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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2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
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握大势、
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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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士气壮军魂
□凌行正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里，我作为一名

部队文艺战线的老战士，仅从我个人有限经历，便深深感知

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正确和伟大，仅就党引领军事文艺发

展繁荣、给全国文艺百花园增添的光彩和活力，就足以增

强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

1949年夏，我随部队进军南下，打过长江，到达江西上

栗。休整期间，我们军文工团举办了党建学习班，不仅学习了

党章，还重点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讲话》中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

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革命

的文艺作品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

有力的武器”，“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

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

斗争中去”……这些经典名言使我们茅塞顿开，倍受鼓舞。休

整一结束，我们纷纷要求下部队，去参加即将展开的衡宝战

役。战役刚打响，便传来喜讯，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毛主席

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在鏖战

的战场上刷写大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在村镇路口设立

鼓动棚，向部队和群众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女

同志们赶制了五星红旗送到主攻连队，以便在战斗胜利结束

时插上被攻克的敌人阵地。庆功大会上，我们在野台子上给

凯旋部队演出《白毛女》《血泪仇》和本团自编的《“钢军”覆

灭》。全国解放后，我们军文工团开展辅导连队文娱活动，推

动部队“五前一路”有歌声，课余时间跳“团结舞”“双人舞”，

军营中一片龙腾虎跃。帮助战士们自编自演小节目，涌现出

轰动一时的“三五〇战士演出队”，在全国巡回演出后，在北

京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

当朝鲜半岛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我们又奔赴烽火连

天的抗美援朝战场。我们文工团分编成若干个战地宣传鼓动

小组，穿过敌人的炮火封锁线，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深入到

第一线，给志愿军战士们送去“光荣弹”，搜集连队的好人好

事，即时编写快板和小演唱，在坑道里为指战员们演出。朝鲜

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于1953年12月10日下发了

《为号召全军撰写〈志愿军一日〉的决定》，在部队中展开群众

性写作活动。广大志愿军指战员拿起笔来，书写自己在朝鲜

战场上亲历的战斗生活。我在忙完本部队征文初稿遴选后，

被抽调到北京“志愿军一日”编辑部工作。当时，参战各部队

送到编辑部来的征文稿件达13000多篇，计2000多万字。在

解放军文艺社刘亮同志主持下，经过一年多的编辑工作，《志

愿军一日》成书为四卷本：第一卷是1950年10月25日入朝

作战起，到第五次战役止；第二卷是1951年 6月阻击战开

始，到1953年 4月底止；第三卷是战勤，包括铁道兵、汽车

兵、防空、卫生战线等；第四卷是1953年5月13日夏季反击

战开始，到停战前后止。全书总计120万字，其作者上至志愿

军总部领导，下至基层官兵，共500多人。郭沫若为《志愿军

一日》写了序言，序言中说：“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中

国人民志愿军，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仅仅一周年的时候就渡过

鸭绿江，协助英雄的朝鲜人民，打退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

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巩固了祖国的边疆。”

“这样一个伟大的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运动不能没有一部翔

实的文字记录，为今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

平和正义的人民留下富有教育意义的纪念文献。”历史已经

证明，《志愿军一日》就是这样一部珍贵的“纪念文献”。从朝

鲜撤军回国后，我又随部队参加了一场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这一战打出了国威军威。为讴歌这次作战中的英雄人物，我

