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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正确方向 把准创作导向 多出精品力作 弘扬德艺双馨

为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4月27日，全省文艺工作座谈会在郑州举行，会议旨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和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总结经验，交流体会，共商我省
文艺繁荣发展大计。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省委决策部署，坚定正确方向，把准创作导向，多出精品力作，为推动中原文艺繁荣发展、构筑
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有关负责人以及我省十几位文艺工作者代表作了发言，共话文
艺繁荣发展。现将他们的发言摘要编发，以飨读者。③5

编者按：

杨杰 省文联主席、省书协主席

目前，我省文学、戏剧、书法、摄影、杂技、民间文艺等艺术门
类进入全国第一方阵，一大批优秀作品获得全国性文艺大奖，李
佩甫长篇小说《生命册》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实现了河南本土
作家零的突破，邵丽、乔叶荣获人民文学年度奖；电影《永远的焦
裕禄》、电视剧《大河儿女》、歌曲《小村人的婚礼》等荣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群舞《我们在黄河岸边》荣获中国舞蹈“荷花
奖”、舞蹈节目《红旗渠故事》获得中国舞蹈“荷花奖”校园舞蹈
金奖；《留守娃》等曲艺作品和理论文章分别获得第7届、第8届、
第9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少林寺传奇之大漠英豪》《汉字英雄》获
得中国电视金鹰奖，《蓝莓记》获得中国电影金鸡最佳戏曲片奖；
杂技剧《水秀》《追寻太阳》获得中国杂技金菊奖；5位民间文艺家
的作品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获奖作品数量居全国前列。

今后，我们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组织作家艺术家积
极围绕火热的现实生活，特别是扶贫攻坚等中心任务深入
生活、创作精品；打造两支队伍——打造思想过硬、作风正
派、艺术精湛的文艺家队伍和政治坚定、擅长管理、愿意服
务的文艺工作管理者队伍；健全三项机制——建立健全文
艺评奖机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长效机制
和文艺志愿服务机制；实施四大战略——“拳头”发展战略、
抢占文艺发展制高点战略、“走出去”战略和打基础战略；落
实中原人文精神五大工程，开创文艺工作的新局面。③5

李霞 省文化厅副厅长

近年来，全省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
针，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大力实施中原人文精
神精品创作工程，涌现了一大批精品剧目。作品在全国重要文
艺评奖赛事活动中荣获佳绩，实现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戏剧
类九连冠，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工程”八连冠，中国艺术节
大奖六连冠和中国政府最高奖“文华大奖”五连冠，河南成为全
国唯一获此殊荣的省份，被全国文艺界誉为“河南戏剧现象”。

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点。抓好精品创作，弘扬中原人文精
神。一是抓规划。制定“十三五”艺术创作规划和年度艺术创作

计划，做好重大题材规划。二是抓项目。每年重点创作3至5
台新剧目，重点加工提高10至 15台有良好基础的优秀剧目。
三是抓投入。对有基础的剧本和剧目，加大扶持。

落实文化惠民，共建共享发展成果。一是着力打造文化
惠民品牌。如“舞台艺术送农民”“高雅艺术进校园”“中原文
化大舞台”“戏曲进校园”等。二是着力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
工作、重大活动组织演出。组织《焦裕禄》《红旗渠》等优秀剧
目在全省巡演。配合廉政文化建设，创排《全家福》《九品巡检
暴式昭》《张伯行》等10多部优秀廉政戏剧，在全省巡演500
多场，并应邀赴京为中直机关演出。我们将以此次座谈会为
契机，牢记使命，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作出文化部
门应有的贡献。③5

李佩甫 省作协名誉主席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河南、河北、山西三省
文艺作家在河北开会，当时接待我们的作家贾大山告诉
我们，当年有一个新去的年轻县委书记，经常晚上到他
的小屋里，和他交流到很晚，这个年轻的县委书记就是
习近平同志。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学、对文艺很
重视，有很深的理解。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志。文学艺术作用的是
人的精神，作用的是人的灵魂。

我们河南作家是很沾光的，历届省委领导对河
南作家都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多位省委书记对河
南 文艺工作作了批示。李长春同志在任河南省委
书记时，批示指出“文学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母体”。
有了这个批示，省财政投资 4000 万元，建立了文学
院。李克强同志任河南省委书记时，到文学院同作家
座谈，他对我说，听说你当过支书 ，我也当过大队
支书，都是在底层生活过的。所以当时我们 6 位作
家，就提出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后来的几任省委
书记、省长都对河南作家很关心，这对河南老中青四
代作家的成长，对河南文学形成好的氛围是很有关
系的。所以，河南要做文学大省，也应该成为文学
大省。③5

