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
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说出了我们文艺
工作者的心里话，也为我们今后的文艺工作
指明了方向。特别是总书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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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文艺的根本性的问题，人民需
要艺术家，艺术家更离不开人民，我们自身
就是群众中的一员，心里就要装着群众，就
要为人民群众奉献最好的精神食粮。

一年来，我们文艺界反复学习总书记的
讲话精神，越来越深刻地领会到，只有人民
才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按照总书记的
要求，我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一方面向人
民学习，搜集创作素材；一方面深入基层参
加惠民演出，为群众送去欢笑。今年，在中
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实的带领下，我
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来到武警“猎鹰
突击队”，开展了以“到人民中去”为主题的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在训练场，观看了

战斗射击、匕首格斗术等多项军事科目表
演，并和在场官兵进行了书画、声乐、舞蹈、
曲艺、朗诵、摄影等文艺交流，对他们创作的
评书、曲艺故事等进行了辅导。在辅导过程
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的作品，来自
生活，真实感人，反映了战士们热爱祖国、能
打胜仗、艰苦奋斗、保家卫国的战斗风貌。
看到战士们的张张笑脸，我体会到，只有下
基层，才能体会到人民的需要，更能感受到
文艺家肩上责任的重大。

今后，我要继续与广大艺术家一道高扬
民族精神和时代的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辛勤劳动、努力创作，做时代优
秀文艺家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最近几天最近几天，，多种形多种形

式的文艺展示活跃在舞台上式的文艺展示活跃在舞台上、、陈列在美术馆陈列在美术馆、、亮亮

相于繁华街道的橱窗里相于繁华街道的橱窗里。。这是一年以来艺术家这是一年以来艺术家

与人民交心与人民交心、、与生活对话结出的累累硕果与生活对话结出的累累硕果，，更是更是

他们回归初心他们回归初心、、回报沃土的一次远行回报沃土的一次远行。。

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只有厘清这个问题只有厘清这个问题，，

才不会在遥远的征途中迷失才不会在遥远的征途中迷失、、偏航偏航。。从社会主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组歌交响音乐会到优秀基层书法义核心价值观组歌交响音乐会到优秀基层书法

家创作成果展家创作成果展，，一件件浸透着人性温度的作品一件件浸透着人性温度的作品，，

一首首传递真善美的歌曲一首首传递真善美的歌曲，，重现了文艺的朗朗重现了文艺的朗朗

天空天空，，也让心中的声音更加坚定也让心中的声音更加坚定：：人民艺术家从人民艺术家从

人民中来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人民是沃土人民是沃土，，是空气是空气，，

是养料是养料，，是文艺工作的出发点是文艺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也是落脚点。。

在过去的一年里在过去的一年里，，文艺工作者换上朴素的文艺工作者换上朴素的

衣装来到生产衣装来到生产、、生活一线生活一线，，沉下心来沉下心来、、俯下身俯下身

子子，，就是为了让自己离人民再近一些就是为了让自己离人民再近一些、、离生活离生活

再近一些再近一些。。曲协名誉主席刘兰芳走进北京胡同曲协名誉主席刘兰芳走进北京胡同

为人民讲述自己的成长之路为人民讲述自己的成长之路，，画家许江走进葵画家许江走进葵

花园与花农共话生命之美花园与花农共话生命之美，，深入生活深入生活、、扎根人扎根人

民不仅是某一时期的热词民不仅是某一时期的热词，，更化作艺术家生命更化作艺术家生命

的肌理的肌理，，滋养出一件又一件有筋骨滋养出一件又一件有筋骨、、有道德有道德、、

有温度的作品有温度的作品。。

文艺这艘大船要扬帆远航文艺这艘大船要扬帆远航，，需要每一名文需要每一名文

艺工作者为它注入强劲动力艺工作者为它注入强劲动力，，这动力之源就是这动力之源就是

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文艺的兴衰不仅关乎文艺的兴衰不仅关乎

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更关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更关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只只

有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有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认识

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文艺工作才能文艺工作才能

忠实而能动地把握时代脉搏忠实而能动地把握时代脉搏，，深刻而精准地反深刻而精准地反

映社会存在映社会存在，，热情而艺术地铭记人民心声热情而艺术地铭记人民心声，，广泛广泛

而持久地塑造民族精神而持久地塑造民族精神。。

““凡作传世之文者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

一年多来一年多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把深入生活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把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作为一场心的冶炼扎根人民作为一场心的冶炼。。在北京最繁华的在北京最繁华的

商业街区西单和王府井商业街区西单和王府井，，一批反映高铁建设一批反映高铁建设、、大大

漠深处石油勘探漠深处石油勘探、、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大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大

