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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沈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文艺工作，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和创作氛围，文艺精品生产责任明确、
制度明晰、保障有力、佳作频出。在今
年全省“五个一工程”评选中，沈阳有
4个门类的4部作品——广播剧《今生
无悔》、电影《站着是一面旗》、戏剧《黄
显声》、歌曲《我的好爸爸》获奖，并蝉
联组织工作奖。

第一，把牢方向导向，以文艺精品
凝聚时代精神。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贯穿艺术创作全过程，组
织文艺工作者紧紧围绕讴歌党、讴歌
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精心创作，
推出了一批紧扣时代主题、弘扬主旋
律的文艺精品。今年获奖的几部作品
都是以重大时间节点和历史事件为背

景创作生产出来的。
第二，严把质量关口，抓好重点环

节。坚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
生命线，催生更多思想性、艺术性相统
一的作品。重点抓好创作源头，抓好
打磨提升，抓好项目扶持，抓好队伍建
设，抓好阅研审读环节。

第三，坚持创新精神，尝试强强
结合。坚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
作全过程，重点抓好理念创新、手段
创新、资源创新。大力弘扬“新时
代”的艺术精神，推动艺术创作在继
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广泛运
用人们喜欢的语言、风格、样式，推
出 更 多 老 百 姓 喜 闻 乐 见 的 优 秀 作
品。广开资源门路，整合优质资源，
广播剧《今生无悔》，就是整合辽宁、

湖北等地多家媒体的优质资源，联
合打造而成。

第四，融合地域文化，巩固优势资
源。立足本地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推
动艺术创作与地域文化融合。沈阳各
类文化资源相当丰厚，尤其是抗战历
史文化资源。评剧《黄显声》中所刻画
的就是东北抗战的典型代表人物。我
们还不断厚培原创土壤，积极扶持沈
阳广播剧优势品牌。我们还创作《盛
京晨曲》《盛京故事》《炫彩中国》《中华
旗袍》，这些作品有力地提升了城市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

我们将进一步组织艺术家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创作生产更多无悔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文艺作品，服务辽
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这一伟大实践。

坚持创新 大力弘扬“新时代”的艺术精神
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 刘晓东

近年来，大连市牢牢把握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工作的重要
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关
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决策部
署，把文艺创新发展作为推进文化
强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文艺精品
书写伟大时代、振奋人民精神，为加
快推进新时代大连“两先区”建设凝
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守初心担使命，坚持文艺创
作生产正确方向

始终把坚持正确方向导向作为
文艺工作第一位的要求，让文艺作
品为时代立言、为人民讴歌。紧扣
时代主题。坚持爱国主义主旋律，
大力弘扬中国精神，推出了一批优
秀作品。坚持立德铸魂。把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艺创作重

要题材，用优秀作品引导人们向高
尚的道德聚集。推进文化惠民。坚
持立足于人民、扎根于人民，广泛开
展“文化进万家”“文化有约”“市民
艺术鉴赏”等活动。

二、抓原创塑精品，推进文艺工
作创新发展

努力推动文艺工作改革创新，
实施大连原创工程。立足大连城市
发展历史和文化特质，倡导不同题
材、样式和风格的作品创作，小说、
散文、诗歌、杂技、地方戏等渐成百
花竞放之势。实施文艺精品工程。
围绕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主题，努
力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实施“走出去”
工程。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推
动本土文艺作品走向海外。

三、建机制强队伍，为文艺繁荣
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加强组织领导，遵循文艺规律，
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推动文艺工作
不断强起来。开展两级培训。把总
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作为重点培训内容，加强宣传思想
文化系统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强化
激励措施。完善影视剧等优势项目
扶持政策，研究制定《大连市优秀文
艺作品扶持奖励办法》。抓实文艺评
论。注重加强文艺评论家队伍建设，
三年来召开文艺作品研讨会近百场。

我们要守正创新、铸就“高原”、
勇攀“高峰”，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
于时代、充分展现辽宁精神的精品
佳作，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汇聚源源不竭的精神力量。

