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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百年党史长卷极具标志性
的重要节点，是中国文艺划时代的
耀眼坐标：

8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革命文
艺指明正确方向，中国新文艺发展
道路有了前行明灯。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
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
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
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
迈，前程远大。新时代为我国文艺
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
舞台。

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广
大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向、与时
代同步同行、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
奋力书写民族复兴壮阔史诗。

从延安出发

中国国家博物馆精心打造了一
座长 12 米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会
者大合影墙。巨幅黑白影像中，一
个个朴素而振奋的面庞，定格了
时光。

1942年的中国，正值民族生死
存亡关键时刻。这一年5月举行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深刻影响了二十

世纪中国文艺的发展轨迹。
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由文艺

工作者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
文艺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
鲜明地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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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广大文艺战士发出号召：
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
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
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
的斗争中去。

参会者、作家刘白羽后来形容：
“我甚至感到整个世界的重量此时
都凝聚在中国的西北高原和这一片
黄土地之上，凝聚在这会场里每个
人的心上。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学、
艺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发生了脱
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到人民中间去，到火热的斗争
中去，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
抗战前线，深入农村、部队、工厂，创
作了一大批代表“延安文艺”的作
品：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暴风骤雨》，短篇小说《小二黑结
婚》《荷花淀》，民族歌剧《白毛女》，
民歌《东方红》《翻身道情》……直到
今天，这些红色经典仍给人启迪。

文艺为人民，是一条从延安出
发贯穿新中国文艺史的精神脉络。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属
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
亲”。江泽民同志要求广大文艺工
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
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
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只
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
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2014 年
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文艺工作座谈会，站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
刻阐述和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如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
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锚定价值航向，
擘画中国文艺发展宏伟蓝图。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
是人民的文艺”；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
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
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
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
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
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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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隔72年时空，两次文艺座谈会

遥相呼应。
一样的群英荟萃，一样的畅所欲

言，一样的心系人民，一样的家国情
怀。两次座谈会一脉相承又与时俱
进，成为中国文艺发展历程中具有标
志性意义的里程碑。

沿着不可逆转的伟大复兴之路踔
厉前行，开启伟大复兴的文艺新征程，
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坚持“二为”方向、

“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为人民放
歌、为时代铸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始终如一的人民情怀

高亢的陕北民歌、欢快的安塞腰鼓
与悠长浑厚的呼麦，交织回荡在陕西延
安。2022年5月20日，内蒙古乌兰牧
骑来到新中国文艺的出发地，为当地百
姓演出，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

以人民为中心，是历史的回响，更
是时代的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源于人民、为
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
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
展的动力所在。 （下转第三版）

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
——写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
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明确，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
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
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
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
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
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

《意见》提出了8项重点任务。一是统筹利用文化
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
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二是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
设施，依托现有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广电5G网络和互
联互通平台，形成国家文化专网。三是鼓励多元主体
依托国家文化专网，共同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四
是鼓励和支持各类文化机构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利用
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探索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有效途
径。五是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大力发展线上
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
六是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智慧图书馆
体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增强公共文化数字内容的供
给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七是加快文
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在文化数据采集、加工、交易、分
发、呈现等领域，培育一批新型文化企业，引领文化产
业数字化建设方向。八是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
完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强化文化数据要素市场
交易监管。

《意见》要求，在数据采集加工、交易分发、传输存
储及数据治理等环节，制定文化数据安全标准，强化中
华文化数据库数据入库标准，构建完善的文化数据安
全监管体系，完善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数字内容的产
权保护措施。加快文化数字化建设标准研究制定，健
全文化资源数据分享动力机制，研究制定扶持文化数
字化建设的产业政策，落实和完善财政支持政策，在文
化数字化建设领域布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重点
实验室等国家科技创新基地，支持符合科创属性的数
字化文化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融资，推进文化数字化相
关学科专业建设，用好产教融合平台。

《意见》强调，各地要把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
战略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相关部门要细化政策措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
对《意见》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和协调指导，注重效果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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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讯 5月20日，区党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赖蛟赴拉萨市堆龙
德庆区调研公务员平时考核工作，深
入羊达、乃琼街道实地了解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工作情况。

赖蛟指出，开展公务员平时考
核，是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促进事业
发展的重要抓手。堆龙德庆区是中
组部确定的公务员平时考核联系点，

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工作落实，深
入扎实开展平时考核工作，为全区作
出示范、提供借鉴。要深刻认识平时
考核是过程管理、年度考核是结果检
验，切实把过程与结果统一起来，考
准考实干部现实表现。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坚持党中央关注什么、区
党委强调什么就考什么，聚焦每个季
度的重点任务，区分优良中差，切实