题材的摄影作品让人们思考题材的摄影作品让人们思考、、回味回味。。一件好的一件好的

作品作品，，脐带通着人民脐带通着人民、、根茎连着社会根茎连着社会。。如果每一如果每一

个艺术家都抱着一颗为国分忧个艺术家都抱着一颗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悲为民解难的悲

悯之心悯之心，，庸俗庸俗、、粗糙粗糙、、冰冷的作品自然就会离我冰冷的作品自然就会离我

们越来越远们越来越远。。

一路走来一路走来，，一路收获一路收获，，这收获里有鲜花掌声这收获里有鲜花掌声

也有更高的期待也有更高的期待。。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走到哪里，，时常闻一闻时常闻一闻

人民的气息人民的气息，，听一听人民的心跳听一听人民的心跳，，摸一摸人民的摸一摸人民的

脉动脉动，，艺术这棵大树才能枝繁叶茂艺术这棵大树才能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生机勃勃。。

无论走得多远无论走得多远，，把人民装在心里把人民装在心里，，牢记为人民抒牢记为人民抒

写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宗旨为人民抒怀的宗旨，，才能创作才能创作

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

走得再远也别忘了初心走得再远也别忘了初心
□ 陶陶 然然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
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
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深刻指出，一定要高
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

近一年来，全国文艺界疾风劲吹，气
象一新，文艺创作及生产、文艺鉴赏及文
艺评论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特别是文艺
评论工作受到全社会更加广泛的关注和重
视，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精神振奋，愿意
为文艺事业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奖优罚
劣等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文艺评论界奋发前行之时，文艺评
论阵地的建设也加快了脚步。记者从中国
文联获悉，为了切实加强改进文艺评论工
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将在全国范围内
建立一批“中国文艺评论基地”。日前，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辽宁省文联、苏州
市文联等 22 处首批“中国文艺评论基地”
已经正式授牌。在全新的起点上，中国文
艺评论事业将向更高、更远、更新的目标
阔步迈进。

弘扬主流价值观。“要以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
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
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
文艺批评的方向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文艺评论的导向性十分重要。中国
文联副主席夏潮认为，无论是文艺评论的
课题研究还是研修研讨，都要把正确的导
向放在首位，都应着眼于为加强改进文艺
评论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学术支撑和人
才支撑。同时，要强调文艺评论的当下
性、实效性，要多围绕那些对当代中国文
艺实践具有强烈引导和推动意义的课题开
展深入研究，多关注当下的文艺思潮、作
品、现象和人物，多分析当前文艺发展面
临的挑战和问题，多鼓励和开展有针对性
的“批评”，多提出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
文艺事业有参考价值的建设性对策建议，
以开创文艺评论新风。

要有批评精神。文艺评论贵在批评精
神，要敢于鉴定和评判文艺现象的价值高
低、品质优劣或风气好坏。北京大学艺术
学院院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
一川说道，今天的文艺评论应及时研究新
的文艺现象并评判其高低优劣，旗帜鲜明
地表达批评者的价值立场和观点，发挥文
艺评论应有的裁判台作用。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
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
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金
无足赤、人无完人，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
东西呢？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

行。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
能越来越好。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
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

‘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
的留下来吃’”。因此，文艺批评应当理
直气壮地运用真善美的标准去履行批评和
表扬、赞美和反对等职责。

引导文艺健康发展。随着时代的发
展，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
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
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
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
欣赏习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文艺
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
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机械化生
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
决需要充分发挥文艺评论褒优贬劣、激浊
扬清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评
论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
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
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
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
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只有这样，文艺
评论才能真正实现引导文艺创作、探索文
艺规律、推介优秀作品、提高鉴赏水平的
重要意义，“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
的中国文艺批评家才能大量涌现。

文化是根还是沙
□ 吕彦妮

《文 明 之 花》《平 等 之 爱》《爱 国 之
恋》⋯⋯随着一首首优美旋律的流淌，10 月
15 日晚，“向人民汇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组歌交响音乐会在清华大学唱响。

“此次音乐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歌的
首演，运用交响组歌的音乐形式，展示涵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 字内容的 13 首原
创歌曲。”词作家王晓岭告诉记者，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文艺工作者
们十分激动，这台晚会正是音乐人领会、落
实座谈会精神的一个具体行动。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
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
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
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
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
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
废萎靡之风。“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
传世之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
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
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
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要用自己的作
品春风化雨般滋润读者、听众、观众的心田，
使优秀的价值观念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
值追求。”王晓岭认为，在培育和弘扬主流价
值观的思想指引下，作为一名军旅歌曲词作
家，就是要高举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

