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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坤明在山东调研时强调

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让群众节日生活更红火更精彩

山
东
省
作
协
召
开
第
七
次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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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值此戊戌新春来临之际，中国作

家协会向全国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和

衷心的祝福！

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文学界高举旗

帜、砥砺前行，文学事业取得新成就、开辟新局面。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学事业高度重视，对文学界和作协工

作给予信任、关怀、期待和鼓舞，这是中国文学界的共同荣光！

过去的一年，中国作家协会及各团体会员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我们先后组织多次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组织赴全国各地的宣讲活动，宣讲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学习体会。对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学习研讨，构成

了整个文学界过去一年的重要内容，面向全体会员的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艺思想专题培训圆满成功。中国作协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开展巡视整改工

作，突出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深化作协改革，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得到进一步加强。

过去的一年，是中国作协九代会之后的开局之年。我

们坚持面向作家、面向基层、面向社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中国作家协会

新吸收了507名会员，个人会员总数达到11000多名，中国作

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和18家省级网络文学机构相继成立，

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颁奖活动圆满成功，对外文

学交流不断扩大，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过去

的一年，文学创作取得丰硕成果，各种题材体裁的创作竞相

开放，一大批优秀作品在广大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文学批

评、文学编辑、文学出版收获颇丰，文学人才不断涌现。

带着新的希望、新的气息、新的感动，我们迎来了充满

期待的2018年。希望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站在新时代潮

头、回应人民新期待，用敏锐、丰富、饱满的笔触讴歌党、讴

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生动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真正优秀之文学为读者提供更淳

厚的精神滋养，让更多中国人从文学中获得更饱满的文化

自信、更美好的希望和更积极的向上力量。

新的一年里，中国作家协会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加强

自身建设，为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服

务。让我们共同努力、开拓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为推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文

学精品而奋斗！

衷心祝福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身体

健康！生活幸福！创作丰收！阖家美满！

中国作家协会
2018年2月

致全国作家和致全国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文学工作者的
新新 春春 贺贺 信信

本报讯 2月6日至8日，山东省作家协会第七

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

席钱小芊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山东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家义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钱小芊在致辞中代表中国作协向大会表示热

烈祝贺，对山东文学艺术繁荣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

高度评价。他说，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

时代。我们要抓住我国文艺事业发展面临的大好

机遇，努力在新时代实现新突破，再创“文学鲁军”

新辉煌。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山东文

学事业发展，切实以习近平文艺思想为指引，以强

烈的文学自信、文学担当，迈进新时代，肩负新使

命，谱写新史诗，在新的起点上谱写山东文学的更

多华彩篇章。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

神生活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讴歌

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用文学的光芒照亮人民

的精神世界。要努力推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

力作，以出色的文学创造，为时代做记录，为历史存

正气，为世人弘美德。要积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

作协工作发展，把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贯穿改革全过程，为文学事业再创辉煌戮力同

心，铸造更多新时代的优秀文学佳作，回报伟大的

时代和伟大的人民。

刘家义在讲话中说，山东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坚持文艺工作的正确方

向，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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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齐鲁气派的优秀

作品，奋力开创山东文艺繁荣发展新局面。各级党委要高度

重视文艺工作，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把握文艺发

展正确方向，推动文艺事业全面繁荣发展，努力谱写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山东篇章。

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回顾总结了山东第六次作代会以来全省

文学事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今后五年

工作。大会审议通过了姬德君代表山东省作协六届委员会所

作的工作报告和修改后的《山东省作家协会章程》。黄发有当

选为山东省作协主席，姬德君、李军、葛长伟、陈文东、刘玉栋、

王方晨、李发成（铁流）、孙书文当选为副主席，张继、戚慧贞

（东紫）、王秀梅、张晓楠当选为主席团委员。

8日下午，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清宪出席省文

联、省作协新一届主席团成员会议并讲话。他表示，省文联、

省作协主席团全体成员要认清肩负的责任使命，抓住机遇、振

奋精神、勇于担当，用心用力履职尽责，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努

力铸就齐鲁文艺新辉煌。 （欣 闻）

将“送文化”与“种文化”有机结合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及其所属电视台和艺术团开展文化文艺小分队演出慰问

新华社济南2月9日电 2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山东调研时强调，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培育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弘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

