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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林琳

著名导演丁荫楠表示，高尚的道德

情操和精湛的技艺，是铸就一名优秀电

影艺术家的必要条件。“老一辈电影人，

一直将‘德艺双馨、人艺合一’作为自我

要求。‘德’与‘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且‘德’在‘艺’前，‘德’是支撑电影艺术

创作和电影作品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灵

魂。”

中国影协副主席、电影界职业道德

建设委员会委员喇培康认为，电影工作

者、“流量明星”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影

响力，同时这种影响力也给他们带来了

很多红利。因此就更加需要他们严于

律己，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做

出表率。“另外电影人应当在工作之余

加强学习，多参加公益活动，不仅能够

充实自己，而且能够为社会带来正能

量。”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胡智锋重点提到了要治理最近的各种

乱象，要让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资本打造出来的个别‘小鲜肉’、‘流量

明星’，是反自然、反健康的形象，急功

近利之下，个别年轻演员在工作中更是

违反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也就更无法创

作出真正的优秀作品。”

著名表演艺术家卢奇表示，先要做

好人，才能演好戏。他认为，当下要在

全社会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为我国文化

建设强基固本、壮骨铸魂，让更多年轻

电影工作者受到熏陶和引导，并在此过

程中提升品德与修养。

中国影协副主席、电影界职业道德

建设委员会委员、著名编剧苏小卫认

为，要治理“饭圈”文化、“唯流量论”等

不良现象，还应当在社会上大力推广、

倡导读书的风气，“读书能够有效提升

人们的思想境界、道德修养和文化水

准，这些素质对于电影工作者而言十分

重要而且必要。”