被调到军区与人合作创作了多幕话剧《边哨风云》，经军区战

旗话剧团演出，广受军内外观众好评。1965年春节期间，该

剧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演出，周恩来总理前来观看。演

出结束后，周总理高兴地走上舞台，亲切接见全体演职人员，

这使我们终生难忘。

1979年10月30日，我在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聆

听了邓小平同志向大会的祝词。他说：“我们希望，文艺工作

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

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

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参

加完这次大会不久，我便由军区调到解放军文艺社工作。《解

放军文艺》创刊于1951年，距今已有70年了，它是全国、全

军读者喜爱的一份军事文艺月刊。创刊伊始，刊物发表了多

位将帅的诗词作品，此后陆续发表众多名家名作，比如王愿

坚的《党费》、杜鹏程的《沙家店》、刘知侠的《票车上的战斗》、

吴强的《吐丝口》、刘白羽的《路标》、陆柱国的《上甘岭》、徐怀

中的《我们播种爱情》，以及战士作家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

《高玉宝》……这些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作者，成为新中国

文学创作的一支生力军。当我调到解放军文艺社工作时，总

编胡奇同志即对我说，我们要始终高举爱国主义、革命英雄

主义旗帜，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团结和培养军

事文学创作队伍，推出军事文学精品力作，以精美、健康的精

神食粮，鼓舞士气、斗志，壮我军魂，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

力服务。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解放军文艺社除编辑出版《解

放军文艺》《解放军歌曲》，还创办了大型双月刊《昆仑》，出版

“当代军人风貌”一系列军事文学图书，在胡奇、李瑛、王传洪

等同志先后主持下迈开了新的步伐。为服务改革开放，《解放

军文艺》编辑部在陶泰忠等同志倡议下，发起了“中国潮”报

告文学征文活动，得到了作家们的热烈响应。江永红、钱钢的

《“蓝军司令”》，朱秀海、袁厚春的《河那边升起一颗星》，李延

国的《在这片国土上》，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刘亚洲的《恶魔

导演的战争》，徐志耕的《莽昆仑》以及王宏甲的《无极之路》

等先后发表，在读者中引起极大震动。《解放军文艺》还举办

笔会和创作学习班，扶持新人新作，在小说方面发表了李斌

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方南江、李荃的《最后一个军礼》，

王中才的《三角梅》，刘兆林的《雪国热闹镇》，周大新的《汉家

女》，莫言的《高粱酒》等，这些作品大都获奖。解放军文艺社

长期以来有两项好的传统，一是热情帮助部队指战员的业余

文艺创作；二是把优秀的文艺书刊传递到基层官兵手里，听

取他们对书刊的意见和建议。早期派专人扶持高玉宝创作，

体现了全国解放后工农大众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翻身，在

文化方面也翻身作了主人。解放军文艺社先后出版了《雷锋

日记》和《雷锋的故事》，接着又推出了冯德英的《苦菜花》《迎

春花》《山菊花》。上世纪80年代，董保存得知萧克老将军有

一部从战争时期就开始写的长篇小说手稿《浴血罗霄》，便立

即去帮助他整理修改。该作品出版后受到广泛赞誉，荣获了

茅盾文学奖。刘迪云也积极联系洪学智将军推出他的《抗美

援朝战争回忆》一书，这部纪实文学出版后在国际上引起热

烈反响。我们在上级领导的指示下，为全军基层单位图书馆

配发图书。1985年春，我率工作组将百套图书送到老山前线

部队驻守的“猫耳洞”里；1992年1月，我带两名编辑将《解放

军文艺》《昆仑》《解放军歌曲》等书刊送到驻守在遥远的南沙

群岛战士们手上，并在永暑礁上举行座谈会，听取海军指战

员们对我们书刊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

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

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他还指出：“推动文艺繁荣

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

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解放军文艺》

将以崭新的风貌，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适应备战打

仗需要，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5

月27日晚，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共同主办的“各族

儿女心向党”原创歌曲大型演唱会在京举行。中国文

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

主席李屹出席活动。

演出在欢快热烈的歌舞《同心曲》中拉开序幕。

第一篇章《草原赞歌》中，《金色的摇篮》《梦中的骑

手》《内蒙古味道》《快乐的敖鲁古雅》4首歌曲，深情

礼赞各族儿女不忘初心、守望相助，建设美丽内蒙

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幸福新征程。第二篇章《高原

颂歌》中，《高原的梦》《吉祥的天空》《八廓街》《心向

阳光》4首高亢纯净的歌曲，真情歌颂了党的关怀就

是阳光雨露滋养着这片辽阔疆域，表达了高原儿女

心向党、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第三篇

章《边疆恋歌》中，《边疆》《阿依努尔》《党的光辉亚克

西》《柯柯牙》4首欢欣明快的歌曲，将观众情绪引入

天山南北，串联出新疆的美景和美好新生活，展现了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新疆各族人民勠