时代新风，深入推进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发扬

传统美德，传承弘扬中华文化，让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更

红火更精彩。

调研期间，黄坤明到曲阜农村和文化单位，到央视春

晚曲阜分会场，详细了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华文化传

承发展情况，调研春节期间群众文化活动。

黄坤明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基础工程，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和有力保障。要

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开展形

式多样的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推动科学理论更好走进

群众心坎里。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利

民为民惠民，把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同精神

文明创建紧密结合起来，重在建设、久久为功，培育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宣传群众、服务

群众的职责，凝聚农民群众一心一意跟党走，在创造美好生活

中提升文明素养和乡村文明程度。

黄坤明指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文化自

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战略任务。要坚持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们正在做和

将要做的事情为中心，以筑牢民族复兴精神支撑为目标，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焕发中华文化的魅力和

风采。

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丰富和活跃春

节期间的群众文化生活，广大文化工作者要争做“红色文艺轻

骑兵”，广泛开展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奉献优质丰盛的节日

文化大餐，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增强群众的文化

获得感幸福感。要因地制宜开展富有特色的群众性文化活

动，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展现时代气息和传统年

味，让人们过一个喜气洋洋、和谐吉祥的欢乐春节。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本报讯 新年伊始，由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中国文联联合举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活动正式开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及其所属电视台

和艺术团开展了多场文化文艺小分队慰问演出，为广大群众

送去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大餐。

冬日的井冈山气温在零度左右，天空中下着蒙蒙细雨，

然而这丝毫没有减弱文艺演出队员们的热忱和观众的热

情。1月6日，中宣部、中央电视台组织的文艺小分队冒着风

雨，在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文化广场开展了题为

“到群众中去”的新春走基层慰问演出，耿莲凤演唱的《吉祥

的祝福》《祖国一片新面貌》，乌兰图雅演唱的《乌兰牧骑之

恋》《点赞新时代》，傅琰东表演的魔术《绳子》等节目，赢得现

场观众阵阵掌声。艺术家们用歌曲、舞蹈、魔术、曲艺、杂技

等文艺形式，展现深沉的“红色基因”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展现

改革开放的文艺创新成果，营造出浓郁的节日文化氛围。演

出“送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文艺节目“接地气、传得开、

留得下”，将井冈山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涌现的感人事迹融入

其中。井冈山保洁员江满凤、小学生谢嘉成也作为群众代表

登上舞台。去年7月，井冈山脱贫少年谢嘉成和歌唱家刘媛

媛一同放歌德国，将井冈山脱贫的故事唱响海外。这次，他们

在家乡的舞台上再次放声合唱。刘媛媛表示：“我们的生活越

来越好，人民更加幸福安康，我们应回馈感恩我们的祖国。”

1月8日,中宣部、中央电视台新春走基层文化文艺小分

队走进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焦桐纪念园、固阳镇徐场村、东

坝头乡张庄村等三地进行了慰问演出。演出在激奋人心的

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中拉开序幕。脍炙人口的豫剧《新编

朝阳沟》唱段、打动人心的《红色土地》《好大一棵树》等歌曲，

以及豫韵民俗表演等深受群众欢迎。艺术家们用歌曲、舞

蹈、曲艺等文艺形式为当地百姓送上了一道丰盛的文化大

餐。“这么冷的天，能在现场看到以前只能在电视上才能看到

的文艺节目，非常高兴，太激动了！希望以后他们能常来、多

来”，兰考县桐乡东北长村村民李结实兴奋地说。文化文艺

小分队不仅为群众带来了文化“大餐”，也送去了党中央的关

怀和问候。在兰考县裕禄小学，有关部门向各乡镇文化服务

中心赠送了电脑，并向学生捐赠了图书和文具。

陕西汉中西乡县、榆林子洲县分别于1月16日、1月18

日迎来了2018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陕西集中示范

活动。此次活动以“服务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为主题。

为充分做好活动期间赠送的农村数字电影流动放映设备展

示，中影新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公司及时采购了10套流动数

字电影放映设备，在活动开始前将设备安全运抵活动地点。

活动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两地赠送了农村数字电影

流动放映设备。另外，中影新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公司还配合

中影集团组成文艺小分队，向西乡县和子洲县

分别赠送农村电影场次1000场。中影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卢安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