邵丽 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

近年来，我们按照省委宣传部的安排部署，着力打造“中
原作家群”这一文学名片。先后在河南举办了“中原作家群论
坛”，在北京举办了“文学中原崛起”等系列活动。通过这些活
动，一方面展示了崛起的中原作家群体取得的创作成就，另一
方面，也确实把“文学豫军”这块牌子叫响了、擦亮了。

周同宾、马新朝、何向阳、邵丽、乔叶、郑彦英等先后获
得了鲁迅文学奖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奖，这个奖是中国
文学的最高奖项之一，目前还有一部分省份是空白。特别
是李佩甫的《生命册》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把河南的文
学成就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还有一批反映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讲好河南故事的
作品，得到广泛的好评。比如，郑彦英反映“一带一路”、中欧
班列的《丝路东风》，何弘反映南水北调的《命脉》，郑旺盛反映
兰考脱贫攻坚的《庄严的承诺》，郑雄反映红旗渠精神的《中国
红旗渠》等，都是有深度有影响的作品。从目前河南作家的创
作态势和积蓄的能量来看，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惊喜。③5

李树建 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豫剧院院长、省剧协主席

河南豫剧院成立以来，积极发挥“示范、引领、研究、帮
扶”作用，既管好脚下又放眼全国，下好中国豫剧一盘棋。多次
与台湾豫剧团合作在两岸演出；邀请新疆石河子豫剧团到河南
参加黄河戏剧节，并为他们联系商业演出；派专人到河北沙河
市，帮助组建沙河市豫剧团；多次派主创人员为省外豫剧团排
演剧目；注重本院精品剧目的生产，先后新创和复排了19台剧
目，廉政剧《全家福》《九品巡检暴式昭》《张伯行》不仅在全省巡
演，还被中纪委选调到北京演出，受到各方好评。

今年3月，在中国剧协、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等各级领导
的关心支持下，“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郑州大学树建戏
曲研究中心”联合在郑州举行了18个稀有剧种的展演，并为每
个剧目举办了专家研讨会，促进了河南戏曲的共同发展。

2009年中国戏曲学院开设了首届豫剧本科班，2013年，
河南豫剧院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河南豫剧院青年团，现已被河
南省编办正式批准为河南豫剧院内设机构。青年团演遍了
全国各地，受到了领导、专家、观众的好评。③5

陈涌泉 省剧协副主席、秘书长

《程婴救孤》《红旗渠》《焦裕禄》等一批作品相继实现
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九连冠，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十大精品剧目八连冠、“文华大奖”（含艺术节大奖）六连
冠，河南戏剧不仅能进赛场，还能进市场；不仅能唱响国
内，还能走向世界。其中《程婴救孤》同时登上美国百老
汇舞台、好莱坞舞台，创造了新中国戏剧第一例，成为中
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河南戏剧一直就有贴近时
代、关注现实、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光荣传统。面
对脱贫攻坚的火热实践，戏剧家更不能缺席，要把艺术理
想融入党和人民这一伟大事业之中，以优秀的作品为打
好脱贫攻坚战提供精神动力。我本人去年深入到豫西山
区渑池县四龙庙、不召寨等山村采风，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同基层干部座谈，与父老乡亲促膝交心，搜集了大量
鲜活生动的素材，目前正在创作一部脱贫攻坚题材的大
型现代戏《大山的儿子》，剧本初稿已经完成，预计今年 6
月底可以上舞台。③5

贾文龙 河南豫剧院三团团长

河南豫剧院三团的前身是河南省歌剧团，成立于
1952年，先后创排了《朝阳沟》《香魂女》《村官李天成》
《全家福》《焦裕禄》等一大批在全国影响较大的精品剧
作。尤其是豫剧《焦裕禄》，几年来在全国巡演400多场，
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豫剧《焦裕禄》荣
获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戏剧组第一名；在2016年第
十一届中国艺术节上一举夺得“文华大奖”剧目第一名和
表演第一名，创造了河南连续六届获得“文华大奖”的佳
绩，成为豫剧三团继《朝阳沟》之后的又一高峰，实现了豫
剧现代戏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戒除浮躁、自尊自律，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与时代同行、与人民连心，从人民的伟大
的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感知人民的风雨冷暖、幸
福温馨，不断发现美、创造美，讴歌奋斗人生，弘扬中国
精神。③5

