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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载岁月悠悠，风雨兼程，沧桑巨变。

今天，我重温《讲话》，不由得追忆起一件往事。

1951 年，我读小学六年级，学校有一位爱好文艺的语

文老师。他把作文写得较好的几个学生组成了文艺

学习小组，还带领我们学习《讲话》，用钢板刻写其中

的重要片段，油印出来，发给我们，一段段地辅导。

说实话，当时还是毛孩子的我们，完全是云里雾里，

哪能理解其中的博大精深呢？但是，不管怎样，《讲

话》的种子早早地播在了我稚嫩的心灵。

我大学念的是中文系，学习了《毛泽东文艺思

想》这一课程，对《讲话》的理解逐步加深，亦如起光

渐明，一步步引导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几十年来，我一遍遍地重读《讲话》，也一次次地

参加相关的纪念座谈会。犹记得 1992 年，我将自己

多年学习《讲话》的心得体会，归纳成了论文《社会主

义文艺的理论基石——论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地位

及其理论贡献》。该作发表后，被选入中宣部主编的

论文集《团结奋斗，繁荣文艺》。我还十分荣幸地到

过延安，参观召开文艺座谈会的会场和毛泽东同志

与文艺家们合影的地方，感到无比亲切。当年，毛泽

东同志与文艺家们促膝恳谈，坦诚相见，为我们党领

导文艺事业树立了榜样。

《讲话》全篇不足两万字，却高屋建瓴，博大精

深，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回答了一系列美学问

题，诸如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文艺

与生活、生活美与艺术美、普及与提高、继承与创新、

内容与形式、真实性与倾向性、典型与典型化、世界

观与创作方法、现实与理想、歌颂与暴露、立场与态

度、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学习社会、文艺批评的政治标

准与艺术标准、表现新的人物与新的世界等，洋洋大

观，无比丰富，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揭示了文艺的

普遍规律，又探寻了文艺的特殊规律，坚持和创造性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成为一代又一代文艺

工作者的艺术灵魂和理论源泉。

《讲话》就像一座理论大厦，矗立于中国的文艺

大地上。那么这座大厦的支柱是什么？它的理论核

心是什么？我理解，它的支柱，或者说理论核心就是

“人民观”，它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讲话》全文：“我

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

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

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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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号召革命的、有出息的文艺家

“必须到群众中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成为人民

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人民”是《讲话》从始至终思考、

分析、判断和解决文艺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我们

抓住了“人民观”这个基本点，就找到了进入这座理

论大厦的钥匙。

时代在发展，延河水长流。我们党领导下的文

艺创作，始终强调社会主义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我

们的文艺属于人民。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

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了重

要讲话，都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是文

艺之母”，社会主义文艺要“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

于人民”，“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不是一句

套话，更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它必须落实在文艺创

作的全过程和生动实践中。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必

须自觉坚持人民的立场，塑造人民的形象，讲好人民的

故事，表达人民的愿望，活用人民的语言，抒发人民的

喜怒哀乐……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才能真

正成为人民的文艺，使文艺的百花永远为人民绽放。

作为一名文艺评论写作者，多年的创作实践告

诉我，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评论也必须以人民为中

心。“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

“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一部好

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只有坚持人民的

立场、人民的标准，文艺评论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才

会有科学的判断。我愿为此发挥余热，继续实践，争

取在新时代有新的表现。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

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

要战线。1942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

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系

统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

动的经验，回答了中国革命文艺

运动中长期争论的一系列根本性

的问题，指明了文艺为最广大的

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对后

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

作 的 健 康 发 展 产 生 了 深 远 的 影

响。201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文艺

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

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

代的风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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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

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

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

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

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

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

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

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今天，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

纪 念 延 安 文 艺 座 谈 会 召 开 80 周

年，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延安讲

话”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关

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就

是要胸怀国之大者，从思想上清

晰认识文艺在新时代的功能和作

用，从行动上充分发挥国有文艺

院团文艺主力军的重要作用，感国运之变化、发时代之先

声，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努力创作生产出

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

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

品，以文艺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一是要充分发挥文艺的价值引领功能。一部好戏就

是一堂生动的党课，能震撼人心，让观众受到洗礼。中国

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文艺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旗帜，在春风化雨中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用栩

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

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

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二是要充分发挥文艺的审美功能。一部好戏就是一

粒美的种子，能温润人心，让观众感受美好，践行美好。追

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帮助提高美育综合素质，让

人们在艺术之美中更好地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

的美，在艺术的熏陶和情感的滋养下种下信仰、坚强、善良

与温暖。

三是要充分发挥文艺的文化交流功能。一部好戏就

是一扇通向文明互鉴的窗口，能促进中外民众在文明互鉴

中相互了解和理解。文艺是世界语言，是最好的交流方

式，是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增进各

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维护世界

和平的纽带，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四是要充分发挥文艺的社会消费功能。一部好戏就