力同心、团结奋斗的前进脚步。第四篇章《时代壮歌》

中，《党的光辉照边疆》《星星伴月亮》《金不换 银不

换》《天下黄河富宁夏》4首风格多元、魅力独特的歌

曲，描绘出良田沃野、安居乐业的生动画面，抒发了各

族人民满怀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心情。在歌舞

《连心歌》的优美旋律中，演出圆满落下帷幕。

演唱会由中国音协副主席、作曲家张千一担任

艺术总监，国家一级导演何燕敏担任总导演，词作家

屈塬担任总撰稿。主办方表示，这18首特色浓郁的歌

曲，是中国音协近年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组织全国词曲作家深入新

疆、内蒙古、西藏等地采风创作的优秀成果。音乐界庆

祝建党百年，就是要聚焦党的奋斗历程、光辉业绩、

伟大精神，以充沛的热情、动人的旋律，艺术展现党的

初心与使命、牺牲与奉献、情怀与担当，热情反映党与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鱼水深情。（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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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1日至24日，由江西吉安市委宣传部、吉

安市文联、《小说选刊》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百年党史井冈

行”——全国著名作家采访创作活动在吉安举行。中国作协名

誉副主席廖奔，作家刘庆邦、李春雷、吴克敬、江子、王祥夫、陶

纯、石一枫、杨遥、李云雷等参加活动。大家同当地红军后代一

道学习党史，传承井冈山精神，赓续前行力量，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近千名来自基层的作家、群众参加活动。

在井冈山大学，各位作家举行专题讲座，与500余位作

家、师生代表互动交流。刘庆邦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畅谈短

篇小说的创作方法与技巧；陶纯主讲成为一个作家所需要的

生活、思想和艺术准备；李云雷以“新时代文学与中国故事”为主

题，分享了对新时代文学以及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的理解。

随后，采访团先后赴白鹭洲书院，青原区渼陂古村，吉州

窑遗址公园，井冈山神山村、黄洋界、小井红军医院、茨坪北山

烈士陵园，遂川县左安桃源梯田、草林红色圩场，及泰和县马

家洲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园、浙大西迁旧址陈列馆、蜀口生态

岛、螺溪镇爵誉古村等地采访，每到一处都用心聆听、倾心感

受、真心交流。在神山村，大家与全国人大代表、致富典型左香

云等交谈，感受神山村群众脱贫后的精神面貌和乡村振兴的

铿锵步伐；在茨坪，与红军后代石金龙、余梓洋、江满凤、毛浩

夫等面对面座谈；在草林红色圩场，通过看电影、听讲解、情景

体验、交流互动，领略前辈们在艰难困苦年代的英雄情怀。大

家表示，此行收获满满，回去后将对全部素材进行再学习、再

体会、再加工，深耕文艺创作，力争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为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留下独特的文学印记。（李夏署）

作家走进吉安开展
“百年党史井冈行”采访

本报讯 近日，中华文学基金会“文学之乡”

创建工作座谈会在江苏南京召开。“文学之乡”创

建单位、部分申请创建单位的党委宣传部门领导

和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协有关负责人参加会

议。受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委

托，中华文学基金会秘书长鲍坚作工作总结并对

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

“文学之乡”公益项目，是以县（区）级区域为

主要创建对象，通过授予文学活动开展活跃、文学

成就较高、文学组织工作突出的地区“文学之乡”

称号的方式，帮助其总结经验，进一步系统提升文

学发展水平，并为推动基层文学工作全面进步、促

进文学整体繁荣起到区域性的示范引导作用。该

公益项目自2011年开展以来，现已成功创建了9

个“文学之乡”单位。这些“文学之乡”在开展文学

普及活动、用文学服务社会、繁荣文学创作等方面

都各有值得各地学习参考的经验和做法。

此次会议由中国作协指导，中华文学基金会、

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会议对“文学之乡”创建工

作开展以来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已创建单位如

何长期保持发展水平、发挥品牌示范作用提出了

新要求，对申请创建单位进行了指导。与会代表对

“文学之乡”创建项目的突出作用给予了充分肯

定，认为以文学公益项目助力文学发展是有益、有

效、有可持续性的举措，对于破解基层文学工作难

题起到了切实可行的指导作用。本次会议也成为

中华文学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开展“文学

之乡”创建工作的有力基础。

会上，南京市文学之都促进会理事长潘谷平、南京市四

个区县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南京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