用文艺精品奋力书写伟大时代
中共大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 徐少达

近年来，丹东市委宣传部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
重要论述，把“五个一工程”作为推动
文艺精品创作生产的龙头工程，充分
发掘、利用丹东的文化资源，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守正创新、积极作为，推
出了一批弘扬时代精神、彰显丹东特
色、具有一定水准的文艺作品。

一、践行“四个坚持”，弘扬时代精
神，担起文艺之责

我市注重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引
领，通过举办座谈会、研讨会、培训班
等，组织全市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
彻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主动顺应时代召唤和人民期盼，为人
民抒写、为民族培根铸魂、为时代高
歌。我市坚持聚焦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现实题材，严把政治方向关、内容
审核关，创作推出一批弘扬时代精神
的文艺作品。

二、发挥特色优势，讲好丹东故
事，深扎文艺之根

丹东边境文化、山水文化、民族文
化得天独厚，我们紧紧抓住这一优势，
组织全市文艺战线广泛开展“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创作出
一批充满丹东特色文化元素、展示英
雄城市精神风貌的文艺作品。积极发
掘朝鲜族风情，策划推出“金达莱歌
会”“朝鲜族民俗游园会”等文艺产品；
实施“边境之窗建设工程”等，打造独
具特色的文艺品牌。

三、强化组织引导，夯实发展根
基，守牢文艺之本

我市坚持把实施“五个一工程”、
推进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作为文化强市
惠民的重要内容，印发了《丹东市关于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见》等，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政策保障。着力实施
一批、储备一批、酝酿一批重点项目，形
成文艺创作生产良性循环。开展“名牌、
名品、名人”工程，严把质量关，精益求精
打磨作品。组织开展常态化慰问演出、
文化惠民等活动。推动国家级院团在丹
东设立创作采风帮扶基地和艺术培训基
地。注重文艺人才队伍培养。

我们将持续加强文艺精品创作生
产，奋力推进丹东文艺繁荣发展，更好
地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讲
好辽宁故事、传播好辽宁声音、树立好
辽宁形象。

弘扬时代精神 担起文艺之责
中共丹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焦万伟

近年来，省广电局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组织推出一批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广播电视
文艺精品。在“五个一工程”评选出
的 53 件获奖作品中，我局推荐的 12
件作品获奖，其中，我局推荐的广播
剧《今生无悔》、联合制作的电影《黄
玫瑰》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评选中获奖。

一、抓导向，切实把握广播电视作
品创作生产的正确方向。我们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重点培
育弘扬辽宁精神、提升辽宁形象、凸显
辽宁特色的正能量文艺作品。

二、抓规划，切实把握重点选题

的时代定位。我们始终聚焦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时代主题，倾力
讴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
以及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伟
大实践。我们紧扣重要历史节点，
制定《辽宁省广播电视剧目创作生
产2018-2022年选题规划》。本届中
宣部和辽宁省“五个一工程”评选出
的由我局推荐的获奖作品，全部为
选题规划中的重点项目。

三、抓项目，切实把握重点作品
创作进程。针对重点规划节目剧
目，我们实施项目制管理，配套制定
计划书、时间表、线路图，明确管理
责任人，全程跟踪进度、实时监管指
导、精心打磨作品，取得良好成效。

四、抓落实，全力扩大参评作品的

社会影响。局党组高度重视“五个一工
程”推荐参评工作，在今年年初，就组建
了“五个一工程”工作推进领导小组，论
证推荐项目，策划宣传方案，制定落实
措施，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工作。

五、抓创新，全力推动广电文艺
发展繁荣。我们始终坚持“二为”方
向、“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守
正创新，以“五个一工程”为龙头，通
过持续推出辽宁气度、辽宁风格、辽
宁特色的扛鼎之作，全力助推我省
广播电视文艺繁荣发展。

我们将全力推出更多更好的精品
节目、剧目，为推进辽宁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
造浓厚的广播电视文化文艺氛围。