是人民美好生活的一种新时尚，它能推动文化消费提档提

质。文化需求是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内容，文化消费是社

会消费的重要构成。

五是要充分发挥文艺的创作演出引导功能。一部好

戏就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一种方向，它能推动创作中心任

务与演出中心环节的统一。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的作品。当前，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

中心任务，在抓住艺术质量这一生命线的同时，抓住市场

演出这一中心环节，在全社会推出一大批既能在思想上、

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的优秀文艺作

品。

六是要充分发挥国有文艺院团的阵地示范功能。一

个院团就是宣传思想战线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引领和推

动本区域舞台艺术创作生产。国有文艺院团承担着重大

主题性创作演出任务和群众艺术普及任务，是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坚力量。

七是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先进骨干引导功能。一

个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就是弘扬正能量的一面鲜亮旗帜，

是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文艺工作者要始

终坚持作品立身、坚持人民立场、坚持扎根生活、坚守艺术

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

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

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

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

“流萤之光”儿童幻想小说（《你好，神秘
国》《逃离，夜森林》《寻找，萤火虫》《再见，小星
星》）是我 12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的一次集成，
都以“黑夜”为主要意象，或为故事发生的主要
场景来写作的幻想小说。

黑夜容易触发人们孤独荒凉的情绪，但我
却钟情于黑夜。于我而言，仿佛夜晚才是一天
的开始。我从小喜欢晚睡，长大以后，也习惯
把重要的事情放到晚上来做。我对黑夜颇为
迷恋，在黑夜中，我常常幻想涌动，站在那夜空
下，仰望天幕、浮想联翩，试图去找寻一颗星星
的轨迹，去收集一些月亮的银辉。对我而言，
沉静的黑夜，也是适合阅读、写作、审思、自省
的时刻。

黑夜总是有与白昼截然不同的景观，仿佛
暗自涌动着无法表达的诡谲、神秘和某种不能
言说的庄重、威严，能让一颗浮躁、悸动、不安
的心卸下它在白昼的所有防御，真切地看清这
个世界的浮尘、烟火、浩瀚的星空、汹涌的人潮
和赤裸的自我。

有些时刻，我会固执地认为，黑夜中蕴蓄
着某种隐隐浮现的不为人知的力量，它们在某
个幻想的世界里聚集。在那个世界，生存着奇
异的生物。它们有着特别的魔力，有着自己的
国度、体系、制度、规则，也有自己的山川地貌
与文化风俗。它们等待着我们去探访、冒险。
但窒碍于理性和成熟，许多大人并不相信有这
样的世界存在，只有爱幻想、充满好奇心和冒
险精神的孩子才是勇敢未知世界的探险者，他
们进入了幻想的世界中，看到了黑夜中不一样
的奇景。因为孩子们相信幻想世界的存在，相
信梦境中的事实，这便有了《你好，神秘国》《逃
离，夜森林》《寻找，萤火虫》《再见，小星星》四
部在神秘黑夜中发生的奇幻冒险故事，有了在
黑夜中试图找寻身世之谜解开未知诅咒的女
孩珍珠、琥珀、茉莉；有了黑夜里与森林巨兽勇
敢交锋召唤出萤火虫无限能量的女孩依朵；有
了在夜空中编织云朵并帮助天国王子多洛亚
和人间公主坎美儿团圆的小星星；还有了遨游
于自己的梦境去到一个个幻想王国冒险的男
孩小石头。

不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总
会有那么一刻，想要逃离现实的时空，去到一
个奇幻的世界中畅游。在那里，可以纾解烦恼
与压力；在那里，可以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汗水
与泪水，驰骋沙场、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为
此，我偏爱上了幻想文学的创作。我们期待在
幻想世界中，一切的奋斗拼搏都有意义，所有
的正念善行都有报偿，公正、平等，可以给予我
们想要的一切，可以穷尽地展现每一个个体的
能力与才华。那里，寄托着我们对美好生活和
美丽世界的向往，有最浪漫的风景与最美好的
人性，是真正的诗与远方。

“流萤之光”丛书中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
个理想的世界。虽然在这些故事里，主人公也
会面对困顿、迷茫、荆棘、坎坷，但是他们始终
怀揣着坚忍不拔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向
着光的方向，凭借自身力量和积极行动化解危
机、破除艰险，恢复幻想世界的和平与秩序。
当他们终于用正念与善行赢得了尊重，用智慧
与勇气战胜了邪恶，明白了爱是一切美好引擎
的时候，他们也终于相逢了正义与欢欣，收获
了温暖与幸福的人生。

