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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我们搞文艺的，不能总是看着身边

的‘几亩地’，要看到文化已融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3月6日，在政协文艺界分组讨论现场，中国美术学院

院长许江委员最后一个发言。

“中国人的乡村传统是依山而住、依水而居，而今

不少乡村肌理、乡村格局、乡村建筑都消失了。我们如

何能从规划和建造的角度思考保护利用好这些自然村

落？”许江说。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

告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统筹衔接，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农民生活

达到全面小康水平。

许江说，村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之一。“当以后孩

子问你什么叫村落时，我们怎么回答？高楼叫村落

吗？大家有没有看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国的乡贤

文化、家族精神都在村落里？”

许江表示，乡村一些风俗消解了，乡村的乡贤文化

在消失，我们应该关注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

主持会议的国家博物馆原馆长吕章申委员说，许

江委员对传统文化有深厚感情，主题有针对性，值得

关注。

会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刘小东委员走到许江委

员旁边说：“许委员，你讲得好。我们都要思考以后如

果没了自然村落，大家都住在高楼里，到哪里去找那些

文化？”

随后，又有几位委员和记者围拢到许江委员旁边，

继续交流乡村振兴。许江说：“首先要保乡土。如何在

农业转型、农村换貌的过程中，保留住乡村的样态、农村

的肌理、乡村的建筑特色？如何保住中国传统农业社会

里人与山水的诗意栖居关系？应该请专家加强规划。”

“还要倡乡风、兴乡文、聚乡心，保存乡村的传统品

德和内涵。”他说，应形成一个世代相传的乡村精神共

同体，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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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断提

高文化建设的科学化水平，需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双业并举”。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掖平

带来的一份提案便聚焦文化事业的发展。她认为，目前

我国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成效显著，但在文化事业的事

业性、公共性、公益性和公平性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李掖平看来，目前我们对文化事业的事业性重视

不够，要切实重视这一特殊性质，实现文化建设的“双业

并举”。她说，不能一提发展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

革，就把文化行业统统推向市场，把文化事业机构全部

转企。忽略文化事业的事业性而过度强调产业化的观点

是错误的，而且非常危险，因为有些文化事业并不适合

产业化。比如，部分职业技能和专门知识的培训可以产

业化，但义务教育是无法也不可能产业化的。部分文学

创作、文艺演出、文化活动的确可以带来产业效益，但这

并不意味着一切文学创作、文艺演出、文化活动都可以

按产业化尺度来要求。文化事业的过度产业化倾向，会

导致一切从经济效益出发，片面追求文化产品数量，忽

视对文化产品质量的提升，忽略健康的思想导向和积极

的价值引领。当下一些影视作品和电视节目的恶俗倾向

以及虚假、违法广告在各种文化媒体上的泛滥，已经敲

响了警钟。其实，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是相互联系并相

互转化的。文化事业搞好了，自然就会促进人民群众对

文化内容的兴趣，也必然会带来文化相关产品的直接消

费或相关消费，从而为文化产业创造、培养、拓展市场，

有效拉动文化产业发展；同时，还可以促进文化产业不

断提高文化产品的优质含量和品位，推动文化产业不断

增强市场竞争力。

文化事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公共性。李掖平认为，

各级政府也要重视文化事业的公共性，切实提高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和均等化水平。她在多年的观察和

调研中发现，近年我们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方面所推行的文化下乡、服务基层、科技惠民、启智百姓

等系列活动，注重了文化惠民的基础性、层次性、多元

性，突出了文化事业的公共性，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

是，也出现了重速度轻质量、重硬件轻软件、重建不重

管、重验不重用等实际问题。比如，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

率不高，很多文化设施验收达标后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具有鲜明针对性的公共文化产品缺乏，优质服务功能不

足。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我们要重点加强文化服务的针

对性、务实性建设，要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运行、系统

性管理为重点，进一步构建完善利民惠民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

在谈到文化事业的公益性时，李掖平提出了自己的

思考和看法。她觉得公益性也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特点之

一，因此要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她说，公益性文化

事业的核心是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为进一步加强社会精

神文明尤其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保障，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更

需要立足基础、服务基层，因地制宜，让平民百姓成为公

益性文化活动的主体，让老百姓全方位享受到质量更

优、水平更高的公益文化服务。

在采访的最后，李掖平还提到要切实重视文化事业

的公平性，防止政府文化扶持资金使用不公和低效。扶

持资金使用的公平和效率很容易出问题，可能用错了对

象，用错了时间，或者用错了项目，甚至会出现“被假大

空项目骗资金”的问题。为此，应立足文化事业的公平

性，将扶持资金多用于文化事业环境改善、文化服务公

共平台构筑、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公益文化事业开

发等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惠民利民工程方面，以切实规避

将资金投放到某个单一文化事业项目而容易产生的偏

差，积极推进对文化扶持资金的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

管理，进一步完善资金投放后的查效制度，确保其多元

化、多层次、公平高效的使用价值。

（李晓晨）

（上接第1版《鲁院第三十六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举行开学
典礼》）

据介绍，本届高研班学员是经各省级作协、行业作协及《人民

文学》杂志社推荐、鲁院遴选审查，优中选优选拔出来的。本届学

员平均年龄38岁，中国作协会员超过三分之一，拥有本科及以上

学历者37人。多数学员在文学创作方面都有着不俗的成绩，是一

个颇具创作潜质与发展前景的群体。为办好本届高研班，鲁院将

秉承和发扬服务作家、服务文学的优良传统，坚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注重提高学员的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努力激发学员创作活力，不断提高学员素质。本

