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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也要走长征路艺术创作也要走长征路
————访全国政协委员陈力访全国政协委员陈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路斐斐路斐斐

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

界委员时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

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在现场聆听并发言的全国

政协委员陈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深刻理解和

对创作方向富有高度洞见的艺术眼光，让她备受鼓舞与启发。其

实半月前接到会议发言任务时，陈力还对自己的表现未抱有太多

期望，她自认是个干的比说的好的人，也总为“认真”所累。于是，

稿子写了半个月，陆陆续续地想起，再陆陆续续地落笔，话里话外

都是自己真实的感受与总结。“要么不做，要么就认真去做。”正像

她做导演、当全国政协委员一样，陈力忠于自己所爱的事业，在她

看来，“这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坚持与时代同步 讲好中国故事

作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影视部创作

室艺术指导，陈力在创作道路的选择上始终有着一种敢啃硬骨

头、敢打硬仗的军人作风。她的《血战湘江》彰显战争的残酷、致敬

崇高的牺牲，《海棠依旧》探入历史的深处刻画周总理的人生截

面，即将上映的《古田军号》则试图以新的时代眼光重新诠释曾改

变历史进程的重大时刻……在多种多样的中国故事里，陈力选择

了最吃力不讨巧的一种。“总得有人去拍，总要有人去拍得好看。”

陈力这样解释她的选择。喜欢挑战“难”的事情是陈力对自己的一

个总结，从当年拍《少年毛泽东》起，不知不觉中她对这些与时代

息息相关的大题材、大事件的钟爱与坚持，形成了其独特的导演

风格，也让她在潜移默化中，对艺术创作者，特别是身为一名全国

政协委员的使命、担当与责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

引领风尚。”陈力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发言为文艺创作指明了方

向，“四个坚持”的高度概括也让她更坚定了文艺创作要正本清源、

守正创新，以用功、用情、用心的创作大力提升人民的文化自信，

用优秀的文艺作品塑造人、感染人、激励人的决心，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交谈中谈到了《血战湘江》《海棠依旧》，总书记对弘扬主

旋律作品的肯定更让她感到了一种温暖与继续前行的动力。

坚守创作初心 发扬工匠精神

在很多朋友眼中，陈力是一个很有定力、对自己也很严苛的

导演。作为一名女性，她以强韧的女性特质介入红色题材的创作

领域，一扎就是数十年。无论电影市场如何变幻，都丝毫不能动摇

她内心的坚定。她抱持着艺术创作要百花齐放，但更要追求独特

的个性，要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拍有艺术性、有品位、很好

看的作品回馈给人民的创作理念，坚持用“笨功夫”做事，以情待

人接物，将所有的细腻与深情都融进了她的作品里，而这些作品

也在反过来滋养并影响着她的创作。

身为一名新晋的政协委员，陈力感到，政协委员的身份与工

作让她对生活、对创作、对艺术的作用、对艺术如何与老百姓的生

活发生切实的关系等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拿扎根生活这件事来

说，以前会为一事一剧去深入生活，着眼于怎么拍好一个故事；而

现在可能会为一事一剧而主动去关注一方水土与一方人的境遇，

真正走近百姓的生活，主动利用自己的身份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发声，尽己所能地去影响或改善他们的生活，而这样的经历反过