三下乡活动，中影集团为陕西的农民观众送来的2000场电

影中不仅包括今年的热播大片，像《战狼2》《建军大业》等，还

有一些农村题材电影。当地群众表示，农村电影放映为他们

提供了科普知识和精神享受。

中国广播艺术团于2017年组织了民族艺术进校园、首

都市民音乐厅、文化艺术进工地、亦庄相声文化节等170多

场丰富多彩的惠民演出活动，足迹遍及全国各地24个省

市。2018年1月底走进房山长阳等地，将《一路欢歌 与您同

行》曲艺专场带进社区，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这场曲

艺专场晚会由中国广播说唱团全新创排完成，由7个节目组

成。团长冯巩领衔出演，贾旭明、曹随风、侯林林共同出演的

相声《诗词小会》，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诗词比赛的表演形

式贯穿节目始终，让观众在欣赏节目的过程中受益匪浅；曹

随风、王彤的相声作品《钱不是问题》，聚焦百姓关心的教育

问题；董建春、李丁的相声《吃饭有理》想象丰富，内容涵盖

广，让人耳目一新；白凯南的新作品《一路同行》表演方式新

颖，幽默感十足；付强、郑健的新作品《新规矩论》留下令人捧

腹的精彩瞬间。据悉，中国广播艺术团还将在2月下旬与3

月上旬走入沈阳、大连、威海、聊城、潍坊、合肥、上海、泰州等

地进行下基层慰问演出。 （许 莹）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 刘巍巍 高健钧 陈旭）“小时候，

松子糖是邻家大哥哥手里给的希望；背上行囊，松子糖是放不下的故

乡……”春节将近，前来苏州采芝斋观前总店买年货的陈秀珍老人，发

出“诗意”感慨。

陈秀珍66岁，是土生土长苏州人，年轻时也曾离开故乡。“漂泊在

外的日子里，每到年前，总要想方设法托人带回采芝斋的小零嘴儿吃

上几口，感到这样才算是过年。”

老人的一席话，说出了苏州人的采芝斋情怀。采芝斋创办于清同

治9年（公元1870年），主营苏式糖果。148年来，一代代采芝斋人活

态传承手工技艺，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在时光中寄托着苏州人的乡思、

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在游人络绎不绝的观前街，古拙苍遒的“采芝斋”三个大字有着特

别历史感。古典园林风格的店堂里，身着大红唐装的营业员穿梭忙

碌，柜台前挤满了前来选购年货的顾客。

“蛋黄花生、丁果糖、黑芝麻切片、南瓜子酥、花生酥、花生紫薯

酥……”香港游客叶惠文买了一袋又一袋，他说：“这是一种传统文化

体验。”

采芝斋因传统工艺而兴，时至今日，不能忘却的是传统。成立苏

式糖果技艺领导小组，划拨专项资金用于非遗技艺恢复挖掘、研究开

发，让传承人享受特殊待遇，建立传承人教授模式……采芝斋用一系

列举措让百年工艺重现生机，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

为让传统技艺走近现代生活，采芝斋在店内专辟30平方米“透明

车间”，熬糖、冷却、成型、切割……顾客得以亲见松仁粽子糖等制作全

过程。采芝斋车间主任朱红星是第四代传承人，今年58岁，1979年进

入采芝斋学艺。“最需要把控火候的是熬糖，熬完都要亲尝一下，用牙

齿咬一下硬度，一响、二响还是三响，响声到位了，熬制才到位，我现在是满口蛀牙。”朱

师傅笑称，“没办法，这是职业病。”

“将镇店之宝苏式糖果技艺展示出来，让孩子们感受和了解，这是对传统更好地传

承与发扬，为老字号采芝斋‘打CALL’。”一位叫杨瑶的女士一边用手机录影，一边亲自

为女儿讲解。 （下转第2版）

“杏花楼”“聚德华天”：
用传承、创新驻留舌尖“情思”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者 王默玲 陈灏） 泥塑、翻模、制壳、焊接、精雕，