名的“文学之都”的文学创意思路和参与“文学之乡”创建工

作的进展情况。

据了解，“文学之乡”是中华文学基金会“十四五”规划

的重点公益项目。近年来，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动发挥作为中

国作协抓基层文学的延伸手臂的作用，在推动基层文学工

作上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果。下一步，将对“文学之乡”予以

多方面的扶持，在评审标准、流程上进一步细化，持续助力

基层文学发展。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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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5日，“建党百年与文艺评论”专题研讨

会在京举办。会议由中国文联指导，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

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办，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

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的支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夏潮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研讨会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主持。

与会专家在发言中回顾和总结了百年来党领导文艺评

论的发展历程、重要成就和宝贵经验，展望了新时代文艺评

论发展的趋向和愿景。大家谈到，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文艺评论的百年历史进程，可以得出这样的规律性认识：必

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地位，始终坚持贯彻党

的文艺方针政策，始终坚持发挥文艺评论工作者的主体作

用，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伐。秉承党领导文艺评论工作的百

年历史经验，奋力推进新时代文艺评论事业，必须要认真学

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论述。

大家认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文艺发生了

历史性变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作为党领导文艺的重要手

段，文艺评论发挥了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

尚的重要作用。立足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广大

文艺评论工作者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特

别是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往开

来、开拓创新，切实推动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许 莹）

“建党百年与文艺评论”专题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5月18日，由星星诗刊杂志社、

成都文理学院主办的“2020中国·星星年度诗歌奖”颁奖典礼

在成都举行。张烨、耿占春、焦典分别凭借组诗《张烨近作选》

（《星星·诗歌原创》2020年第7期）、评论《穆旦的诗：作为一

部传记》（《芳草》2020年第2期）、组诗《加减乘除》（《人民文

学》2020年第5期）获得2020年度诗人奖、诗评家奖、大学生

诗人奖。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星星诗刊杂志社社长龚学敏，

成都文理学院董事长刘学民、校长喻洪麟、党委书记高华锦等

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者颁奖。

“星星年度诗歌奖”评选活动迄今已步入第15个年头，奖

掖了一大批笔耕不辍、安静写作、有实力、有探索精神的诗人、

诗评家。在颁奖典礼上，大家表示，在我们国家，诗歌有着自己

的辉煌源头和流向，每当重大社会变革发生的时候，诗歌总是

回应、助推同时也反映伟大的时代。我们现在正在重构一个强

大的文学传统，我们的写作要坚持从《诗经》开始的主流文学

精神当中去追寻审美的光芒，同时又必须基于现实的语境进

行新的创造。

2020中国·星星
年度诗歌奖颁奖

本报讯 在庆祝建党百年、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之际，5月24日起，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浙江省委宣传

部指导，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出品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特别节目《精神的力量》在浙江卫视播出，同步上线多家

网络平台，并将在江苏卫视等省级卫视献映。

作为国家广电总局10部建党百年重大主题重点剧目

之一，《精神的力量》以传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主

题，选择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

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

精神、特区精神、抗洪救灾精神、抗震抗灾精神、抗疫精神、

脱贫攻坚精神，通过“电视剧汇编+嘉宾宣讲+采访解读+

外景拓展”等多维度呈现方式，重温百年党史，见证时代激

越，赓续红色血脉。节目按照每种精神2集、共28集的篇幅

进行构架，每集时长45分钟。

据介绍，《精神的力量》从历年全国红色主题电视剧中

精心挑选50部作为基本素材，围绕党的“精神谱系”，对经

典剧情进行主题化提炼精编重组，结合“精神”地标实地拍

摄见证、专家现场探寻解读，创新构成“经典影像、红色现

场、融合表达、年轻语态”的生动整体。同时，节目采用内景

和外景结合的方式，并由优秀影视演员担任“主讲人”，力求

使历史事件与现实场景充分贯通、艺术呈现与真实故事有

机融合。 （浙 文）

浙江广电集团推出《精神的力量》

每一个儿童节都留下时代的印记。我曾经度过战火中的儿童节、胜利中的儿童节、创建新中国喜庆中的儿童节……

今年，当我祝贺你们儿童节快乐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你们是在建党百年之际欢度儿童节的。欢度这一年的儿童节，你

们会把这节日的欢乐融入到祖国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过一个内容更加丰富的、深深地留在记忆中的儿童节。

——金 波

（详见今日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