来也让她对“人民”、对“中国故事”这样的概念又产生了更丰富宽

广的理解与情感。

陈力认为，身为一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坚守创作初心，发

扬工匠精神”，用优秀的作品说话是她的职责所在。她常讲，作品

要打磨，要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文化。担任政协委员以后，她对

于影视剧创作领域里大量存在的剧本原创力水平低下的现象感

到更加忧心。“不少原创剧本缺乏生活，缺少真实性，不能站在一

个应有的精神高度去反映生活、思考生活，缺少扎实的创作态度

和正能量的价值观的引领，对于优秀作品的生产起到了很大的掣

肘作用，是未来影视业健康持续发展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

陈力说。

传承红色基因 讴歌时代英雄

2013年上映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曾在当年的金鸡奖

和华表奖上大放异彩，陈力对记者说，为了拍好这“四天四夜”，她

“走过了”总理的一生。“你不了解总理的一生，就没办法去展现他

这一生中的四天四夜，因为这四天四夜里，处处都是总理一生的

印迹与映照。”陈力从不把自己当成一位“艺术家”，只说是一位

“艺术工作者”，于“笨拙”里蕴藏着对艺术创作最大的尊重与敬

畏。也正因为如此，有了“四天四夜”，就有了“海棠依旧”，拍摄的

题材被自然而然地打开并向前延伸而去，指向了一条陈力自己衷

心热爱的却少有人走的，艰难却又红色烂漫、异彩纷呈的道路。

陈力说自己是看着《开国大典》这样的优秀影片成长起来的，

年少时看到的是自己的心气儿，等自己成了导演，方始感受到一

部优秀影视作品所需的磨砺之艰难和用心之良苦，以及身为一个

导演所需的永不懈怠的自我追求和漫漫求索；也倏然发现，那些

曾经传播了人间良善、塑造了时代形象的经典作品，不仅成为了

她以及几代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构建她人生信仰的重

要基石。她心中最好的导演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批

人、几代人，她心中最可宝贵与最想传承的便是由这些前辈导演

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这样的意识变得更加明确了，她想

把更多的年轻人拉到荧屏和银幕前，想听听他们的看法、他们

的心声，想把革命传统以年轻人喜欢的新的方式传承下去，“现

在我几乎拍每部片子前都会主动去问问年轻人的看法，想知道

他们想看到什么样的表达与呈现；同时，也会不遗余力地把片

子主动送到广大观众的面前。有的时候院线没有排片，我们就

去路演，走到观众面前，去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去做一个创作者

最期待的事情。”

“艺术创作也要走长征路，”陈力说，“不仅要传承，还要不断

注入时代的新鲜血液、时代的诠释和表达。”唯有如此，才能不落

后于时代，才能更好地用文艺引领时代的潮流。陈力跟好多老一

辈导演、艺术家都是老朋友，他们经常会给她打电话，或者见面就

鼓励她坚持下去，坚守下去。“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在采访的最

后，陈力下意识地重复了两遍这句话，在她看来，她没有理由停下

来。拍过了毛泽东、周恩来，她接下来还要拍“时代楷模”王继才、

“万婴之母”林巧稚等等，她非常明确她想拍的就是这些中国人，

这些真正的伟大的中国人和他们的故事，“他们应该被更多的人

记住”。

文艺界
委员掠影
本报记者 许 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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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政协委员
畅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尹 力：

描绘时代、贴近生活、扎根人民
永远是电影拍摄的主要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社科界联组会上的讲话和

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形成了系统论述。与

时代同步、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描绘

时代、贴近生活、扎根人民，永远是电影拍摄的主要

命题。去年，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

促进法》，对建设电影院、增加银幕数等给予了土地

和税收的扶持。来自非传统电影界的资金介入，每天

28块银幕的增长速度令人瞠目。能够让观众在两个

小时中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被故事所吸引，从而让他

们能够凝心聚力，形成同心圆，明大德立大德，从个

人的感情上升到家国情怀，我觉得这是电影的使命。

改革开放40年，在新时代如何继承中国电影的现实

主义传统，让镜头扎根人民、为民代言？过了50年、

100年，后人通过影像了解今天这个时代，感到不遗

憾、不缺席，这才是中国电影真正的希望之光。随着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中国电

影市场还有很大的“蓝海”等待开拓。培养更多的观

众、培育更大的市场，都是对行业发展的前瞻性布

局。

王丽萍：

用心去感受新时代的壮丽画卷

我参加全国政协文艺社科界别联组会，见到了

习近平总书记，觉得总书记格外亲切，他对文艺事业

的关注，对文化工作者的关注，使我们非常感动。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

水，作为文艺工作者，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我是

奋斗在电视剧创作一线的编剧，如何用心用情用功？

用心就是全心全意地投入，牢记我们的责任，特别是

承担责任，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

命，用心去感受新时代的壮丽画卷。其实写作的人都

知道，当你写不出来的时候，当你感觉创作力枯竭的

时候，一定是你没有深入生活了，没有泥土味，没有烟

火气，没有接地气的人民的语言，这就需要你用心去

拥抱生活，去真正感受特别是一线普通劳动者的心声

与情感。用情，我想就是我们对人民的真情实感，用最

朴素的感情去写老百姓的故事，不是高高在上，而是

沉下去，再沉下去。目前我正在为新创作的剧本到农

村采风，去了很多乡村医院，也去了很多村镇诊所和

农民家庭。每到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鲜活

和灵动，他们给你激情无比的想象力。我们创作者只

有把自己投身到更加火热的生活中，才能汲取养分。

为此我们要深深地感谢生活，我们所掌握的知识面总

是有局限的，要谦虚地向前辈学习，向同行学习，向年

轻人学习，向我们未知的领域学习。

侯光明：

培养支撑电影行业发展的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文艺界和社科界联组讨论

并讲话，既是对文艺界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更

是对文艺界成绩的肯定，表现了总书记对文艺工作

者和文艺工作的殷切希望。我认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是基础，“坚持与时代同步”是工作方向，“坚

