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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参加联组会的住豫全国政协委员
热议习近平对文艺界社科界的讲话
▶3 月 4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总
书记的讲话引起了现场参加联组会的住豫全国政协委员强烈反响。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静

全国政协委员宋华平：
在正本清源上展现新担当 守正创新打造精品奉献人民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看
望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
委员，我在联组会现场。总
书记和委员们亲切握手，谈
话时面带笑容，像老朋友一
样，很家常很亲切。第一次
近距离接触总书记，觉得很
亲切，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宋华平说，
“听了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感到非
常温暖，备受鼓舞。
”
宋华平说，让他记忆最
深的是四句话：要坚持与时
代同步，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
要坚持以明德引领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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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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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华平说，
“在正本
清源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
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守正与
创新互为一体，必须坚持在
守正中创新，
在创新中守正，
才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正确的道路上更有活力地
传承与发展。
”
宋华平说，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文
脉，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就是要把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由倡导变成
实实在在的行动，并作为一
系列工程来实施。
“ 从书法
角度而言，落实好、发展好
中小学书法教育，对推动优
秀文化传承创新，建设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
意义。
”
“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
土、深植时代为基础，
提高作
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
术价值。作为一名文艺工作
者，
我一定坚持为时代放歌，
以人民为创作源泉，为人民
创作出好作品。今年，我将
努力创作出更多的书法精
品，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
礼。
”宋华平说。

全国政协委员马萧林：
博物馆工作以服务观众为中心 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总书记的讲话立意高
远，内涵丰富，很接地气，进
一步为文化艺术和哲学社会
科学大发展、大繁荣指明了
方向，我深受启发。”全国政
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
萧林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灵魂。文物承载灿
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
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
们的宝贵遗产。”马萧林说，
“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
作、为谁立言的问题。人民
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
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
他说，在今后的工作中，
文物工作者将继续努力挖掘
文物的内涵，把文物放回到
当时的时代背景中，用文物
展示中华文化内涵。同时，
河南博物院以服务观众为中
心，进一步加大力度，
把凝结
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物

保护好、管理好，
推进文物合
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
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
学校，
马萧林介绍，
为让观众
了解文物、了解历史、了解中
原文化，
河南博物院每年举办
各类社会教育服务活动1000
多场次，通过跟着专家去考
古、
国宝守护人特训班等大批
趣味活动，
让观众在互动中与
历史亲密接触，
在快乐探寻中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全国政协委员金萍：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创作出人民喜爱的文艺作品
“ 今 天 很 荣 幸 ，总 书 记
和我握了手。我说：
‘ 总书
记您好 ！我是来自河南的
委 员 。’总 书 记 微 笑 着 说 ：
‘ 哦 ，你 是 来 自 河 南 的 委
员。’”全国政协委员，河南
省电影电视家协会驻会副
主席、秘书长，国家一级演
员金萍说，
“ 今天参加联组
会，我很高兴也很振奋。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我们文
化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希望，
指明了方向。”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以来，文艺创作生
产日趋活跃，文艺气象焕然

一新。”金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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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工作者
只有切实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
我自己只要有机会就往基
层走，和社会生活保持密切
的联系，时刻注意时代脉搏
的律动。”
“ 文 艺 需 要 人 民 ，人 民
需要文艺，文艺工作者只有
扎根基层，深入生活，创作
出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
的文艺作品，才是基层群众
最受欢迎的。”金萍说，近几
年，河南省电影电视家协会

联合摄制的 6 部电影故事片
和两部电视连续剧，都是传
递正能量、讴歌新时代和红
色经典作品。其中，联合摄
制的电视连续剧《可爱的中
国》，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献礼片，计划今年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
“不辜负新时代的召
唤，不辜负人民的期待。”金
萍说，
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
牢记文化担
当与职责使命，
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
以人民为中心，
潜心
创作、精益求精，
努力推出更
好更多的优秀作品。