刘杰 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秘书长

河南省美协无论是全国美协会员的人数，还是省级
会员的人数，在全国都是比较多的。另外，河南每年高考
美术类的考生有 5万人左右，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河
南作为美术大省当之无愧。近年来，省美协连续承办了
全国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中国画线描艺术展”，我省
作者入选数、获奖数均居全国第一位，表明了我省美术作者
对展览的高度关注和精湛的艺术水平，极大地提升了河南
画家的自信心。近年来，省美协举办的“油画中原——百
名油画家走进各市”活动，已分别在郑州等10个省辖市成
功举办，现已成为河南美术界乃至全国美术界的品牌活
动。2016年先后举办了“老家河南——河南省直文化单
位美术家采风、写生成果汇报展”；“致敬太行——河南版
画专题展”和“红旗渠颂——河南省美术作品展”等活动，
广受好评。今后省美协将通过画作不断展示“中原画风”
的力度和温度，用画笔描绘一个历史悠久、蓬勃发展、蓄
势崛起、绚丽多彩的河南，为河南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
地作出积极贡献。③5

宋华平 中国书协副主席

河南具有丰富的书法资源，如出土于安阳的甲骨文，现藏
于洛阳龙门古阳洞的龙门二十品，新安县千唐志斋的唐代墓
志等耀眼的古代书法遗产，是中国书法家不断探索的艺术宝
库，不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书法家的创作风格。

河南书法人才不断涌现，自中国书法兰亭奖设立以来，已
有4位中青年书法家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奖一等奖，近
20人获得兰亭奖的二等奖三等奖，2人获得兰亭奖的艺术奖，
并有数十人获得全国书法界展览的优秀奖。在全国重要的书
法展赛中总有河南人的名字。河南省书协不断搭建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书法艺术平台，举办大型活动。如中原书法大赛、国
际临帖大展、全国第三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三届中国书
法兰亭展等活动，得到全国书法界的认同和赞扬，同时推动了
河南乃至全国的书法人才不断涌现。我生在河南长在河南，
工作在河南，我浸染着河南丰厚的书法艺术底蕴，呼吸着河南
泥土的芳香，我的一切都是河南人民给的。我忘不了我的衣
食父母——河南人民，我会用我的生命和汗水回报生我养我
的这块土地，回报这块土地上淳朴厚道的人民。 ③5

范军 省曲协主席、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董事

曲艺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河南曲艺团
把曲艺和话剧相结合，拓展创新曲艺形式，排演出的原创方言
话剧《老汤》，自2013年 8月首演以来，已演出150多场，首都
国家大剧院、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均留下了《老汤》的足
迹。今年3月，《老汤》还参与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演出，为
全球华人带去了老家的问候。《老汤》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17
年度舞台艺术推广项目，将从2017年8月开始，从郑州出发，
横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个省，进行“一带一路”全国巡演
20场。

河南是曲艺大省，曲种繁多，有河南坠子、河洛大鼓、三
弦书、大调曲子、鼓儿哼等，尤其是河南坠子和河洛大鼓更
是全国闻名。讲好河南故事，传播好河南声音，树好河南
形象。做好曲艺的传承和发展，让更多的人了解曲艺、接
触曲艺，用我们的作品，让我们的中原文化更有影响力
和吸引力。让曲艺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为中
国梦的早日实现贡献一分力量，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③5

付继恩 中国杂协副主席、省杂协副主席、河南杂技集团董事长

如今，河南省杂技集团已从一个仅靠杂技节目和演
员劳务型输出、闯江湖、打零工的小团体，发展成为中国
杂技界规模最大的杂技文化产业集团。

目前，杂技集团拥有演职人员600余人，每年国内外演
出2000余场，出访了30多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合作。杂
技节目创造了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荣获了国内外杂技大
赛金奖23枚。打造的品牌剧目《水秀》获得了中国金菊大
奖。集团先后获得“国家重点文化出口企业”“河南省重点
文化企业”等荣誉，打造了中国首个杂技文化产业园基地，
开拓建造了北美洲海外训演基地，成立了海外多家分公司。

在世界杂技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世界杂技看中国，
中国杂技看中原。杂技艺术是河南的重要文化名片。近几
年，省委省政府多次出台支持文化发展的政策。省委宣传部
把河南省杂技集团这块金字招牌授予我们，为杂技产业发
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今后，我们将积极推动杂技
文化规模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让河南杂技品牌走出去、
站得住、留得下，真正实现打造国际杂技航母的梦想。③5

程建军 中国民协副主席、省民协主席

近年来，省民协坚持以推动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为
龙头，以推进经典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发展为着力点，不
断推进民间文艺的繁荣发展。

河南陶瓷、木版年画、刺绣、剪纸、烙画等传统技艺，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省连续举办了 9届

