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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张阿利：

深入学习建党精神 努力发展陕西电影

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之际，感受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革命

精神，感受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昂扬精

神，我们倍加珍惜新中国、改革开放和

新时代的来之不易，也更加感受到一位

电影文艺工作者肩上的使命与责任。

陕西电影在党的领导下，一直具

有光荣而辉煌的革命历史传统，无论

是早年艰苦的延安电影团时期，还是

改革开放后的西部电影时期，陕西电

影都能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不断弘

扬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创新精

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中，陕西电影应该继续发

扬革命文艺传统，在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等诸多方面

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在讲好党史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中推动陕西电影事

业和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深入学习党史，尤其是学习延安时

期的党史，对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

精神，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

的系列讲话精神，尤其结合习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我们进一步明

确，新时代陕西电影的艺术创作和生

产，要积极锤炼品德，自觉树立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电影艺术

创作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

智润心。同时，要在对于电影中正面人

物形象的塑造更加彰显道德修养，突出

其明辨是非曲直的艺术形象，体现出更

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向

度和对观众的感召力。对于电影的题

材而言，要旗帜鲜明地大力批驳和抵制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肃清这一思潮对人

们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以及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严重危害。陕西电影应当以正确

的舆论和理论、评论来引领社会思潮，

使观众在电影艺术欣赏和接受中增强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明确，陕西电

影艺术创作和生产要勇于创新，要深刻

理解把握时代潮流和国家需要。陕西

电影要在思想方面敢为人先、敢于突

破，拍党史题材，要将党史中艰苦曲折

漫长的成长道路呈现出来；拍英雄人

物，要将英雄人物的丰富斗争经验和性

格特征刻画出来；拍红色传奇故事，要

将革命传奇故事的丰富性显影出来，拍

改革开放和脱贫攻坚，都要扎根生活，

扎根人民。我们要充分发挥延安电影

团听党指挥、为党服务的革命传统，弘

扬西部电影的改革开放精神，真正做到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讲好陕西故

事，讲好中国故事，从而使陕西电影在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再创新的辉煌。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近日，中央

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

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

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加强新时代文艺评

论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

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弘扬中华

美学精神，进行科学的、全面的文艺评

论，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

迪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繁荣

发展。建立线上线下文艺评论引导协

同工作机制，建强文艺评论阵地，营造

健康评论生态，推动创作与评论有效

互动，增强文艺评论的战斗力、说服力

和影响力，促进提高文艺作品的精神

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为人民提

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

《意见》指出，要把好文艺评论方向

盘。坚持正确方向导向，加强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注重文艺评论

的社会效果，弘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

不为低俗庸俗媚俗作品和泛娱乐化等

推波助澜。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

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审美差异，建设性

地开展文艺评论，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

么问题，在什么范围发生就在什么范围

解决，鼓励通过学术争鸣推动形成创作

共识、评价共识、审美共识。构建中国

特色评论话语，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

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

文艺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

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

系，不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

美，改进评论文风，多出文质兼美的文

艺评论。

《意见》指出，要开展专业权威的文

艺评论。健全文艺评论标准，把人民作

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政治

性、艺术性、社会反映、市场认可统一起

来，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不

唯流量是从，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

代艺术标准。严肃客观评价作品，坚持

从作品出发，提高文艺评论的专业性和

说服力，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

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抵制阿谀

奉承、庸俗吹捧的评论，反对刷分控评

等不良现象。倡导“批评精神”，着眼提

高文艺作品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坚

持以理立论、以理服人，增强朝气锐气，

做好“剜烂苹果”的工作。

《意见》指出，要加强文艺评论阵地

建设。巩固传统文艺评论阵地，加强文

艺领域基础性问题、前沿性问题、倾向

性问题等研究，注重对新人新作的评

论，针对热点文艺现象等及时组织开展

文艺评论，有力引导舆论、市场和大

众。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推出更

多文艺微评、短评、快评和全媒体评论

产品，推动专业评论和大众评论有效互

动。加强文艺评论阵地管理，健全完善

基于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加强网络算法

研究和引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

理，不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

《意见》强调，要强化组织保障工

作。加强组织领导，把文艺评论工作纳

入繁荣文艺的总体规划，建立健全协调

工作机制，中央和省级主要媒体平台要

加强评论选题策划，推进重点评论工

作。做好支持保障，健全激励措施，可

通过优稿优酬、特稿特酬等方式为文艺

评论工作提供激励，改进学术评价导

向，推动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重要文艺

评论成果纳入相关科研评价体系和专

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制度。壮大评论

队伍，加强中华美育教育和文艺评论人

才梯队建设，重视网络文艺评论队伍建

设，培养新时代文艺评论新力量。

7月 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

这个举世瞩目、举国欢腾的伟大时刻，

电影剧本中心全体党员干部与全党九

千五百多万党员、全国十四亿多人民一

道，共同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话，共同热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系