眼下，在有些文艺作品中，不乏调侃崇
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
雄人物的调调，这个现象必须警惕。据王晓
岭介绍，今年以来，全军围绕“新一代革命军
人样子”展开了大讨论，就是要通过这样的
讨论，深化英雄主义的教育意义，培养有灵
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
人。在这个过程中，文艺作品起到了凝聚人
心、激扬浊清的重要作用。去年，王晓岭创
作了《我们从古田再出发》这样一首宣誓军
队信念信仰的歌曲，号召全军将士“把使命
和责任担起来，把军队样子立起来！”

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
是爱国主义。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
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晓岭说，他接下来
的创作中，将用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
希望通过音乐的传唱，增强每一个将士、每
一个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文艺评论要有批评精神

□ 李 哲

去年十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文艺座谈会一
周年之际，我在北京观赏了一出名为《诺玛
阿美》的舞剧，只为能寻找到一些无愧于我
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这几年频繁地看到外国引进的各种
“经典”、“先锋”、“大师”舞台作品，越看越
为植根中国本土的久远深邃的艺术样式感
到些许“不公”。去年在乌镇戏剧节的街头
表演中看过湖南湘西巫傩文化的“咚咚
推”，大为震动。那种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语言、题材，于久居城市的我来说是陌生而
富于魔力的，又因为同宗的华夏文明滋养，
在理解和接受上并无障碍，观后陡增对本
民族文化的自信。

我知道，像这样的文化瑰宝，中国还有
很多很多。去年陈丹青就在乌镇有言，望
戏剧可以开示众人，提醒大家向内看，多多
看到中国乡野文化中隐藏着的美和艺术。

哈尼族对我来说
是足够遥远和神秘的
了。他们祖居于云南
红河和澜沧江一带，有
自己的语言。爱劳动，
爱过节，爱弹琴跳舞。
崇拜自然和祖先，信奉
人灵魂不灭。他们对
梯田的建设已经达到
山上山下水系自循环
的程度。重视火把，将
其视作生命延续的征
兆 。 爱 喝 酒 ，自 由 恋
爱，姑娘出嫁前要哭三

天⋯⋯那是完全区隔于现代文明的一条生
命脉络，值得我们双手捧着一颗敬畏的心
去靠近。

《诺玛阿美》故事取材于哈尼族传说，
映照出了哈尼人的勇敢、坚定，随时可以从
头再来的决绝。“诺玛阿美”，有点像“香格
里拉”，一个美好的信仰。家族的土地被外
族侵略，便倾其所能奋起反抗，土地和至亲
陨落，他们就继续往前走，找寻，重建。

尤其喜欢导演对一些“小而重”的道具
的运用。父亲在战斗中死去，儿子埋葬他
的弓箭以告慰。外敌再入侵时，儿子扒开
土地拿回父亲的兵器再出征。儿子也死
去，还有儿子的儿子，埋葬父亲的兵器，牢
记祖先的训诫。

这令我不自觉地回看自己，感叹故居
的拆失和家族的逐渐消逝。想到年迈的奶
奶在爷爷去世后孤独地活着，常常念起整
个家族，说，等她有一天走了，这片云便散

了⋯⋯
优秀的文艺作品的价值就在于此。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文艺深深融入人民
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
望、爱与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
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

演出当日，坐在旁边座位的是一位在
云南本地工作的摄影记者，一直敬业而专
注地端着相机，几乎全程都在透过相机的
取景器看戏。至戏末，哈尼族先人经过一
场漫长的迁徙抵达红河岸边，眼见水流湍
急，欣喜所至，过往一切杀戮和悲伤都可以
得到宽慰，自此可以休养生息了。她放下
相机，眼睛微微眯着，再睁开时，眼眶里噙
着泪。在这个距离声色犬马的现代都市那
么远的边疆小城里，我觉得自己离某种纯
粹的文化意志，那么近。

戏末与导演简短交流，本想向他讨问
更多关于哈尼族人的故事和他创作采风时
的轶事，不曾想，他却告诉我，当地人事实
上已经很少再按照祖辈的习俗日常过活。
村子里，除了老人，年轻人平时也极少再穿
民族的精致服饰，大多数人也已经下山去
打工，务农的人少之又少，连那美丽的梯
田，也几乎开始变为专为游客开垦和展示
的景点。

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去批判什么。经
济的线性发展无可厚非，有了现代化生活方
式，还有多少人愿意过农耕火种的原始生
活。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是根还是沙，
一个单独的个人没有决定的权力。只希望
像《诺玛阿美》这样的作品可以再多一些，时
常提醒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是可以依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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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放歌抒怀
□ 敦 临

中国曲协名誉主席刘兰芳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
□ 姜天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