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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大家谈

近来，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发表（以下简称《讲话》）；中共中央

发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国

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的指导意见》等。这些重要讲话和文件的密集发布，给文

艺界乃至全社会带来巨大震撼和强烈影响。这些讲话和

文件，涵盖了对指导思想层面（基础性和方向性）、方针政

策层面（部署性和决策性）、艺术标准层面（尺度性和目的

性）、综合要求层面（实践性和纲纪性的层面）的要求。如

此全面地指导和部署文艺工作，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

次。站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今天，在具有了足够丰富的

成就与经验、不足与教训之后，针对着我们今天的问题和

“中国梦”的追求，引导中国的文艺实践和文艺发展向马

克思主义文艺观回归，体现出的文艺的主体性、文艺对社

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功能与作用、文艺发展的

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文艺发展的时代要求与历史使命、

文艺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与价值、文艺引导与文艺

管理的必要性等等，都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

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光芒，《讲话》和《意见》将有

力地引导中国的文艺实践和文艺发展更加自觉地步入马

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精神发展学说的轨道，有助于厘清文

化体制改革中一些实践困惑与理论迷茫。

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重在方向。方向引导，要项有

三：一曰明理；二曰施策；三曰奖赏。明理有三：根本、路

径、对象，三者皆为“向”之要素。施策有三：顺向、建制、调

业，三者皆为“策”之要点。奖赏有三：向正、德高、功深，三

者皆为“赏”之要领。

学习贯彻《讲话》和《意见》，从哪里着眼？哪里入手？

一般讲来，文艺在社会中的存在和发展，要依赖党和

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有力支持，这是政策的公信度；要依赖

艺术的本体力量和艺术的标准，这是艺术的公信度；要依

赖市场的认可和社会的认可，这是受众的公信度。哪一个

公信度高，就会成为实际的“引领”，其对文艺发展的作用

力就大。当下，我们不能不说，经过不断的改革开放，我们

释放和培植了“市场经济”（文化市场）形态下的文艺体制

和社会组织，还大力推动国有文化生产组织“转企改制”，大力发展文化产

业。社会力量的孵化、国企单位的转化、文化产业的发展，激发了文艺发展的

活力，激活了文艺发展的机制，拓宽了文艺发展的天地与道路。文艺发展的

社会（化）效应和客观（性）标准得以生成。这些都是来之不易的。但是，问题

也在于文艺发展随着文化产业的大力推进，票房收入、收视率、收听率、点击

率、发行量等指标的量化，成为了文艺发展三大公信度指标中最硬化的指

标，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文艺的“强势公信度”。不仅一些低俗产品的制

造者根本不理睬艺术的和学术的评判，甚至连一些国家文艺单位都以此为

硬指标来开展工作。不得不指出的是，腐败也渗入到了文艺领域，因而致使

一些党政部门出台的文艺扶持和奖励的措施、计划，社会的公信度并不高；

各类文艺评奖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违章的问题，多为社会所不信。

正是在这样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文艺的社会公信度就突出文化市场的占

有率了。文艺发展中交织着多种逻辑，诸如资本的逻辑、市场的逻辑、产业的

逻辑、消费的逻辑、批评的逻辑、政策的逻辑、体制的逻辑、乃至国际的逻辑等

等，这其中资本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如果成为主导的逻辑，人民的、历史的、

思想的、审美的、艺术的逻辑就会被扭曲，“文艺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就是一

种口号和宣示了。

因此，要真正使文艺在实现中国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

主体作用，实现文艺的健康发展，就要从恢复和实现文艺的三大公信度破

题，就要加强文艺界的正风正气建设；就要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组织创

新、机制创新，就要树立文艺的标准和评奖的思想艺术权威；就要进一步完

善和规范文化市场（现在时而出现的票房造假，使得市场的公信度受到损

害），将文化产业置于精神文化生产的体系中，而不是将精神文化装入文化

产业的流水线和文化市场的占有率中。要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克服和抑制

市场的负面效应。

文艺事业、文艺发展的“三大公信度”确立之时，是我们的文艺健康发

展、真正繁荣之始。这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系统设计。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

