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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 ， 需要强
大的精神支撑 ； 一个国家的发展前
行， 离不开文化的呵护滋养。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是
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 ， 需要坚
忍不拔的伟大精神 ， 也需要振奋人
心的伟大作品 。” 在中国文联十大 、
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 ， 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 高度评价广大
文艺工作者在各个历史时期作出的
重要贡献 ， 深刻分析我国文艺事业
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 对广大文
艺工作者更好肩负历史使命提出了
殷切希望， 是新时期加强文艺工作、
推进文艺事业的纲领性文献 ， 必将
鼓舞和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
更多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 无
愧于我们这个伟大国家 、 无愧于我
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优秀作品。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
业 ， 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
线 。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工
作 ，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
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 《中共
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
意见 》 出台 ， 我国文艺界展现出新
的面貌新的气象 ， 广大文艺工作者
奏响了时代之声 、 爱国之声 、 人民
之声， 为人民提供了丰富精神食粮，
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魅力 。 实践
充分证明 ， 广大文艺工作者心怀祖
国人民 、 响应时代号召 、 追求艺术
理想 ， 是一支有智慧有才情 、 敢担
当敢创新、 可信赖可依靠的队伍。

“文之为德也大矣 ， 与天地并
生者何哉？” 回望历史， 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绵延发展 、 历经挫折又不断
浴火重生， 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

力支撑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 ， 也需要精
神文明极大发展 。 广大文艺工作者
高擎民族精神火炬 ， 吹响时代前进
号角 ， 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 、 展
现人民奋斗 、 振奋民族精神 、 陶冶
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 ， 才能为人民
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 ， 为民族描绘
更加光明的未来 。 坚定文化自信 ，
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 ； 坚持服务人
民 ， 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 ； 勇于
创新创造 ， 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
创新发展 ； 坚守艺术理想 ， 用高尚
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 ， 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四点嘱托 ， 广大文艺工作
者就会胸中有大义 、 心里有人民 、
肩头有责任、 笔下有乾坤。

文运同国运相牵 ， 文脉同国脉
相连 。 广大文艺工作者深深懂得 ，
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
没有文化自信， 不可能写出有骨气、
有个性 、 有神采的作品 ， 善于从中
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 汲取能量，
不忘本来 、 吸收外来 、 面向未来 ，
才能更好展现我国文艺的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 中国气派 。 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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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观照人民的生活 、 命运 、
情感 ， 表达人民的心愿 、 心情 、 心
声 ， 我们的作品才会在人民中传之
久远。 今天中国大地上的深刻变革，
为文化创新创造提供了丰厚土壤 ，
大胆探索 ， 努力提高原创能力 ， 传
递向善向上的价值观 ， 以伟大的文
艺展现伟大的灵魂 ， 我们必将成就
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的非常之功。

“江山留胜迹 ， 我辈复登临 。”
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 ， 关键要有讲
好故事的能力 ； 中国不乏史诗般的
实践 ， 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 。
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家 、 艺术
家不仅有这样的雄心 ， 而且有这样
的能力 。 只要我们牢记使命 、 牢记
职责 ， 不忘初心 、 继续前进 ， 就一
定能同党和人民一道 ， 努力筑就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载
12月1日 《人民日报 》 ）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陈薇 通
讯员 董砚）设立昆曲演出剧场、创新网吧
监管方式、搭建公共文化平台、推进通道
侗寨申遗……11月30日， 省人大代表、省
政协委员来到湖南省文化厅征求文化强
省建设意见建议座谈会上， 这些曾被代
表、委员提出的建议，再次被摆上台面。

“代表和委员们的建议，对于我们的
工作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省文化厅党
组书记、厅长李晖说。该厅共承办建议和
提案79件， 其中省人大代表建议45件，省
政协委员提案32件、政协来信2件。

会议还特别通报了省文化厅2017年度
工作要点。明年，将围绕文化强省的主题，开
展精品创作工程，做好各级艺术基金的申报
和管理，抓好新创剧目的策划、立项和创作
打磨，复排、移植整理一批剧（节）目，重点扶
持现实题材、爱国主义题材、重大革命和历
史题材、青少年题材文艺作品。

演艺惠民方面， 将组织2017戏曲春
晚、建军90周年系列文艺演出活动、全省
“精准扶贫”题材文艺调演与巡演，纪念香
港回归20周年赴驻香港部队慰问演出等。

同时， 将全面建成湖南重点文化产
业项目库、 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库和特色
文化企业名录库等基本数据库体系，并
定期向社会发布和推介。 完善文化市场
信用信息数据库， 与其他部门建立信用
信息交互共享及联合惩戒机制。