届高研班将在充分吸纳以往办学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本届学员的

具体特点，对教学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和调整，以更好满足

学员的学习研修的需求。高研班将邀请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进行

授课，精心组织高质量的各类研讨会、讲座、文学对话及文学沙

龙，涵盖国情时政、大文化、人文学科等内容，既为学员们打开广

阔的视野，也为其搭建思想上相互交流、经验上彼此分享的平台。

高研班还将精心安排富有特色的社会实践活动，力求使学员们视

野胸襟得到扩展、思想认识得到提升、创作积淀得以丰厚，各方面

都获得新的提高。

出席开学典礼的还有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鲁迅文学院

副院长邢春、李东华等。开学典礼由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徐可主持。

（上接第1版《坚持守正创新 以真正的精品奉献人民》）精准

脱贫不能光看数据报表，而忽略文化品质。一些处于深度贫

困的民族地区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对游客有很强的吸

引力，可以通过文化和旅游的有机融合，使当地群众在展示自

己丰富多彩民族文化、赢得文化尊严的同时，走上脱贫之路。

“是时候踏踏实实地回到原本应该走的那条路上去了。”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文联主席奚美娟说，艺术的表现形式有

很多种，推进文艺创新应该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

听时代声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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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原创力也好，文艺创新也好，关

键是文艺工作者要明确使命担当。“时代不断前行，年轻演员

的成长经历和以前大为不同，但大家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成

才、修德是一辈子的事。”只有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只有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葆有深沉的家国情怀，只有坚守高

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做到勤业精业，才能成为一

名堪当培根铸魂重任的文艺工作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

万鸣表示，美术创作需要慢工出细活，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好

高骛远，对学生的培养同样也是如此。人才是创新的关键，提

升文艺原创力，首先要加大对各艺术领域创新人才的扶持与

培养。就我们当下的艺术教育来说，更应该支持推广传统文

化教育，培养我们的青年学生，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变

迁等，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是提升文艺原创力

的前提。

（（上接第上接第11版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田刚委员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时说田刚委员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时说，，教师是立教之本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兴教之

源源，，应从深化教师队伍管理体制改革应从深化教师队伍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提高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

建设国家级师范教育基地建设国家级师范教育基地、、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四方面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四方面，，更好加更好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强教师队伍建设。。

饶子和委员发言说饶子和委员发言说，，要筑牢要筑牢““科学地基科学地基””，，突破我国核心技术突破我国核心技术

““卡脖子卡脖子””问题问题。。主要发达国家都在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主要发达国家都在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我们必我们必

须尽快补上基础研究的短板须尽快补上基础研究的短板。。科技工作者要为夯实国家的科学基科技工作者要为夯实国家的科学基

础出力础出力，，向着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向着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

李彦宏委员发言说，当前人工智能还处在发展初期，但已经展

现出巨大的变革力量。要组织跨学科领域的行业专家、人工智能企

业代表、行业用户和公众等相关方开展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和顶

层设计，推进行业健康发展，掌握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动权。

王一鸣委员发言说，就业是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落实好

“稳就业”任务，要聚焦结构性就业压力，关注重点领域和重点人

群，通过加大对重点行业的就业支持、加强对重点地区的就业援

助、强化对重点人群的就业帮扶等，增强政策的针对性。

焦红委员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时说，我国癌症防治总体上仍

不平衡、不充分，在健康中国战略规划实施中，要将癌症防治作为

重中之重，组织启动国家癌症攻坚行动计划，强化规划引领、突出

攻坚重点、加强组织保障，探索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癌症

防治道路。

陈百灵委员发言说，做好老龄工作事关百姓福祉。要针对不同

养老需求靶向服务，通过推进居家养老服务专业化、社区养老服务

便利化、机构养老服务标准化、服务队伍职业化等举措，重点解决

好以照护为主的基本养老服务。

诺敏委员发言说，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的诸多医疗改革

政策给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实惠和福祉。政府工作报告对更好保

障和改善民生作出新的部署，要将这些部署落到实处，把党的惠民

政策送到人民当中。

徐晓委员代表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发言时说，要完善职业保障、

优化行业管理、加强人文关怀，让快递小哥们跑得更开心、更安心、更

舒心。加强快递企业党团组织建设，加快建设快递行业工会，在工资

薪酬、福利待遇、劳动强度等方面，维护快递小哥的合法权益。

张海迪委员发言说，社会化托养服务是重度残疾人及其亲属

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做好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也是扶贫的重要