持以精品奉献人民”是目标，“坚持以明德引领风

尚”是保障。“四个坚持”的核心、基础、主线是以人

民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取得蓬勃发展，

无一不是拥抱人民的创作，以人民为中心是艺术创

作获得成功的不二法则。没有人的文艺是没有灵魂

的文艺，所以讴歌新时代战斗在平凡岗位上的鲜活

个体是我们需要挖掘的内容。要成为电影强国，关

键在于培养鼎力支撑电影行业发展的人才。我国现

在已经有1000多所大学在做电影教育，如何优化

人才培养模式，体现中国特色，是电影人需要考虑

的。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电影教育国家，要创新思路，为人类的电影教育

事业贡献力量。

陈洪武：

把写字与做人有机结合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文艺界、社科界联组会上

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深厚，与2014年文艺工

作座谈会讲话、2016年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

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一脉相承，具有深刻的现

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文艺

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次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让我感触和体会最深的就是“明德”。作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当代书法家要把写字与做人

有机结合起来，坚守艺术理想，不与世俯仰，不为世

俗浮华所左右，在学术上不随波逐流，要让自强不

息、淡泊名利、秉持道义的文人风骨在当代书法家的

血脉中生生不息,并且要把这种精神力量注入到书

法作品之中，做到重品行修养，守道德底线，树君子

之风，养浩然正气，实现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的双重

升华。

许 江：

以中国理论讲好中国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

这一永恒的主题。这几年中国美术界身体力行，尤其

重大题材创作有了很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

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要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

性的理论观点。以中国理论讲好中国实践，这一点深

深地打动我们。改革开放40年，文艺界做的就是一

件事情：中国艺术的自主建构。独创源于自主，自主

引领独创。这个自主不仅是把我们囊括其中的创造

共同体，更是面对今日中国艺术创造的自我品质和

自主创造体系建构，使中华振兴回馈世界的中国意

蕴、中国气派。近年来，中国美院提出构建视觉东方

学研究，既讲清楚中国书学画学的精神根源，又讲清

楚中国油画中国雕塑的创新内涵，这正是东方自我

研究与拓展的人文自学，也是自主性、独创性地将

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的研究。我们应当遵循习近平

总书记教导，坚持以重新出发的思想，探索创新，以

高品质奉献给人民，引领大众的品位。

霍建起：

以文化自信的心态走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我们要坚持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

信。2018年8月，为配合“一带一路”的宣传，电影频

道在非洲举办中国电影展，目的是在这些国家电视

台展映中国电影，推广中国文化。由我执导的影片

《大唐玄奘》作为展映影片参加了这次活动，我也随

团前往，配合活动的放映宣传。在埃及中国文化中

心，我们还举办了电影周开幕活动，同时放映了影片

《大唐玄奘》。《大唐玄奘》即是玄奘的人生经历，他九

死一生舍身求法的精神，对理想信念永不放弃的执

著，深深打动了埃及观众，收到了很好的放映效果。

中埃两国同是世界上重要的文明古国，埃及又是陆

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一带一路”提出5周

年之际在埃及放映《大唐玄奘》，赋予了影片新的意

义，使这一思想得到延伸和拓展，同时加强了中国和

世界人民的文化交流和了解。这是我以“一带一路”

为主题，带着中国影片出访的体会，也是以文化自信

的心态走出去的一段经历，更是学习与实践的一点

感悟与心得。

王建国：

努力展示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作为一位纪录片导演，近年

来，我的创作努力紧跟时代步伐，努力展示新时代的

精神风貌。面对新的时代，我们的文艺创作一定要有

新的思维。以5G、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为标志的

第四次工业浪潮已经到来，面对即将到来的5G时

代，面对1秒钟即可下载一部电影的无限带宽，面对

4K甚至8K的高清影像传播，影视工作者如何适应

新时代、新技术，面临许多新困难，新的挑战和新的

机遇，这也促使我们不断学习，走进那些前沿科技领

域，去思考那些日新月异的科技将如何改变和引领

我们的生活。

张建国：

坚守以人民为中心
以精品奉献人民

这几天我一直沉浸在激动的心情之中，习近平

总书记亲切看望文艺界、社科界委员，并作了重要讲

话，我们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倍感亲切、激动。

新时代文艺工作要有新的发展方向，我真切地感到

广大戏曲工作者更加自尊自爱自强，对戏曲艺术的

美好未来更有信心、更怀梦想、更添力量。总书记对

我们提出更高要求，让我们做德艺双馨的文艺人，而

且提出一个人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

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国家情怀，努力做对国家对民

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我们要与时代同步，要坚

守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一切成就都归属

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京剧是“角儿”的艺

术主体，但现在优秀的戏曲人才青黄不接，加大人才

培养迫在眉睫。同时，京剧人才培养有其内在的规

律，需要国家、社会、相关部门加以重视，在人才培养

上多下功夫，让剧团发展得更好，让青年演员有更好

的未来，让京剧艺术永葆生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