提升考核工作的精准度。要细化考
核指标、改进考核方式，立体识人、以
事见人，对每名干部定岗定责，把敢
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
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的标准，增
强考核的真实性、准确性。要凭能力
用干部、以实绩论英雄，充分运用考
核结果，对平时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
进集体和个人，及时通报表扬或按规

定予以嘉奖、记功，真正发挥考核奖优
罚劣、奖勤罚懒、弘扬正气的作用。

赖蛟强调，要完善“街道大工委
—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
小组”的组织架构，健全矛盾纠纷隐患发
现机制，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
训，提升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能力
和水平，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赖蛟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调研时强调

做 深 做 细 做 实 平 时 考 核 工 作
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拉萨融媒讯（记者旦增拉珍）5
月 20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过去五
年，西藏自治区各级公安机关积极
致力于推动西藏公安工作高质量发
展，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
稳定取得的实效。2020 年和 2021
年，西藏全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分
别达99.39%和99.41%，拉萨市的群
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 7年在全国
名列前茅。

过去五年，西藏各级公安机关
始终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公安工作
的重要论述及重要训词精神，坚持
把“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熔铸进
灵魂、融化于血脉，坚决捍卫“两个
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忠诚履职
尽责，强化使命担当，坚决捍卫国家
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
宁，为推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
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公安力量、做出
了公安贡献。

据介绍，五年来，西藏公安机关
先后涌现出拉巴次仁、高卫东、宋
勇、达娃仓决、索朗达杰、索朗德吉
等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先
后有131个集体和186名个人受到
国家级、省部级表彰奖励。2017年
以来，全区共有45名民（辅）警因公
牺牲、262名民（辅）警因公负伤、67

名民（辅）警在职病故，郭翔、阿旺浦
措、拉巴平措、蔺江平、邹洋、旦增罗培
等民警，用生命践行了做党和人民忠
诚卫士的庄严承诺。

在平安建设方面，五年来，西藏全
区公安刑侦部门共破获传统盗抢骗案
件682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847名；
在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方面，始
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压严打态
势，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群众反映强
烈、最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2020年和2021年，西藏全区群众
安 全 感 、满 意 度 分 别 达 99.39% 和
99.41%，拉萨市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连续7年在全国名列前茅。

在依法严打文物犯罪方面，五年
来，西藏全区公安机关累计破获文物
犯罪 111 起，追回文物 1719 件；在深
化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方面，五年
来，西藏全区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117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971 名，依法追回并返还被骗资金
6000余万元。

在推进禁毒人民战争方面，五年
来，西藏全区共破获毒品案件454起，
缴获各类毒品33.92公斤，查获吸毒人
员2024人次；在严打突出经济犯罪方
面，五年来，全区公安经侦部门共破获
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524 起，挽回经济
损失 2.37 亿余元，抓获犯罪嫌疑人
1292名。

拉萨市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连续7年在全国名列前茅

家住西藏当雄县的罗珠是一名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员。从1985年
起，他用光影架起藏北高原牧民与文化艺术之间的桥梁，放映电影的足
迹遍布藏北草原近两百个村庄。

当雄县隶属西藏拉萨市，平均海拔4300多米，是拉萨有名的牧业
基地。

第一次看电影那年，罗珠十岁。在他的印象中，铁箱子里装的
放映机是不被允许碰触的物件，搭建幕布是村里人抢着帮忙的活
儿。“只记得银幕上才旦卓玛老师在北京唱歌。”罗珠说，大家围着鼓
掌叫好，幕布背面都站满了人。

后来，县里招电影放映员，会开手扶拖拉机的罗珠脑子灵活、人也
勤奋，成功应聘。从学习倒带、架幕布开始，罗珠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牧民的文化生活匮乏，看电影是难得的消
遣。罗珠开着手扶拖拉机，装上幕布、放映机、胶片、发电机以及路
上的口粮和被褥，在当雄县各个村子轮流放电影，一圈走下来要用
三个多月的时间。

后来，电视机慢慢普及，手机也走入普通百姓家。与此同时，罗
珠的设备从胶片换成数字放映机，影片供应也不断更新。除了观众
喜欢的动作片和战争片，还有关于畜牧养殖的科普片等。

据介绍，拉萨市电影发行放映培训中心正配合各县（区），逐步开
展将露天电影从室外转向室内的工作，把电影放映的服务下放到乡镇
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村民提供更加便
利、舒适的观影体验。

对罗珠而言，无论是在风吹日晒的草原上，还是在可以遮风挡
雨的室内，“只要幕布一亮，群众开心地笑起来，我就心满意足了。”

图为在西藏当雄县巴灵村，罗珠在检查搭建好的幕布（5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孙 非摄

西 藏 当 雄 ：天 边 的 电 影 院

青 藏 高 原 等 区 域

将新设一批国家公园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