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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周刊

让文艺的百花园绽放时代光彩
——宝鸡文艺界学习贯彻“增强文化自信 推动文艺繁荣”座谈会精神第五期培训班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王卉

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市舞蹈家协会主席叶启明——

从生活中寻找创作艺术作品的灵感
“作为文艺工作者，需要勇立

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我

们的党、为伟大祖国、为亿万人民

鼓与呼。市舞蹈家协会的同仁也

要与时俱进，从生活中出发，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寻找

创作艺术作品的灵感。”市舞蹈家

协会主席叶启明说。

随着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群众对文艺作品的质量、品位、风

格也有更高的要求。谈及今后的

创作与协会发展，叶启明表示，

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他说 ：“既能在思想上、艺

术上取得成功，也一定能在市场

上受到欢迎。”在对舞蹈的艺术创

作中，他对舞蹈工作者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 ：“舞蹈要跟上时代发

展、满足人民需求，在不断提高自

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还

要注重艺术个性方面的深挖与创

新，平心静气不浮躁，这样才能创

作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

的作品。”

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冯晓伟——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我多次来过关山草原，但

这次最特别！”省、市摄影家协

会主席冯晓伟这样说。的确，此

次他带领市摄影家协会一行的主

要任务是参加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联举办的第五期文艺创作培训

班。他说 ：“协会非常重视这次

培训学习，这是市委、市政府对

文艺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关怀和

厚爱。”

在培训期间，冯晓伟感受颇

多，他表示 ：摄影人要发挥摄影的

独特作用，用我们的镜头记录时

代、讴歌时代。要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火热的生

活中抓取精彩瞬间，用影像见证

新时代。他说 ：“我们要多聚焦扶

贫题材和重点工程，尤其是我市

‘四城’建设和复工复产等工作中

取得的成绩。努力创作出更多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

品力作，拍出更多让人民看得懂、

接地气、有深度、喜闻乐见的优秀

摄影作品，讲好宝鸡故事。”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胡新明——

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优势  助力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建设
作为一个宝鸡人，胡新明对家

乡的美好未来有着非同一般的自

信，他说 ：“宝鸡的文化资源非常

丰厚，在目前正进行的区域文化中

心城市建设中，怎样能更突出地把

宝鸡优势体现出来，可以从优秀传

统文化中寻找思路。”

胡新明说 ：“发挥传统文化

的优势，发挥文艺引领时代风气的

作用，我们要把最靓丽的文化名片

打出去，让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到

宝鸡，来到宝鸡这片投资沃土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更是在重大

历史关头凝聚民族精神的不竭动

力。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几百名会

员，创作出数百件作品赞美白衣战

士，并捐款捐物为抗击疫情鼓劲

加油。谈及今后的工作，胡新明表

示，要充分发挥民协“小文联”的

作用，做好各项优秀传统文化的挖

掘传承创新工作，把宝鸡民间文艺

事业发扬光大。
（本组稿件及照片均由王卉采

写、拍摄）

作者终生致力于将哲学从学术象牙塔中
解放出来，让它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哲学的
故事》出版后，掀起了全球哲学热潮。该书用
讲故事的方法，介绍了有史以来的主要哲学
家的生平及其观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到叔本华、尼采，再到柏格森、罗素、
杜威等。在阐述每位哲学家思想的同时，还生
动地介绍了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生活境遇
和情感经历。

相信理想的力量

阅读热线 ：0917-3389388

理想国选书
之哲学专辑

《中国哲学史》
作者 ：冯友兰
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写于上世纪 30 年代，从问世
起便成为中国哲学史的必备参考书。该书将中国
哲学史分成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因此全书分为
上下册。子学时代主要讲先秦诸子，经学时代主
要是从董仲舒到康有为、谭嗣同的时代。该书作
为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
述，采用西方哲学的形式，阐释中国哲学思想之
实，使中国传统哲学成为一门现代学科。

《中国哲学大纲》
作者 ：张岱年
出版 ：中华书局

《中国哲学大纲》是张岱年先生极具代表
性的学术著作，也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基性著
作之一。不同于其他哲学史多依时间顺序论述，
本书以哲学问题为纲，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
知论三大部分，以“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
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为基本方法，
梳理中国古代哲学中各个核心问题的发展过
程，并详列相关文献，因此也可视之为一部中国
哲学问题史，是中国古代哲学固有体系及哲学
问题研究的开创与典范之作。

《哲学的故事》
作者 ：［美］威尔·杜兰特
出版 ：新星出版社

（王卉整理）

美丽的关山草原，水草丰茂，绿

草如茵。4 月 16 日上午，在关山草

原艺术家创作基地简短而庄重的揭

牌仪式后，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

办的宝鸡文艺界学习贯彻“增强文

化自信 推动文艺繁荣”座谈会精神

第五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了。来自我

市摄影、舞蹈、民间文艺界的 30 多

位艺术家代表济济一堂，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我市“增强文化自

信 推动文艺繁荣”座谈会精神。

此次培训虽然仅有两天时间，

却安排紧凑、内容充实。艺术家们经

过“无缝对接”的学习、座谈以及实

地采风后，纷纷表示收获颇丰、受益

匪浅。尤其是大家统一了思想、凝聚

了力量，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创作

方向——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旗帜，勇担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