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

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陆绍

阳认为，近年来，“饭圈”文化朝着组织

化、产业化、低龄化的方向发展，需要引

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治理“饭圈”文化

和文艺界的违法失德现象，需要五股力

量的合力：第一，需要监管部门的监管

力；第二，需要相关平台的约束力；第

三，需要电影工作者的自律力；第四，需

要粉丝群体的自制力；最后，需要批评

家的批判力。

演员颜丙燕认为，资本对于电影行

风的影响不能忽视。随着经济的高速

发展，一些并不专业的资本涌入电影行

业，这些资本将一些缺乏基本艺术才能

的年轻人包装为“流量明星”，形成了巨

大的商业泡沫，其中有些年轻人甚至都

不知道电影是什么、电影工作者有什么

责任，他们在获得丰厚经济利益的同

时，却没有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和价值

观。她认为，未来需要更多懂文化、讲

规矩、有道德的资本进入电影领域，这

将从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整个行业

的职业道德水准。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

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艺

界、娱乐圈从业人员的一言一行对

社会、特别是对青少年影响极大。

回望百年历程，广大文艺工作者听

党话、跟党走，勇做时代风气的先觉

者、先行者、先倡者。众多德艺双馨

的前辈艺术大家，以执着的信仰追

求、卓越的艺术成就、高尚的道德操

守，成为我们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

者学习的楷模。

最近一段时间，娱乐圈集中出

现一些是非颠倒、美丑不分、价值观

扭曲的乱象，当事明星逾越法律底

线、悖离公序良俗、有违职业道德，

“饭圈文化”、“娘炮形象”喧嚣一时，

畸形审美影响恶劣，社会震惊、人民

不满。少数从业人员缺乏基本学养

涵养修养，一夜成名后，被市场资本

裹挟，脚下无底线，心中没红线，其

行为污染了文艺生态，危害了行业

发展，最终受到行业抵制、市场抛

弃、法律制裁，令人激愤，令人痛心，

令人深思。

从艺先要做人，做人不能忘

本。人民给了我们最热情的肯定，

祖国给了我们最强大的底气，党给

了我们最坚定的自信。面对当前的

种种乱象，我们不能充耳不闻、漠然

由之。建设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

明辨是非、从我做起、直面发声是我

们应尽的责任。在此，我们向广大

文艺工作者发出倡议：

一 、严 于 自 律 ，常 怀 敬 畏 之

心。牢固树立知法懂法守法的法

治思想，在名利场中保持清醒，心

存敬畏、行有所止。自觉遵守法律

法规和行业自律公约要求，记住红

线，守住底线，主动接受社会的监

督，不断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

意识、奉献意识。

二、勤于学习，提高认知水平。

自觉主动向人民学习、向书本学习、

向生活学习、向前辈学习、向经典学

习，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学习

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通过增强思

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

训练，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

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自身学

养、涵养、修养。

三、悉心创作，坚守艺术理想。

时刻牢记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是

立身之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尊重文艺创作规律，远离浮

躁，专注纯粹，把更多的精力与心神

投入到创作之中。始终坚持把社会

效益作为第一标准，决不急功近利、

粗制滥造，决不掉入欲望的陷阱、成

为“市场的奴隶”。创作有筋骨、有

道德、有温度的好作品，对人民负

责、对历史负责、对时代负责。

四 、秉 持 初 心 ，践 行 德 艺 兼

修。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

家和民族事业中，把崇德尚艺作为

一生的功课，追求德艺双馨，弘扬

新风正气，抵制不良风气，努力追

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倍加

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倍加努

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有

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

艺工作者。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

征程已经开启，文艺工作者正和全

国人民一道，并肩作战，共同奋斗。

让我们凝聚力量，行动起来，修身守

正，立心铸魂，在祖国的大地上传承

优秀的文化，在时代的大潮中实现

艺术的创新，在党的指引下勇攀艺

术高峰！

中国影协举行电影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座谈会

弘扬清风正气 追求德艺双馨

修身守正 立心铸魂
——致广大文艺工作者倡议书

针对近期文艺领域出现的违法失德现象，为团结引导广大电影工作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崇德尚艺、立德修身，追求德艺双馨，承担引领时代风尚的社会责任，争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

时代电影工作者，按照中宣部和中国文联部署要求，中国影协8月25日在京举行“弘扬清风正气 追求德艺

双馨——中国影协电影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座谈会”。

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胡智锋、侯光明、陆绍阳等业内专家学者，喇培康、丁荫楠、卢

奇、刘劲、岳红、马维干、苏小卫、梁明、颜丙燕等制片人、导演、编剧、演员代表参加了本次座谈会。与会人

员就“饭圈”文化、“唯流量论”现象和近期文艺领域集中出现的违法失德现象，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大家一致认为，广大电影工作者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辨是非、守底线、遵法纪，讲品位、讲

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坚持崇德尚艺、立德修身，追求德艺双馨，用明德引领风尚，承担培根

铸魂的神圣职责，争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电影工作者。

2021年我们经历了一个不平

凡的夏季，突然又相继发生的新

冠肺炎疫情为严峻的防控形势

再次拉响了警报，电影市场也在

炎热的夏季遭遇到寒流袭击。

观众期待的一些新片大片纷纷

撤档，使收获票房的“暑期档”转

瞬跌入低谷。各种议论和悲观

情绪纷至沓来，电影行业又面临

着一场新的困难危机和挑战考

验。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会是一

帆风顺的，潮涨潮落乃至惊涛骇

浪方显英雄本色，前途光明道路

曲折揭示出事物发展规律。回

想去年也是在夏季，电影行业随

着国家防控疫情形势好转而复

工复产，中国电影人团结一心，

共克时艰，战大疫、赢大考，取得

了来之不易的好成绩，也是这一

年多来最难忘的经历。大家创

作拍摄了一批深受观众喜爱欢

迎的优秀影片，推动了电影市场

快速复苏、群众的观影热情空前

高涨，年度票房突破200亿元，成

为全球在特殊时期的第一。更

为重要的是在与疫情和各种困

难的斗争中，彰显了中国电影产

业的实力和韧性，体现了中国电

影人的力量和担当。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

终要看作品，促进电影市场的复

苏繁荣发展，最终也是靠优秀作

品。只有优秀的电影作品，才能

扛得起振兴民族电影的大旗、顶

得住市场风浪的考验。电影是

内容产业，创作生产优质内容的

产品，是电影制片人的职责所

系、使命所在。电影制片行业是

全产业链的龙头，制片人是决策

者、指挥者、组织实施者，更应谋

事在先。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

化的新形势下，要冷静观察、稳

住阵脚、善于分析、沉着应对，制

片人要做有心人、干难干事、立

大格局、创新局面。

要不忘初心。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不要忘记自己最初的

心愿，不忘自己的立身之本，不

忘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

去，不忘自己肩负的职责和使

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

人共同的初心和使命。要坚定

文化自信，创作电影精品，为中

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兴盛贡献力

量，是我们电影制片人共同的初

心和使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

把创作生产优秀电影作品作为

工作的中心环节，选好题材，讲

好故事，用镜头书写美好生活，

用银幕礼赞伟大时代；打造更多

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

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要鼓励

和提倡多种题材类型、多种风格

样式的影片创作，用形式多样、

丰富多彩的电影作品，更好地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

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要坚定信心。面对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战略全局，面对包括疫情