抬压、扳金、拗丝、雕琢……这些复杂而精巧的中国古代金银制品制作技艺，仍然活

在今日上海老凤祥工艺师满手老茧中。

《八仙神葫》是一个用4.4公斤千足金，以及翡翠、红宝石等8种宝石制作而成

的80厘米高的葫芦，为老凤祥金银细工技艺代表作。总工艺师张心一与众多高级

技师为世间呈现了令人叹绝的华丽璀璨、精巧超凡。

张心一从小对美术情有独钟，上世纪70年代初从工业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

老凤祥的前身远东金银饰品厂工作，跟着老师傅学了一手好手艺。随着时代发展，

老师傅们先后退休；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各种诱惑，同期的师兄弟们纷纷离开这个

行业。但张心一耐住了寂寞，悉心磨炼着技艺。1993年，35岁的他成为中国最年

轻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上世纪90年代，老凤祥陷入低谷。2001年，石力华“临危受命”出任老凤祥新

掌门人，果断进行改革，建立激励机制，让技艺成为决定个人价值的衡量标准。

对人才的珍视，加上“名师带高徒”式的传承，使老凤祥成为中国珠宝行业人力

资源最丰富的企业，焕发出新的青春。

记者了解，今天老凤祥的设计师中不乏80后、90后；从事蜡雕、起版、镶嵌、玉

雕、牙雕等技艺的工匠大都是有本科以上学历的80后。

陈徐琦是上海老凤祥新锐设计师，在俄罗斯留学时期潜心钻研珐琅艺术。进

入老凤祥后，负责独立设计、开发、制作、推广创新首饰。2015年，作为创新首饰组

带头人，陈徐琦开始策划老凤祥首饰DIY体验工作室，希望以轻松欢乐的方式让大

众更加喜爱老凤祥的“新首饰”和“新时尚”。老凤祥首饰DIY体验室一经推出，就

成为了潮人、辣妈、萌娃的新时尚聚点。

创新，是老凤祥百年老店的振兴之道：近年来，与上海交大共同研制成功

硬足金，解决了足金饰品太软、做工不够精致和无法镶嵌珠宝的难题；引入世

界一流 3D 首饰打印设备，推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米奇、米

妮等立体迪士尼卡通形象；进军眼镜、腕表等时尚产业领域，

打造金饰珠宝眼镜……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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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凤祥”“东阿阿胶”：
以“工匠精神”和传承创新擦亮老字号

中华老字号企业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周琳 高健钧 陈旭） 民以食为天。经过岁

月沉淀，极大满足人们味蕾、留给舌尖绵长回味的美食餐饮，成为老字号。其

中，“杏花楼”“聚德华天”以始终不变的品质、贴近百姓生活的定位，在广大消

费者心中有着别样位置。

在江南，杏花楼月饼享有盛誉。选用马来西亚椰浆、新西兰黄油、德国芝

士、日本海藻糖，再用传统工艺铲蓉、搓皮、抓馅、包敲……在杏花楼月饼技艺

第五代传承人沈全华心里，月饼是传递“情思”之物，含糊不得。

记者采访了解，杏花楼一直有三个坚守：月饼不添加防腐剂；时令产品不

反季节制作；挖掘美食文化内涵。

杏花楼食品餐饮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晓冬介绍，杏花楼月饼有一

个特色，放的时间长了，月饼反而更加软糯；放在纸上，不会留下油印子。这是

一代代杏花楼人探索的绝艺。“作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月饼制作

工艺如同画师作画，先从简到繁，再化繁为简。”刘晓冬说。

始建于1851年的杏花楼，从1928年起推出月饼至今，便一直采用嫦娥奔

月作为包装主题。当时，老板请到上海著名的画家，为包装制作了一幅“八月中

秋月更明，月里嫦娥舞蹁跹”的图画。

随着时代的发展，情怀必须糅入创新，才可能让老字号永葆青春。

而今，杏花楼月饼制作中，融合了西式点心的用料和手法。同时，通过配方

和工艺的改良，减少油糖的用量，实现中式点心“瘦身”。

“人间系情事，何处不相思”。刘晓冬给记者展示了月饼工艺流程的短视

频。他说，老字号碰撞新零售、老传统跨界新技艺，这些创新背后，都是希望让

消费者吃得安心的同时，致力于留住传统中式美食的舌尖“情思”。

鸿宾楼、砂锅居、烤肉宛、烤肉季、峨嵋酒家、老西安饭庄、马凯餐厅、护国

寺小吃……这些美食餐饮名号，属于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

129名技师和高级技师，20多名市级、区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守护、

擦亮着一个个老字号。 （下转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