情、为人民抒怀的职责，记录时代进

步，讲好宝鸡故事。

一次学习
讲话精神再动员

自 3 月 26 日我市召开“增强

文化自信 推动文艺繁荣”座谈会以

来，已有 160 多位文艺界代表相继

参加了四期的培训学习，一股“学理

论、正方向，抓创作、促繁荣，推人

才、出精品，创品牌、惠民众”的良好

文化氛围正席卷陈仓大地。

此次培训可以说是我市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再发

力、再动员。在学习辅导中，市文联

党组书记、主席吕向阳领学了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

讲话。他在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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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时表示，

这也正是为何在近期对文艺家“密

集”培训的原因——要在当下宝鸡

正在进行的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建设

中，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作用，

以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

艺作品，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

人民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

提到坚定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

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在对我市“增强文化自信 推动文

艺繁荣”座谈会精神的辅导中，吕

向阳说 ：“从建设彰显华夏文明的

历史文化名城到建设区域文化中

心城市，这是我市一步一个脚印

践行文化自信的历程。宝鸡的历史

文化、民俗文化、山水文化、红色

文化、美食文化是一座座文化‘富

矿’，正待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去深

挖、去大做文章。”

一场座谈
统一思想再升华

文化自信不是喊在嘴上，而是

要落实到行动上。坚定文化自信，就

是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拥

抱时代、创作精品的一次思想再升

华、理论再武装。

宝鸡的文化发展史，正在书写

浓墨重彩的一页。目前我市建立六

大创作基地，就是为艺术家们提供

平台，让他们走出象牙塔，到农村

去、到工厂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像

柳青、路遥那样深入生活，让扎根人

民搞创作蔚然成风。

在 4 月 16 日晚进行的座谈会

上，艺术家纷纷发言，畅谈体会，现

场气氛热烈而融洽。“不管是作为宣

传工作者，还是文艺工作者，令我感

受最深的就是，只要把镜头对准基

层和群众，总能发现更多的创作灵

感。”市摄影家协会理事徐小红在发

言中，结合工作与生活，举例说明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才

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所在。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张

星表示 ：有道德操守的人，才能创

作出真善美的作品，才能创作出催

人奋进的正能量艺术作品。他的关

于做德艺双馨艺术家的这番倡议，

曾被《中国文联简报》收录。他在会

上还倡议，文艺工作者除了有好的

专业素养，还要不断提高学养、涵

养，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

任感。

“土老破旧不是当代宝鸡形象，

宝鸡的青山绿水、宝鸡的工业制造、

宝鸡人民的追赶超越，才是当代宝

鸡的新形象新面貌”，市摄影家协会

副秘书长程建红在座谈中提出“用

身边的美好图景，展现宝鸡的发展，

服务宝鸡的发展”的号召，得到大家

的一致认可。

一路采风
创作热情再升温

4 月 17 日一大早，培训班的艺

术家在料峭的春寒中，开始了采风

之行。他们在陇县天成镇铁塬村了

解“三变”改革促脱贫，来到上寨子

村社区工厂采访产业扶贫，尤其是

参观和氏乳业、了解生态乳都建设

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拿出相机或手

机，寻找着最佳角度，以镜头记录下

复工复产的火热场面。

在社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日

新月异的今天，纪实摄影与时代同

行，成为我们最直接、最现实、最直观

的一种记录方式，市摄影家协会理事

刘克俭对此感触颇深。在采风人群

中，作品频频亮相于国内外摄影展、

用镜头给无数观众展示宝鸡印象的

这位老艺术家并不显眼，他对按动快

门显得有些“吝啬”，然而他却站在生

产线边，对准低头专心工作的工人

“大方”地进行了N连拍。他解释道：

“我们摄影人要怀着真情实感拍作

品，这其中包含着敏锐的思维和独到

的洞察。也就是说，要用特有的视觉

艺术，不失时机地捕捉社会发展的焦

点、捕捉群众生产生活的生动状态，

这样才能拍出有温度、有思想内涵的

感人作品。”

在采风途中，市舞蹈家协会副

主席刘爱芳讲起了二十年前她创作

舞蹈《西岐转鼓》所经历的艰辛，一

幕幕往事令所有人为之动容。当年，

这部饱受磨砺的作品在文化部主办

的第十届“群星奖”舞蹈比赛中获得

银奖后，刘爱芳又从凤翔民间泥塑

老虎中吸收灵感，创编少儿舞蹈《虎

娃乐》《秦娃秦鼓转起来》，并接连获

得省新剧( 节) 目展演（即今省艺术

节）一等奖。她说，在文化繁荣兴盛

的新时代，我们艺术家、文艺工作者

更应打造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的作品，迎接即将到来的第

九届陕西省艺术节。

经过此次培训，相信我们艺术

家将更添一份底气与自信，宝鸡在

文艺的百花园中也将绽放更绚丽的

时代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