筑就民族复兴时代的
文艺高峰

湖南将建立文化产业
基本数据库体系

�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陈薇）今天，由湖南省博物馆和湖
南省服装行业协会联合主办的湖
南省博物馆“鼎盛洞庭杯”馆服设
计比赛进行决赛作品的初评。

据了解，该大赛从今年10月开始
征集参赛作品， 吸引了来自湖南、北
京、上海、陕西、吉林、大连、山东、重
庆、浙江、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10
多个省市区以及来自美国旧金山的
选手参加。征集活动已于11月18日截

止，大赛组委会共收到参赛作品数百
件。今天，主办方邀请了大赛总决赛
评审团的专家来评选作品。最终有12
位参赛选手的近30套作品入围决赛。

据悉， 11月30日至12月10日，
湖南省博物馆官方网站（www.hn-
museum.com） 将公布“鼎盛洞庭
杯” 馆服设计比赛决赛入围作品，
届时诚邀广大网友参与网络投票，
选出你认为最能代表新湘博的馆
服设计作品。

省博“新馆服”
等你来投票

�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陈
昂 ）近日，中南大学蔡自兴教授收到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主席
与首席执行官Barry� L.Shoop的通知
与贺信。通知指出：蔡自兴教授因其
在进化优化与智能机器人学方面的
突出贡献成功当选为电气和电子工
程师学会院士（IEEE� Fellow）。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是一个
国际性的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工程
师的协会， 致力于电气、 电子、 计

算机工程和与科学有关的领域的开
发和研究，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非营
利性专业技术学会， 其会员人数超
过40万人。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
院士是该组织授予的最高荣誉， 每
年由同行专家在做出突出贡献的会
员中严格评选， 当选人数不超过电
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员总人数的
0.1%。 本年度中国大陆共有18位科
学家当选新一届电气和电子工程师
学会院士， 其中高校15人。

蔡自兴教授曾担任第八届湖南
省政协副主席， 是我国首届国家级
教学名师、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奖
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我国人工智能、
智能控制和智能机器人学科领域的
开拓者和带头人， 湖南省自兴人工
智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他数十载
如一日耕耘在智能科学技术基础研
究、 科技开发和教学的第一线， 建
立了我国人工智能、 智能控制、 机
器人学三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体系。

蔡自兴教授当选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

� � � �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
家、艺术家。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牢记
使命、牢记职责，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同党和人民一道，努力筑就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11月30日上午
开幕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
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四点希望。

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次讲话与他两年前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脉相承，再
次吹响了全国文艺界以文化自信为
底气和底蕴、以伟大灵魂和作品攀登
文艺高峰的进军号角。

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
振奋民族精神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
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聆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席仲呈祥深有感触地说：“习总书
记把文化的力量提升到了新高度，为
新时代的文艺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理论指南。他提出要‘保持对
自身文化理想、 文化价值的高度信
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
的高度信心’，值得我们细细回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对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引起了
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

“汉语是表现力最丰富的语言，
能用汉语进行创作是我们中国作家
的幸运，为此我非常自豪。”上海作家
协会副主席赵丽宏说，不论是创作小
说、散文、诗歌或者其他艺术形式，如
果离开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没有了
灵魂。只有扎根脚下的土地，创作才
能站稳脚跟。

在作家陆天明看来，文化自信首
先要解决态度问题。“你愿不愿意爱
国，爱民族，爱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民？如果你爱，你就愿意去接近、服务

他们；愿意读好中国这本书，就能读
到精妙之处。习总书记提到要树立正
确历史观，一些人对中国土地没有感
情，何来历史感？满脑子舶来品，何来
文化自信？ 要真正从心里产生感情，
看到中国正在发生变化，有了爱才会
慢慢了解、接近，才能提供中国新模
式、新成果、新经验给世界。”

“习总书记提出反映时代是文艺
工作者的使命，军事文艺不能滞后于
现实生活。” 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
副团长杨笑阳说，我们应密切跟踪改
革强军伟大实践，深入部队一线和演
训现场， 及时深刻地讲好强军故事，
传播强军声音，凝聚强军力量。

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
的文艺歌颂人民

“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
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
为了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令
很多文艺工作者联想到自身的创作
实践。

2015年，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
七十周年之际，吉林省文联副主席曹
保明和他的同事们终于完成《抗战老
兵口述史》。“起初我没有信心，觉得这
些老人最小的已近90岁， 最大的105
岁，他们还能讲述吗？可是，当我和志
愿者来到他们面前， 我被彻底震撼
了！有一位老兵已去世三个月，他的
家属、村民拉着我们讲述；还有一位
在接受采访十天后过世，我们在追悼
会上讲述了‘老兵不死’的故事……”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
民。”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助理、词
作家宋青松回想起自己含泪谱曲的
经历———“在前往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一线采风的过程中， 我们与农民攀
谈、与移民干部交流，聆听了许多感
人的事迹，其中有个累倒在工作岗位
上的基层干部的事迹给了我灵感。创
作短短一百多字的一段歌词，我三度
落泪。今后，我还要继续用音乐为百
姓塑像。”