“河南民间工艺博览会”，作品先后获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
奖——山花奖18项。省民协还启动了“钧、汝、官”三大名
瓷同窑柴烧试验项目，开了一窑多瓷种烧制先河，为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近年来，省民协认定了四批“河南老字号”共194家，有
效地保护了老字号的文化特色，促进了河南老字号的健康
发展。从2002年的“朱仙镇木版年画之乡”开始，到前不久
命名的汝州“中国汝瓷文化之乡”，全省已先后被中国民协
命名中国民间文化之乡50个，数量居全国首位。此外还在
全省建立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基地、传承基地、博
物馆、专业委员会40余个，有力地推动了河南民族民间文
艺事业的繁荣发展。③5

李利宏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导演

九尺之台，起于垒土。我们要用舞台艺术精品这一块
块“秦砖汉瓦”，为“文化高地”的构筑出力出彩。

打造精品要有精品意识，我觉得，打造精品还要有创造
精品的精品情怀和创作精品的精神定力。我与杨林合作的
豫剧《常香玉》从创作到荣获国家级大奖，历时8年；话剧《红
旗渠》从创作到荣获国家级大奖，历时10年。这两部剧都可
谓是典型的“真人真事”的主旋律作品。就话剧《红旗渠》的
创作而言，它的创作难度不仅在于对这一题材的重新审视
与把握，而且要体现出我们自己的思考。事实证明，这样的
角度、这样的开掘方式写到了人心里，观众感到真实可信，
就连那些当年红旗渠的建设者，也从话剧《红旗渠》的艺术
真实中，感受到了历史的真实。一部精品剧目想做好，就要
敢于面对时间的磨砺与考验，敢于花时间、下气力、沉住气、
定住神搞创作。

在今天，我们的文化艺术尤其是戏剧艺术蓬勃发展的
机遇下，要用新的作品来展示我们的自信，做河南“文化高
地”的“秦砖汉瓦”，为“文化高地”奠基。③5

易星艳 郑州歌舞剧院舞蹈演员、舞剧《水月洛神》主演

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源和优秀
文化传承。郑州歌舞剧院立足本土，注重中原优势文化资源
的转化和文化品牌创立，依托厚重的中原文化来打造特色剧
目，取得了优异成绩。

2004 年，郑州歌舞剧院创作的舞剧《风中少林》，先后
荣获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国家“十大精品剧目”、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奖“剧目奖”等一系列国家
级文艺大奖，成为河南文化名片。2010年我院取材中国家
喻户晓的“洛神赋”这一历史题材，打造了第二部舞剧《水
月洛神》。一经推出即以其高超的艺术性、浓郁的民族性、
深邃的思想性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至今演出上百
场，并先后获得“荷花奖”金奖等一系列国家级文艺大
奖。2014 年以来，郑州歌舞剧院多次受文化部委派，跟随

“欢乐春节”河南文化艺术团以及国侨办“文化中国”艺术
团，先后圆满完成了出访波兰、俄罗斯等 20多个国家的演
出任务，为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作出了积极贡
献。③5

庚新 省网络文学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河南是文学大省，培养出众多在全国文坛上有影响
力的大家、名家。在网络文学方面，虽然我们起步较晚，
但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作者。

笔名阴阳眼的新郑作家刘伟鹏创作《我在新郑做守
陵人》，凭借其深厚的历史功底和丰富的想象力，为各大影
视公司所青睐，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开封作家高阳，创作
的《千门八将》，在当当网销售名列前茅。南阳籍作家张晓
辉，笔名一念，创作《都市奇门医圣》也在红薯网取得了不
俗的成绩。但是在整个网络作者的群体中，我省作者所占
比重并不高。他们大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许多人最初
是因为个人喜好加入了创作的行列。这也造成了许多作
者有创作的热情，但是却缺乏基础，只能依靠着小范围内
的交流成长，缺少大方向上的引导和写作技巧的指点。

省作协网络文学学会的成立，给了网络作家一个交
流的平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家的创作压力。今后，我
们会做好服务和引导，为网络作者创作出更多符合时代
精神的精品佳作营造良好氛围。③5

河南多个艺术门类
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河南戏剧现象”引起全国文艺界关注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中原崛起“文学豫军” 促进河南戏曲的共同发展 贴近时代 关注现实 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连心

加倍努力
实现无愧于时代的美术梦想

打造书法高地
全力回报人民

立足传统
讲好河南故事

打造国际杂技航母

推进民间文艺繁荣发展 做“文化高地”的“秦砖汉瓦” 打造中原文化名片 创作更多精品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