的实践要求。

■关 注

融通：在追述中，在感受里
□赵 彤

从《大国崛起》《超级工程》《大国重器》到《互联网时

代》《电商风云》《北洋海军兴亡史》《东方主战场》，当代

中国纪录片大制作策略最鲜明的气质，并不是大题材、

多角度、高投资、精制作，这些在成片中所显现出的新特

点，是创作思路始终与国家战略发展的脚步相协调，始

终在担当着对中国声音、中国形象这些宏大的时代课题

进行及时阐述，显现着纪录与专题相融合的创作风格。

2015年，以《纽带》《与全世界做生意》《对望：丝路

新旅程》和《梦在中国》为代表，我国电视纪录片创作不

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大的时代主题——融通，这个当代

中国的世界观。

观察和分析这批作品，要结合一个来自域外的纪录

作品，这就是2015年初在韩国热播的大型纪录片《超级

中国》。这部由KBS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所呈现出来

的中国形象，已经远非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

所拍摄的《中国》中的中国。仅从纪录片名称本身，就已

经显示出中国的世界意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换句

话说，1972年世界还没有考虑“当10亿中国人跳起”时

的心情，而2015年当中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

元之时，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跃进后的分量，也都在

思考庞大的中国怎么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在《超级中国》

里呈现出来的对中国的惊叹和疑虑，应和了当前国际社

会对中国五味杂陈的心态。从一个侧面看，上述四部纪

录片可以说是对这种“围观中国”心态的积极回应。

8集纪录片《纽带》以编年史的历史框架追述了自

1552年至2012年间，西方“汉学”发展到“中国学”的历

史。在纵贯的时间链中，以学术目的转移为根据，《纽带》

讲述了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再到“中国学”的

阶段性转变；以西方汉学重镇的转移为依托，《纽带》分

地域讲述了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日本和美国的“汉

学”或“中国学”发展特点；以代表性学术人物的庚续为

变量，《纽带》先后介绍了450年间近40位从事“汉学”

和“中国学”研究者的生平与学术成果；以中国和西方社

会各自发展的历史轨迹为基础，《纽带》讲述了“汉学”在

西方的盛衰浮沉和时代价值。

在这部文献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明发展史、

学术交流史、人物传记史、东西方关系史的丰富内容。然

而进入作品的框架、把握叙事的脉络、观察故事的焦点、

思考作品的内涵，我们必然会作出这样一个判断——西

方“汉学”的发展轨迹，无疑是中华文明轨迹的缩影，是

400年来东西方关系的写照。

《纽带》以辨证的视角，讲述了460多年的“汉学”故

事，也兼及了“西学”在中国传播。基于对200多年来“西

方中心论”偏执的深切感悟，作品特别强调了在人类面

向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文化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

巨大价值。

《论语》有言：“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管

子》有言：“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

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这些箴言，对“中国中心论”

者、“西方中心论”者都是深刻的警示。这也是《纽带》的

启发价值所在。它提示我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是稳定的发展之路，人类前进的脚步不应该再踏入河

东河西泾渭分明、不相包容的河道，而应该是在对话、学

习、借鉴之中走向融通之路，共建一个和谐的世界。

《纽带》是沿着历史的时序，在追述中来梳理、评价

中国和西方文化交往的旧事。《与全世界做生意》《梦在

中国》和《对望：丝路新旅程》是在当代的空间延展中，纪

录中国和世界在融通进行时中的感受。在《纽带》中，故

事的主体角色是文化名人，在后三部作品中，主体角色

都是普通面孔。

融通的共同主旨，在《与全世界做生意》《梦在中国》

和《对望：丝路新旅程》中，是以不同的叙事方向展开的。

《与全世界做生意》以“走出去”为叙事基础，以市场

经济跨国运营为线索，讲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各

地的密切往来。从代工企业、奢饰品经营、烟花交易、基

因工程到种植业、旅游开发、矿山开采、物流连接，从服

装制作、丝茶贸易、服务业、电子商务到仲裁调解、海外

工程承包、文化项目合作、公益事业开展，作品全方位地

介绍了中国和世界在各个行业中的你来我往。在这部遍

及五洲四海、涉及到五行八作，令人目不暇给的作品中，

一条基线始终清晰，那就是中国和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了。“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的判断，在这