统回顾了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

难之际，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

探寻救亡之路的艰辛历程；全面总结了

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百年接续奋斗中，开辟

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

辉煌成就；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

程。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辟提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明确指

出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

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郑重宣

示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

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下去、发

扬光大。鲜明提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坚持的方针原则和实践要求，科学

回答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

价值追求、理论指导、力量来源等一系

列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过

去之所以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

成功的根本所在，为奋进新时代、走好

新征程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站

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

从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回顾光辉历史、

擘画美好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

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宣言，是我们党团

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行动

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对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进电影创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电影剧本中心将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全面学习把握讲话的

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

要求，深刻学习领会中国共产党百年发

展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深入学习

党的伟大历史性贡献和各条战线党员

杰出代表的先进事迹，大力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充分发挥创作规划职能，广泛

团结服务编剧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

事，用心书写伟大时代。

切实强化政治意识。电影剧本中

心将按照中央要求和部机关部署，抓紧

抓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红线，

深入学习党的百年发展史，深刻领会争

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的主题主线，深刻领会不

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

身建设史的主流本质，树立正确党史

观，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把党史学

习教育推向深入。在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表

率，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

想工作和文化文艺工作、特别是关于电

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把走好“两个维护”第一方阵的要

求落到实处，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

实增强“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毫不动摇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正确创作导向。电影剧本中心

将全面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的根本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深化落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的创作要求，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文化需求作为电影创作出发点和落脚

点，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认真汲取和深入

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精髓和当

代价值，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帜，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讲好

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讲好改革开放、

建设发展的故事，浓墨重彩表现时代风

貌、人民心声和中国梦，用中国电影的中

华民族新史诗，让人民的灵魂经受洗礼，

让人们更加珍视我们独立自主选择的道

路和制度，对我们的远大理想和共同理

想更加充满信心。

加强党史题材创作。电影剧本中

心将紧紧围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

学习党一百年来作出的伟大历史性贡

献，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和政治品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七一勋

章”颁授仪式上关于大力宣传“七一勋

章”获得者感人事迹和崇高品德的工作

要求，扎实推进“七一勋章”系列等党史

题材电影剧本的规划创作。积极实施

电影剧本质量提升工程，加强现实题材

组织策划，广泛团结联系服务电影编

剧，有力推进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乡村

振兴、迎接党的二十大等重点题材的项

目储备、策划组织和剧本创作。努力以

高质量电影创作让先锋模范的感人事

迹和崇高品德直抵人心，用优秀电影作

品让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更加深入

民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

磅礴精神力量。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站

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

上，让我们响应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号召，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

光荣！

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宣部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副主任秦振贵：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加强党史题材创作