作为儿童文学，这些作品可能还会告诉我
们，儿童文学不会承诺这个世界没有灾难、饥
荒、黑暗、污浊，不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忧
愁与泪水，但是儿童文学会让我们知道，只有
爱、同情、勇气、信念才能让我们找到人生路的

出口，完成艰难的成长。途中的
荆棘与艰辛，恰如路上的
和风与星光。

儿童文学给了我们恢
复光明、寻找美好、重建世界
的勇气与信心。

开始幻想吧，一起去开
启一场夜空下的奇幻之旅，
感受文本中的温暖、善意、感
动与美好。希望“流萤之光”
儿童幻想小说可以给予大家
真挚的感动与绵绵的力量。

80 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在

《讲话》精神的激励下，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为

凝聚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当

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新时代蓬

蓬勃勃，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

台。作为一名基层文联工作者，当不负时代，不负

人民，用赤诚之心，去感悟和推动地方文艺的发展

繁荣——

一旦点亮人民心中的灯盏，就能高举文艺的火

炬，焕发新时代文化的崭新气象。文艺真正为人民

所需要，最通俗的理解，就是好的创作，总是能引起

强烈共鸣。世代鄱阳儿女依鄱阳湖而居、与鄱阳湖

相依，湖边渔火是生活的符号，是心中珍贵而难忘的

记忆。我们以“去湖上点一盏渔火”为主题，创办了

《鄱阳湖文艺》季刊。出刊后，许多文艺工作者很快

聚拢过来，踊跃投稿，并从渔火中采集火种，一个个

高举火把，临流意远，采风问俗，目光与思绪穿越时

空，使“湖边的渔火”与“农村的烟火”“城市的焰火”

“山岭的篝火”“帐篷的萤火”交相辉映。而他们创作

的佳作，也渐渐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点亮了人民心中

的灯盏，照亮了鄱阳儿女的精神家园。至去年，《鄱

阳湖文艺》已经办刊 33 期，刊发文稿 260 万字。“设计

精致”“图文并茂”“让人如沐春风”“给人温暖”……

凭着老百姓的喜爱，这份地方刊物渐渐走出了县域、

走向了全国。

一旦了解人才心中的渴望，就能创造提升的平

台，编织新时代文艺的璀璨星空。学习《讲话》，让我

们对文艺队伍的重要性有了更深认识。基层文艺的

工作者分布在各个领域，聚如一团火、散若满天星。

为此，我们发挥组织优势、亲情优势，及时传递温暖、

传播能量，开设了“鄱阳湖文化大讲堂”，举办了改稿

会、作品研讨会、名家画展，设立了文艺创作重点扶

持项目、“洪迈文学奖励基金”，开展了“姜夔文艺奖”

评选等，激发创作热情，推动文艺发展。目前，全县

共有 14个文艺家协会，会员近 5000人，其中青年诗社

还聚集了 100 多位 80、90 后诗人，有不少乡镇成立了

基层文联组织。田间地头、湖边河岸，那一个个散落

的村落，因为同一份“渴望”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织就

着希望的田野。

一旦感悟时代发展的脉动，就能吹响文艺的号

角，展示新时代基层文联的更大作为。《讲话》中强

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

去，就是要求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我们团

结广大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同向同行。在脱贫攻坚

一线，实行文艺扶贫、文艺支教等，用文艺的力量，掘

开致富的通道。2017 年鄱阳县被授予“中国文联文

艺扶贫奔小康示范县”；2018 年，作为基层文联主席，

我个人荣获“江西省脱贫攻坚奖”；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抗洪救灾一线，文艺家创作了一大批有筋骨、

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深情讲述着中国的故

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助力全

县经济、社会的发展。他们还举办了柿子节、篝火晚

会、帐篷节、好歌声比赛等，促进文旅融合，提升鄱阳

的美誉度与影响力。

一旦激活本土文化的基因，就能丰富发展的业

态，绘就新时代地方文化的壮美画卷。《讲话》中，鲜

明阐述了文化在党的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强调

了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鄱阳县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在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生态保护中植入鄱

阳湖文化元素，使鄱阳文化既释放深厚地气，又融入

时代洪流，成为必然。“中国渔俗文化之乡”“中国移

民文化之乡”……回望家园厚土，那大江大湖的文化

文艺之美，让我们悸动不已，更值得我们慨然奔赴，

与君分享。

夜空下的
奇幻之旅

□□ 周博文周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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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别策划

与时代同行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与人民同心

让文艺百花为人民绽放让文艺百花为人民绽放
□□ 吴吴 海海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文艺要为最广大
的人民大众服务等重要思想，对后来我们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0年后的今天，广大文艺工作者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以下简称《讲话》），并进一步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
论述。

——编者

点亮基层文艺的星火点亮基层文艺的星火
□□ 徐徐 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