部作品里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呈现。在经贸往来的融通之

旅中，中国在被世界改变着，中国也在改变着世界。

《与全世界做生意》（7集）的篇章结构设计是用了

心思的，可谓每节有重点，层层在递进。在这部作品里，

与中国企业和个人在全世界经商故事相伴随的，是篇

章、句段之中时时隐含的世情和人心。可以说《与全世界

做生意》，不仅讲述了财富流通的故事，也讲述了道德和

情操融汇的故事。

《梦在中国》（7集）以“中国梦”为立意基础，将追梦

的主角扩展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讲述了中国机遇成

就世界向往的故事。在这部作品里，来自20个国家的35

位外国人，是数千万在华外国人的点滴。他们或初到、或

久居，或往返数十次，或娶嫁于中国，或就业于中国公

司，或任职于中国居委会，无论肤色怎样、观念如何，他

们切切实实地与中国人朝夕相处地生活着、工作着。看

过此片，一个确定无疑的判断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

仅是中国人的中国了，今天在华的外国人也不再仅仅是

所谓的“他者”，他们融入到了中国的生活与追梦之中。

在融通的内涵里，互联互通不仅仅是物质的通联，

还包括人的通联，更包括基于一个个人的价值观念、文

化追求的通联，在同舟共济、取长补短之中，让世界更加

美好。

在中华文化的早期经典之中，“来远人”是文化昌明

的标志。这种吸引力，在今天被称为“文化软实力”。在

《梦在中国》里，软实力不仅表现在远人来了，更表现在

远人来而能乐，乐而能为，为而不倦。在这部作品中，35

位外国人在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与他们周围的中国人已

经紧密地结合成一个个命运共同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是他们和中国民众的共同理想。这个与世界对接的理

想，在中国叫做“中国梦”。

《与全世界做生意》记录的是中国人走出去的轨迹，

《梦在中国》记录的是外国人走进来的脚步，《对望：丝路

新旅程》记录的是来自丝路两端的相互注视。

《对望：丝路新旅程》（5集）与2013年的纪录片《丝

路：重新开始的旅程》（8集）为同题之作。不同的是，在

结构上《对望：丝路新旅程》主要围绕共同申报“丝绸之

路”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三国的发展，阐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亚欧融通的