【解局】

习近平对文艺创作、学术研究
提出
“四个坚持”
新要求

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民，
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
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 引 力 、感染力、影响力、生命
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
社会 力”
。能不能搞出有价值、
有意
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 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
最根
听取意见和建议。
本的决定在于是否能为人民抒
文化文艺工作、
哲学社会 写、
为人民抒情、
为人民抒怀，
顺
科学工作，
属于
“培根铸魂”
的 应人民意愿、
反映人民关切。
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
“为谁创作、
为谁立言”
的
重视。2014 年 10 月、2016 年 5 问题，可以说是文化文艺工
月，
总书记分别主持召开了文 作、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根本
艺工作座谈会、
哲学社会科学 问题。正如总书记在文艺工
工作座谈会，
两次重要讲话都 作座谈会上所说的三句话：
人
已成经典文献。2018 年 8 月 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
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文艺要热爱人民。文艺创作
总书记也对文化文艺工作、
哲 不能是
“一个人的风花雪月”，
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明确 学术研究也不能是
“象牙塔里
要求。此次全国两会上，
总书 的枯燥文章”，一切有价值的
记参加文化艺术界、
社会科学 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
都应该
界联组会，
再次彰显了对相关 是立足中国现实、
植根中国大
工作的高度重视。
地的。只有扎根人民，
创作才
在这次联组会上，
习近平 能获得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总书记提出“四个坚持”的要 源泉；也只有把心思和精力放
求——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在创作精品上，
增强
“脚力、
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 力、脑力、笔力”，才能以大作
精品奉献人民”
“ 坚持用明德 品成就大师、
大家。
引领风尚”，可以说是抓住了
“四个坚持”中，
“ 用明德
根本、
说出了关键。
引领风尚”的提法，也可谓一
“四个坚持”中，
“ 与时代 以贯之。我们常说，
“ 文以载
同步伐”
排在最前面。在文艺 道”
。追求真善美，
是文艺的永
工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 恒价值。正如总书记要求的，
曾引用恩格斯论述文艺复兴 “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
运动的一句话，
说明文艺与时 善美，
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
代的关系。恩格斯说，
“ 这是 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
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 德荣誉感，
向往和追求讲道德、
人——在思维能力、
热情和性 尊道德、
守道德的生活”
。
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
对于文艺工作者、
哲学社
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的确， 会科学工作者，
更需要有
“士以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 弘道”
的价值追求，
把社会责任
序”
。文艺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 放在首位，
做真善美的追求者
工作，
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 和传播者，
勇担
“以文化人、
以
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 文育人、
以文培元”
的使命。要
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明大德、
立大德，
树立高远的理
今天，与时代同步伐，就 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
方
是要承担起记录新时代、
书写 能成为对国家、
对民族、
对人民
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 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要
我们正身处壮阔的新时代，
文 坚守高尚职业道德，
多下苦功、
艺创作、
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 多练真功，方能做到勤业精
阔的空间。古老中国的深刻 业；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变化和近 14 亿中国人民极为 价值观，
讲品味、
讲格调、
讲责
丰富的生产生活，
正为文化文 任，
方能抵制庸俗媚俗低俗。
艺、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了
文化文艺工作和哲学社
极为肥沃的土壤。文艺创作 会科学工作，都是作用于人
要以扎根本土、
深植时代为基 心、
影响着社会的工作。站在
础，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时间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点上，深刻反映 70 年来党和
才能把握时代脉搏，
聆听时代 人民的奋斗实践，
深刻解读新
声音，
回答时代课题。
中国 70 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
“四个坚持”的第二个坚 藏的内在逻辑，
用中国理论解
持、第三个坚持，关键词都是 读中国实践，
用中国话语讲好
“人民”。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中国故事，
文艺创造和学术研
上，
总书记就曾强调，
要
“坚持 究就一定能为继续前进提供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强大精神激励，
形成推动中华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上，
总书记也强调，
“脱离了人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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