方面。要加快完善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配套政策措施，完善资金保

障制度，加快发展农村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提高托养服务的专业

化水平。

毛万春委员发言说，我国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

山涉水。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勇于创新、广纳人才，加快建设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打造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吴伟仁委员发言说，中国探月工程坚持和平利用、合作共赢的

基本原则，走出了一条探索浩瀚宇宙、和平利用太空的中国道路。

要大力弘扬探月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太空探索之路，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贡献更多中国智

慧、中国力量。

会议由郑建邦主持。会议执行主席是刘奇葆、万钢、马飚、陈晓

光、李斌、何立峰、郑建邦、邵鸿。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董建华、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梁

振英、夏宝龙、杨传堂、巴特尔、汪永清、苏辉、辜胜阻、刘新成、何

维、高云龙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 刘慧） 改进学校美

育教学，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教育工作的重点任

务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钢表

示，遵循美育规律、建构科学美育育人评价机制当前还

存在不少探讨和完善的空间，建议应有效加强完善我国

美育育人评价机制。

他认为，在“德智体美劳”中，“美”蕴含的情感、情

趣、情操等是构成人自觉、愉悦、持续行为的心理基础。

如果美育跟不上，其他四方面的教育效果也将大打折

扣。将美育融入其他“四育”尤其是道德教育，是当前我

国美育工作的重要课题，对这一部分进行科学评价也是

不可忽视的。目前，美育评价还应包括对教师、学生、内

容、方法以及效果等多方面的评价，而且也存在对美育

价值认知不足等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

育。为完善我国美育育人评价机制，叶小钢提出四方面

建议：设立重大攻关课题，深入研究并建构学生综合审

美素养评价体系；将美育渗透到“德智体劳”四育之中；

加强全学科教师的审美素质培养，把审美素养纳入教师

评价体系；注重生态美育，把校园打造成美育大课堂，把

校园美育文化建设纳入教育评价体系。

本报讯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人民日报山东分社

社长徐锦庚最关心的问题是融媒体发展

问题。他谈到，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派驻

地方机构，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

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据徐锦庚介绍，2017年4月，人民日

报社山东分社开通微信公众号“东岳

客”，所有的采编工作均由记者利用业余

时间完成，公号的定位是：不做虚胖的

“棉花”，要做硬核的“秤砣”。“棉花”即外

表炫目，体积庞大，但华而不实，难以承

重。“现在一些新媒体，为了追求流量，不

惜制造噱头，热衷搞‘标题党’，虚头滑

脑，哗众取宠，以此迎合受众、吸引粉丝。

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秤砣”意味着

外观未必靓，体积未必大，但实心实眼，

力压千斤。人民日报山东分社努力为读

者提供有质量的新闻产品和文化内容，

从人民日报的特性出发，把推送的目标

瞄准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党员

领导干部这个群体，上接“天线”、下接

“地气”，既能全面理解领会中央政策，又

能及时反映基层的经验与问题；以“客

人”身份从事采访报道，避免了“不识庐

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不足。

在如何把握新媒体报道的问题上，

徐锦庚认为，记者应当切记担当社会责

任，引导社会舆论，将心比心、与人为善，

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当地方党委政府的

正确决策被误解、抹黑时，我们要旗帜鲜

明、理直气壮地支持声援；要善于打捞

“沉默大多数”的真实声音，而不要被极

少数人的非主流民意绑架；要引领、引导

民意，而不是迎合民意。开展舆论监督

时，要想到记者的笔重如千钧，要客观公

正、证据充分、措辞严谨，做到不缺位、不

越位、站好位，要本着解决问题、不激化

矛盾的态度，做建设性发声者。“当然，这

并不是说，在遇到一些严重问题或丑恶

现象时，媒体可以是非不分、正邪混淆、

袖手旁观、失察失语。激浊扬清、正本清

源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民众对我们的期

待。我们应该本着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

态度，多找原因，多提建议，而不是一味

指责，置人于死地。”此外，做新媒体，要

克服浮躁心态，切忌急功近利，要放眼长

远，咬住牙关，耐住寂寞，扎实做好每天

的工作。一旦遇到好的选题时，要敏锐把

握时机，迅速精准发力，做到“千日蛰伏，

一朝化蝶”。

徐锦庚说，对于党政部门而言，重视

引导新媒体，加强管理自媒体也是一项

重要工作。主流媒体对新闻的审核把关

非常严格，而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把关意

识相对弱一些，管理制度不够规范，容易

出现一些偏差。这方面，除了新媒体加强

自身建设外，党委政府也要注重引导，主

动与他们联络沟通。

（丛子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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