， 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竖立

起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在这里试爆。

后来的官方数据显示， 和杜学友一起在此

参与原子弹安装、调试的工作人员共有5058人。

1964年10月16日清晨6时30分，原子弹插接

上了雷管，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我是最后

撤离的几十人中的一个， 当时没想到原子弹就

在自己身后爆炸，没考虑危险不危险，只觉得时

间过得太慢。”杜学友说。

杜学友和同伴们撤离到距离爆炸点60公里

外的白云岗观测点，现场见证了原子弹爆炸。

16日15时许，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

腾空而起。“我当时高兴得啥都顾不上了，直接

摘掉了防护眼镜，扔掉了帽子，和认识的不认识

的战友们一起欢呼。 后来还是在旁边一位军人

的提醒下，又戴上了防护眼镜。我到现在也不知

道那位军人的姓名，但很感谢他，当初要不是他

提醒，我眼睛很可能出问题。”杜学友说。

当晚， 中国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

消息。“我也是通过广播才最终确认了一年多

来从事的工作其实就是原子弹研制， 可见当时

保密到了何种程度。”刘兆民说。他在爆炸一个

月后才在211工厂放映的内部纪录片中看到了

那朵蘑菇云。

据新华网

铁凝 尚长荣

尚长荣

叶辛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李雪健

李雪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

沾满了铜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