巨大意义。

从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概念至今已过去了近半

个世纪，传播技术已经进入到更为高速的互联网时代，

但世界对这个“村”的认同感却没有增加多少。技术不是

问题，问题在于旧有的秩序没有改变，在于“零和”的冷

战思维还没退场，在于融通、互利、共赢、和谐的世界观

还在路上。在这条路上，2015年中国纪录片诉说了中国

的世界观。

昨天的故事如惊雷昨天的故事如惊雷
——电影《开罗宣言》观后 □白 漠

影片《开罗宣言》没有止步于清算和控诉的门槛，

而是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拨开历史的阴霾，唤起人们对

生命与和平的珍爱。它所展示的力量是社会进步的根

本力量，这种力量使人坚信必胜的光明和不灭的良知，

步伐坚定地走向未来。

站在人类和人性的高度，展示了正义的力量。
在影片序幕的重庆大轰炸中，英国大使卡尔正在

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被烟尘吞没，法国哈瓦斯社办事处

的国旗被炸倒，怀抱文件的苏联大使馆俄罗斯姑娘在

爆炸中倒下……它告诉人们，这场战争是危及世界的

战争。正如斯大林所说：“全世界的法西斯，要由全世界

来反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等20多个国家当即

对日宣战。影片艺术再现了开罗会议的真实情景及其

实质内容，以褒扬之意对罗斯福等大国巨头的积极贡

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听到蒙巴顿勋爵“使日本所窃取于

中国之领土……归还中华民国”的庄重宣读，每个中国

人都会刻骨铭心。正是这个以正义写下的宣言，奠定了

战后东方秩序的基础。它不但证明中国人民的血不会

白流，同时敲响了日本侵略者的丧钟，奏响了中国人民

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谱写的一曲凯歌。影片中的

故事如实告诉人们，就其根本而言，《开罗宣言》并不是

与会者磋商拟定的结果，而是因为中国“在全世界反法

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毛泽东）。

一个少年消失在日机的轰炸中，只有他的书包飞

向天空，“人之初，性本善”六个字在书页上燃烧……这

个寓意深刻的细节表达了影片对一个重大哲学命题的

追问，及其对人性的关注与呼唤。本为望族的日本女性

江户英子，承受着与家人决裂的压力，历经艰难困苦来

到中国投入抗日战争。面对日本军方越境追杀和灭其

家族的威胁，她坚定地和身为中国情报专家的丈夫站

在一起，同侵略者作战。当中国人民为抗战胜利而欢呼

的时候，她却为自己的前景感到迷茫，担心能否回到故

乡和自己的家，担心她曾经的付出和牺牲，这个胜利的

国家是否还会记得？这种涌动在作品深处的人文关怀，

时刻触动着观众的心弦。而对于史沫特莱和斯诺等国

际友人的提及与着墨，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些忠诚

战友情深意切的铭记与怀念。

站在民族和国家的高度，展示了团结的力量。
情报工作是剧情展开的一条突出线索，影片的第

一个镜头是蒋介石对延安有关工作的肯定。因为延安

把刚刚从日方缴获的电报密码本送到重庆，对于破译

日军密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关系

民族存亡的生死决战中，国共两党以“兄弟阋于墙，而

外御其侮”的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伟大旗帜下，一致对外，共赴国难。剧中国民党

情报专家石剑峰与共产党情报人员黄怡清的生死关

系，成为两党合作的人格典范。影片艺术表现了正面战

场的战果，肯定了国民党爱国人士为谋求国家利益所

作的贡献，也唤起了人们对那些消逝已久的抗日英雄

的尊敬与缅怀。

在美国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罗斯福问外长宋子

文：“为什么日军侵华之初，张学良的几十万人被日本

的两万人赶出东北，而后来中国却坚持了五年抗战，而

且越挫越奋？”他得到的答案是，因为中共毛泽东倡导

的“统一战线”凝聚了国内各方面的抗战力量。中国共

产党还积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于1941年

10月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

成立了“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在东方抗日

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片告诉人们，无论开罗会议

还是大国巨头，都在“与中国两个政府打交道”的情况

下，无法忽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

站在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展示了文明进步的力量。
影片从头到尾响彻着一个声音，就是团结起来，坚

定不移地同法西斯作战。诚如丘吉尔在广播中所说：

“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和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

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和国家都将是我们的

敌人。”这是因为，大国领袖们终于在惨痛的教训中意

识到，要维护自身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必须加强国际合

作。把握了这个历史主流，也就从鉴往知来的意义上

彰显了那场战争对今天的启示。

开罗会议召开前夕，罗斯福在加拿大魁北克的一

个木屋里，从幻灯片中看到了牺牲的抗联将军杨靖宇，

看到了抗日游击队扒铁路、炸桥梁、锯线杆的场面，也

看到了衣衫褴褛的百姓拉着石磙艰难前行，为美军建

造机场的情景，不禁发出“战争改变了中国，中国的战

争改变了世界”的慨叹。一个弱国战胜强国，必以一个

领先时代的思想为引导，以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为动

员。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后供认，他们最大的错误在

于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充分注

意陕甘宁的“圣地”作用，最可怕的是中国共产党“把一

场军事战争转变为政治战争”。当罗斯福在开罗会议

期间问及中国统一的前景时，史迪威将军把斯诺的《红

星照耀中国》放到了他的面前。影片在战争的叙事中

隐现着革命的叙事，因为在残酷的战争之火中燃起的

革命之火，使耻辱与磨难变为中华文明史上最为辉煌

的涅槃。

当冈村宁次用那双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手颤抖着

递上投降书；当受降大厅的窗帷同时打开，60多面参战

国的国旗在微风中展现出和平到来的壮观气象……

■评 点

由中央电视台、美国探索频道、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

华夏五维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CTV大型高清

纪录片《衣锦中国》开机仪式新闻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

作为国家重点影像工程之一的大型纪录片《衣锦中国》是国

内第一部反映中国服装服饰文化和纺织文明的纪录片，这也是

继《舌尖上的中国》之后，又一部走“大众路线”，反映衣、食、住、

行的“民生”题材。《衣锦中国》将以衣为线索贯穿整部纪录片，以

高清写实的画面、丰富的生活场景展现中国的制衣历史、制衣工

艺、制衣故事，表现中国百姓的生活情态，折射当今中国文化的

基本现状，诸如衣文化、家园文化和淳朴的家国情怀等，以及凝

聚社会时代价值观的共鸣。

该片总导演、北师大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说，“《衣锦中

国》就是一部以影像为诗词，以摄影机为笔墨，拍摄关于中国服

饰文化的纪录片，也是一部用衣服呈现的中华文明史”。

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高峰说，几千年前，中国人就用丝绸打

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丝绸是中国最具特色的纺织工艺之一，这

说明中国的祖先已经发现服装不仅能遮羞蔽体、挡风避雨，而且

能作为一种交流的手段，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看清世界。

“现在《衣锦中国》同样具有这样的意义，只是把现实的服装服

饰、工艺技能转化为影像展示给全世界，用现代媒体手段为‘一

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 （夏宁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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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视协组织艺术家走进革命老区连云港市赣榆区，在赣榆区

文化艺术中心举行了以“弘扬抗战爱国精神.共创一带一路伟业”为主题

的慰问演出活动。邓玉华、王馥荔、林永健、刘之冰、温玉娟、臧京生、杜旭

东、刘全和、刘全利、于兰、耿为华、韩延文、宗庸卓玛、李殊、杨童舒、赵育

莹等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为观众献上精彩的节目，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

断。演出后，艺术家又专程到赣榆抗日山瞻仰拜谒，向英烈致敬，这是全国

惟一一座以抗日命名的英雄山。“作为演员，我们除了出现在荧屏上，更

多的还应该出现在基层的舞台上，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林永健真

情的表达代表了广大艺术家的心声。 （黄 皓）

艺术家走进
革命老区赣榆慰问演出

以《纽带》《与全世界做生意》《对望：丝路新旅程》和《梦在中国》为代表，我国电视纪录片创作不约而同地

选择了一个大的时代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