勇攀新时代广播电视文艺新高峰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向阳

影片《黄玫瑰》荣获第十五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优秀作品
奖，为辽宁争了光。这份荣誉来之不
易，包含着多方持久而艰苦的努力，凝
聚着太多人的心血。

首先，来自对正确创作理念的坚
持。多年来，北联集团坚持与时代同
步、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
民、用明德引领风尚的创作理念，坚
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坚持走主
旋律、英模题材影片的创作生产之
路，陆续出品了《郭明义》《为了这片
土地》《毛丰美》《黄玫瑰》等一系列
英模题材的影片，初步形成了自己的
特色和风格。

其次，来自对影片艺术品质的不
懈追求。影片《黄玫瑰》在保持主旋

律、英模题材电影基本的要素之外，在
艺术表现上也做了大胆的尝试，甚至
是突破，在故事结构、讲述方式、人物
塑造、细节表现、氛围营造、音乐创作
等方面精心策划、精益求精，表现力和
感染力大大增强，努力体现“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要求，受到
业内专家和观众的好评。

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
工作重要论述的学习掌握。同时，还
要从方法论上多下功夫，掌握精髓，融
会贯通，并结合工作实际，运用到具体
的创作实践中。

精准文化定位，打造辽宁电影的
“辽宁面孔”。将通过自己的努力，通
过艺术的创新创造，努力把辽宁事实

转化为辽宁故事，把辽宁故事提升为
中国故事，努力打造辽宁电影的“辽宁
面孔”，展现辽宁人的精气神，在全国
电影百花园中增添辽宁风采，展示辽
宁电影文化的核心价值，并通过这种
价值，展示辽宁的良好形象。

把握时机，乘势而上，推动辽宁电
影业全面发展，均衡发展。按照打造
电影工业和产业链的要求，以电影创
作生产为核心，向电影人才培训、剧
本孵化、影视文化旅游、电影发行的
新媒体渠道建设、电影节等影视活动
的开展、电影衍生品的开发等方面全
面发力，打造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
有较强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新型影视文化生产与服务的全产业
链公司。

努力为人民奉献更多更好的电影精品
北方联合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 涛

战国红，本是辽西的玛瑙，它象
征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丹心，同时，
给我们一种从遥远的历史中滚滚驶
来的战车之感，在它前进的巨大力
量中，我们珍视它，为它骄傲！

辽版集团，从策划、组稿、研讨、
宣发到组织评奖，举集团之力，让全
国人民看到了《战国红》。

文学是对时代最温柔有力的反
映。我们站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大时间节点上，参与并见证
脱贫攻坚的宏大战役和举世瞩目的
中国行动，文学和我们遇到了这一
伟大的时代是幸运的，我们又是有
义务的，必须担当做出响应。当然
文学来到读者面前时，要有其思想

性，同时又必须有其艺术性，它是生
动的，有感染力的。

《战国红》的作者滕贞甫，关键时
刻的担当，创作中的勤勉，不畏艰苦，
都让我们心生敬意。我们第一次在

“五个一工程”的生产中，挑选作家
时，把目光看向本省，滕贞甫主席不负
众望。他将自己的工作经历升华、将
才情倾注于《战国红》，从而书写了辽宁
精准扶贫的壮歌，展现了辽宁风貌，塑
造了辽宁形象，反映了辽宁人的精神
状态、精神成长和精神变化，同时也
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荣誉最好的珍惜是不断超越。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春风文艺已整
装出发。

在“五个一工程”奖和茅盾文学
奖的评选过程中，因为专家的点拨
抬爱，因为同事们的倾力相助，春风
文艺获得了飞跃性的成长，也检视
到了积淀贫迫、气力不足等问题。
按照集团的中长期规划，我们将乘
势而为，锁定一批优秀作家，打造
大奖小说，实施精品工程，推出传
世之作。按照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
中华民族新史诗，以文学的方式向
新时代和中国人民致敬，打造辽宁
文学的领军人物，同时打造一家有
影响力的地方文艺出版强社，为辽
宁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奋力创作站在时代潮头反映现实的力作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副总经理兼春风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单瑛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