多年来，以报告文学见长的军旅

作家徐剑写过青藏铁路，写过东北老
工业基地的浴火重生，他的写作始终
秉持“三不写”原则，即没有走到的地
方不写、没有听到的不写、没有看到
的不写。“要拜人民为师，不能以俯视
的姿态看待人民、看待生活。只有如
此，才能把握好这个时代，写好这个
时代，写出人们在这个时代的欢乐与
忧伤，写出他们真实的体验。”

勇于创新创造， 用精湛
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创作生产
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不断推进文艺
创新、提高文艺创作质量，努力为人民
创造文化杰作、为人类贡献不朽作品。”
习总书记对于“文化创新”的勉励与期
待，引发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考。

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
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
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结合
民间文艺的创新发展， 中国民协主席
潘鲁生说，要进一步分析处理好保护、
传承与创新、衍生的内在关系，在保护
上，突出原汁原味，续存文化根脉；在
传承上，兼顾个体与集体，全面构建传
承体系；在创新上，扎根当代生活，重
塑民间文艺活力；在衍生上，积极探索
跨界融合的多元发展路径。

“说书就是把那些散落在民间的
故事像采撷珍珠一样串联起来。”中
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
主席刘兰芳说，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和
充满趣味的故事，弘扬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这是评书人的责任与担当。

“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不可
能成为上品”“要克服浮躁这个顽疾，
抵制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让香港特邀代表、 编剧何
冀平深有感触：有一些作品，几个编剧
一凑，半年不到就拍出来了，票房也还
不错。但我们都明白，这样只追求视觉
冲击力的作品，难有生命力。

当今时代，网络文学、网络音乐、
网络动漫等不断涌现，改变了传统的
文艺创作模式和传播方式。爱奇艺创

始人、首席执行官龚宇说，缺少能懂
新的用户需求、又能把握文艺作品价
值导向的创作者， 是创新的最大瓶
颈。加强针对新形态艺术作品需求的
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

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
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
追求者和传播者， 把崇高的价值、美
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引导人们
向高尚的道德聚拢， 不让廉价的笑
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
没我们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既是希望，又是警醒。

中国舞协主席冯双白说，文艺工
作者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师，我们要高
举精神的火炬，对炫富竞奢、低俗媚
俗、见利忘义说“不”。在当前纷繁复
杂的时代背景下，习总书记的要求非
常有针对性。

“坚守艺术理想并不容易，能不能
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是检验作家
艺术家价值观、艺术观、创作观的试金
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
级编剧崔凯在创作实践中体会颇深：
坚守不容易，追求无止境。只要正道直
行，一定能够达到理想境界。

中国视协理事、演员林永健列举
目前影视创作中的一些乱象：演员拍
戏用替身，自己不到现场；不想着把
戏演好、塑造好角色，总是想着怎么
炒作，怎么上头条。“我们应该把老一
辈好的传统传承下去，进一步加强演
员的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

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是要
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
的实践， 关键是要有创作史诗的雄
心。 我们的能力和雄心从哪里来？河
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说：“我在写作

‘中国农民三部曲’ 时也面临这样的
苦恼。作家要宏观把握、冷静审视历
史、时代、社会生活、人物等方方面
面，保持‘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
力， 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艺术精
品。”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努力筑就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卓韬 唐满平 )

“水清不纳污垢， 政廉不迷财色”
“两袖清风、克勤克俭”……11月29
日，记者走进东安县行政中心办公
大楼， 见墙上挂着一幅幅制作精
致、 意义深刻的廉洁宣传图文，耀
眼入心。

为深入推动党风廉洁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常态化，不断提高公职
人员拒腐防变能力，今年来，东安
县在各级党政机关开展“服务文

化、组织文化、舜德文化和廉洁文
化”4大文化建设， 力争创一流业
绩、建一流队伍、树一流形象。县纪
委结合正在开展的反“四风”、反
“雁过拔毛” 式腐败两项专项整治
活动，搜集有关廉洁的警句、格言、
图片及典型案例等，请人设计出内
容丰富的模板，各单位据此制作规
格统一的廉洁图文上墙，营造出廉
荣贪耻的浓厚氛围。目前，全县共
有300多个单位办起了廉洁文化
专栏，悬挂廉洁图文上万幅。

东安廉洁文化氛围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