在内的各种风险危机考验，坚定

信仰、信念和信心比什么都重

要。要清醒冷静地看到在疫情

防控条件下，电影市场和全行业

面临困难波动曲折的一面，同时

也要看到电影事业和产业有着

广阔的发展前景的一面，“不畏

浮云遮望眼”。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的繁荣

兴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不仅需要物质生活的极

大丰富，而且需要精神生活的充

实丰盈。电影是广大人民群众

最喜爱的文化活动首选内容，是

代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硬性指

标。我们电影人坚定“四个自

信”，首先要坚定文化自信，因为

文化自信是更根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我们要从更高的

政治站位来认识电影工作的地

位和作用，增强做好电影工作的

信心和决心。中国电影事业和

产业前景光明，未来可期，事在

人为，大有可为。

要涵养耐心。耐心体现出人

的综合素质，体现出思想定力和

工作方法。在压力和困难面前，

不急躁、不烦恼、不抱怨。每临

大事有静气，静观其变，因势利

导，善于捕捉机遇，懂得积蓄力

量，不搞急功近利，不图急于求

成。创作精品要耐得住寂寞，要

有“ 十 年 磨 一 剑 ”的 耐 心 和 韧

性。要树立大格局，积极应对新

征程的新考验，在危机中育新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制片人和

制片企业一定要聚焦主业，深化

改革，重塑产业结构，提升制片

能力，进一步探求新形势下如何

丰富电影产品的内容形式和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多样化多渠道

传播手段，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着力强弱项、补短板、

提品质、增效益。要耐心对待研

究破解发展难题，勇于改革创

新，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

路，不断促进电影事业和产业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要守住恒心。恒心首先来自

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千磨

万击还坚劲”的顽强毅力，坚守

自己热爱的事业。“锲而不舍、金

石可镂”，持之以恒，方得始终。

在进入新时代、奋战新征程的今

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

松、顺顺当当、敲锣打鼓就能实

现的，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准

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

力奋斗。守住恒心，就要顽强拼

搏不懈奋斗。奋斗是成功的必

由之路，奋斗是人生的亮丽底

色。电影制片人的职业特征就

是选择奋斗。当好制片人，要用

心选择题材剧本、选择主创团

队、选择投资融资、选择市场档

期、选择宣发营销、选择线上线

下等，所有的多么用心的选择都

很难是正确的。只有通过坚持

不懈地努力奋斗，使我们当初的

选择变得正确，使过程和结果变

得更好。

“心之官则思”，思想是行动

的先导。要坚持党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

不动摇。“思想好，能分析。分析

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

要进一步增强电影制片人与电影

全行业的大团结，团结就是力

量，心齐方能气盛。“有心之人皆

有心”，中国电影人有着对党和

人民的忠诚之心，对电影事业的

热爱之心，对艺术创作的敬畏之

心，对行业之间的包容之心，对

待成绩的戒骄之心，对待困难的

战胜之心，“世上无难事，只怕有

心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在砥砺奋斗中下苦功

夫、实功夫、真功夫、硬功夫，就

一定会“功夫不负有心人”，再创

电影新辉煌。

（作者为中国电影制片人协

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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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著名表演艺术家刘劲

代表电影工作者宣读了《修身守正 立

心铸魂——致广大文艺工作者倡议

书》。与会嘉宾在倡议书上签名。

张宏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个别演

艺明星出丑闻，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

影响。在这些事件中，中国影协积极

发声表态，展现了自己的态度。与此

同时，这些事件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作为电影工作者需要吸取这些事件的

教训，自省自律、防微杜渐。

他认为，加强电影界职业道德和

行风建设意义重大，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讲话精

神，建设文化强国、繁荣文艺创作的必

然要求；是推动社会主义电影事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电影工作

者追求德艺双馨、实现人生价值的必

然要求。“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

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艺工作提出

的明确要求，是中国影协开展行业建

设的重要工作，中国影协必须发挥带

头示范作用，走在行业之前，引领风气

之先，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会上，张宏代表中国影协对电影

工作者提出了几点希望。首先是要担

使命。电影工作者要深刻认识到文艺

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

魂的工程师，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

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要

从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

认识电影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

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第二是要重艺德。电影工作者要

坚持立德树人，讲品位、重艺德，在思

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为历史存正

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要

增强道德判断，强化人格修为，发扬爱

国为民、崇德尚艺的优良传统，追求科

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积极健康的生活

情趣。

第三是要出精品。电影工作者应

该牢记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

之本，要将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精品佳作，作为一生的不

懈追求。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

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电影作品，

必然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而来的。优秀的电影作品，

必然是“双效”统一的，最好是既能在

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

上受到欢迎。

第四是要筑修为。电影工作者更

要遵纪守法、自律自强自爱，珍惜党和

人民赋予的平台，对自己的职业保持

敬畏之心。端了电影艺术这碗饭，就

要守住行业规范，理应受到比普通人

更多、更严的监督和管束，以更多的文

艺精品回报社会，传递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对粉丝做好引

导，对社会做好表率。

◎修身守正、立心铸魂 电影工作者要坚持立德树人

◎业内人士建言献策 治理乱象需多方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