在当前电影语境下，如何精

准而精彩地表现重大革命历史

事件，尤其是如何拉近年轻观众

与历史的距离？《三湾改编》主

创人员在忠于历史的同时坚持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通过矛

盾冲突的巧妙呈现，抽丝剥茧地

为观众明析了时局是什么、革命

向哪里、队伍如何带、军民关系

怎么处等根本问题。该片深挖

细推史实，通过林林总总、大大

小小的戏剧冲突交织叠加，不仅

为情节发展平添了强劲的叙事

动力，也一次次将观众“卷”入

故事内部和观影期待之中，更在

矛盾冲突的不断演进中析正理、

明大道。

影片不回避我党幼年时期

历经的曲折，对于秋收起义失

败、打仗失利的原因作了简短得

当的交代。共产国际代表马也

尔对中共临时负责人瞿秋白的

激烈责难和瞿秋白的严正辩解，

戏份虽然不多，却清晰地勾勒了

当时的局势，道出了在“武装暴

动夺取大城市”和“工农武装割

据”之间的理念之争，点明了革

命遇到低潮既有红军自身力量

较弱等原因，也归咎于共产国际

不 顾 中 国 革 命 实 际 的 错 误 指

挥。随着故事发展，影片还回溯

马日事变等重大事件，闪回出现

孙中山、叶挺等人对卢德铭投身

革命的期望，穿插表现反动势力

对红军的追剿和地方军阀之间

的互相猜疑、互相倾轧。内外交

织叠加的矛盾，为观众提供了一

个俯瞰中国革命时局的宏大视

角。

革命朝何处去，自始致终是

贯穿全片的焦点。面对秋收起

义失败、队伍损失惨重的现实，

是照搬照抄俄国十月革命经验，

继续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攻打长

沙，还是暂时撤退保存革命“火

种”，在红军队伍中一直存在不

同声音，在指挥员之间争论交锋

尤其激烈。影片中，工农革命军

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等人

坚持执行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

示攻打长沙；身为秋收起义前委

书记的毛泽东认为当前必须放

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撤退到敌人

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

地再图发展；秋收起义总指挥卢

德铭的态度非常明朗：“泽东同

志 是 前 委 书 记 ，代 表 的 是 中

央”。队伍向哪里带、革命朝何

处去，要在解决思想认识。影片

主创人员注重突出表现毛泽东

作为“党代表”和政治工作者的

地位作用，在行军打仗指挥权属

谁的矛盾中，在驻扎休整的牢骚

抱怨中，在与反动势力交涉周旋

的得失利弊中，通过他入情入理

的分析辨析和行为引导，使革命

道理越来越明朗，使红军官兵心

怀必胜信念，在正确革命道路上

坚定地跟党走。这些情节细节，

生动塑造了毛泽东作为青年革

命家超乎常人的远见卓识和坚

定坚毅的艺术形象。

红军初创时期，人员成分非

常复杂，旧军队习气深重，思想

观念更是五花八门。如何建立

一支新型人民军队，是影片表现

的核心要义。编导通过官兵之

间矛盾冲突的展开推进，层层剥

开旧军队缺乏凝聚力、战斗力的

积弊所在，呈现一支军队创新求

变、浴火重生之必然；通过毛泽

东在红军内部朴素而智慧的思

辨、真诚而自然的带动、坚定而

巧妙的斗争，使这支队伍逐步剔

除沉疴陋习。影片中，毛泽东不

顾脚伤严重，坚持把自己的坐骑

让给伤员；对于生活上搞特殊的

干部，进行严厉批评和苦口婆心

的教育；面对私放俘虏、私自枪

毙犯错误战士的行径，更是针锋

相对、挺身斗争。在伍中豪、宋

任穷、何长工等人取名改名的细

节中，毛泽东更是信手拈来，在

亲切风趣中寄寓高远，把红军官

兵的理想热血与中国革命紧紧

连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力、震憾力。在毛泽东和战友们

的艰苦努力下，在一次次战斗锤

炼中，这支队伍在悄然发生着变

化。直到一天行军战斗中，毛泽

东惊喜地发现何挺颖的连队无

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拖不垮、打不

散，“一直保持战斗队形”。于

是，一个在党和军队历史上产生

重大影响的创举应运而生。影

片既以大量篇幅展现“三湾改

编”的前史，更以浓墨重彩般的

光影刻画毛泽东深入官兵调查

酝酿的过程，以及与指挥层的思

想交锋，“支部建在连上”根本

制度的谋划实施，士兵委员会等

机构的创设运行，干部骨干的权

衡配备等等。以“三湾改编”为

新的起点，红军不仅牢牢掌握在

我党手中，而且面貌一新、力量

倍增。影片中，官兵一致亲密无

间的场景、英雄顽强的战斗场

面，以及士兵委员会对干部实施

民主监督的细节，都让人看到一

支军队焕发的生机与希望。

良好的军民关系，不仅是红

军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标志，也

是这支队伍发展壮大之本、克敌

致胜之要。《三湾改编》以小小

的三湾村为样本，把红军与当地

百姓之间的关系展现得入情入

理、感人致深。虽然红军素来对

百姓秋毫无犯，但队伍进驻三湾

村时，不明真相的百姓仍是望风

而逃，军民之间的矛盾内敛而显

性。毛泽东和红军指挥员带头

执行群众纪律不入民宅，写标语

宣传红军主张，与留守长者促膝

谈心，帮村里打井办实事。红军

一心为百姓的赤诚之心，很快消

除疑虑、化解冲突，村民从“怕”

到“爱”，不仅陆续回来拿出腊

肉鸡蛋等慰劳队伍，而且后生们

纷纷自愿入伍，跟随红军闹革

命。三湾改编，不仅从根本上改

编了人民军队的面貌，也使新型

军民军政关系由此发端。

由军事科学院军事专家肖

裕声等编剧、八一电影制片厂杨

虎执导的这部影片，将史家的理

性严谨和艺术家的敏感灵性融

为一炉，巧妙设置叙事线索，摆

布矛盾冲突，使历史章节于真实

可信中更见波澜壮阔、曲折蜿

蜒，更具引人入胜的魅力。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不仅坚守历

史的真实，而且更见显表现力感

染力，《三湾改编》在新的路径

上掘进了新的纵深。

（作者单位：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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