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6 中国电影报 2022.05.25
责编责编::姬政鹏姬政鹏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以人民为中心，走中国特色电影发展之路”论坛发言摘要：

▶ 开幕式
主持人：俞剑红（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

北京电影学院等举办“以人民为中心，走中国特色电影发展之路”论坛

研究阐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轨迹和艺术实践
创新探索“人民电影精神”的时代内涵和当代意义

本报讯 由北京电影学院、中国高

校影视学会主办，北京电影学院研究

生院、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影视史学专

业委员会承办的“以人民为中心，走中

国特色电影发展之路”论坛于 5 月 21
日举办。

1942年 5月 23日，毛泽东同志发表

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迄今

已届 80 周年。80 年间，从延安文艺座

谈会的讲话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2016 年及 2021 年两

次文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地阐述着

“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理念，在此理念

指导下，中国电影成为生动地践行着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艺术景观、文化景观和传播景观。

80年前，北京电影学院的创立者陈

波儿、吴印咸、钟敬之等前辈在延安聆

听了“讲话”精神，并将之践行在革命实

践、艺术实践和育人实践中。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人民艺术精神，八十年后，

2022年 5月 21日，“以人民为中心，走中

国特色电影发展之路”论坛开幕式在线

上举行。开幕式由北京电影学院副院

长俞剑红教授主持。北京电影学院党

委书记钱军发表了开幕致辞，他表示，

此次论坛旨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八十周年，

研究阐释中国电影“以人民为中心”的

思想轨迹和艺术实践，创新探索“人民

电影精神”的时代内涵和当代意义。这

是北京电影学院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也

是中国电影学术界的一件盛事，谨代表

北京电影学院对莅临论坛的各位领导、

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文联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家协

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中国

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廖祥忠，中国

高校影视学会会长丁亚平等参加了开

幕式并致辞。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胡智锋发表了题为《以人民为中心：走

中国特色电影发展之路》的主题演讲，

他从自醒：人民电影的初创与萌芽，自

立：人民电影体系的完整建立，自转：中

国电影的探索与转型，再到自觉与自

信：新时代人民电影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的四个维度，阐明了只有坚持不移地

“以人民为中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电影发展之路，才能不断拓展和提升中

国特色电影发展的新空间，实现中国从

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目标。

主题论坛由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

院院长、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王海

洲等主持。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陈晋，《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新文，

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马黎，中央戏

剧学院院长郝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

会林、王一川、周星，北京大学教授彭

锋、陈旭光、李道新，清华大学教授尹

鸿、赵月枝，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贾

磊磊、丁亚平，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饶曙光，《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文

艺报》艺术部主任高小立，上海大学教

授陈犀禾，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厉震林，

南京大学教授周安华，浙江大学教授范

志忠，西北大学教授张阿利，北京电影

学院教授钟大丰、刘军、吴冠平等专家

学者围绕“以人民为中心，走中国特色

电影发展之路”为主题展开发言和讨

论。最后，王海洲作了论坛总结，他认

为在《讲话》发表 80 年后的今天，深入

学习、研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

想，意义重大，价值深远，“以人民为中

心”的文艺思想向中国文艺和文艺工作

者，指示了创作方向、指出了表现领域、

指引了创作方法、指明了服务对象，激

励着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时代继续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为文化

强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此次论坛旨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阐发研究

中国电影“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轨迹

和艺术实践，创新探索“人民电影精神”

的时代内涵和当代意义，在新时代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精神，推进文化

强国建设和电影强国建设。

围绕此次论坛，北京电影学院为纪

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周年展开了系列纪念活动，北京电影

学院党委宣传部举办了《以人民为中

心，走中国特色的电影发展之路》大型

展览，青年电影制片厂制作了影片《以

人民为中心，走中国特色的电影发展之

路》，从多角度阐释人民艺术“以人民为

中心”的核心理念和文化精神。

钱军（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电影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党的文化战略引领下，作为文

化事业的重要构成，中国电影在成为

生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艺术

景观、文化景观和传播景观的同时，也

对电影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提出了新

的要求。电影艺术院校理应围绕“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一根本问题，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人才培养理念，将立德树人牢牢

置于一切工作的核心位置，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高等教育

创新发展、电影行业转型发展的时代

背景下，北京电影学院将以更加广阔

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努力的

奋斗，服务好国家文化战略和行业产

业发展所急需，为电影强国和文化强

国的建设提供人才、理论和实践支撑。

张宏（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

把“国家的需要、时代的希冀”

作为文艺创作的出发点

从党的政策、文艺路线、创作追求出

发，广大电影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工作导向,要深刻汲取党领导下电

影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把“国家的需要、

时代的希冀”作为文艺创作的出发点，通

过优秀的作品把党的关怀送到人民群众

的心坎里，把群众的奋斗彰显在时代的征

程里。同时，中国文联、中国电影家协会

不忘初心，将会积极发挥联系桥梁与纽带

的作用，紧密地联系好、维系好党、政府、

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为实现电影强国

作出应有的贡献。

廖祥忠（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

记、校长）：

延安讲话理论内涵

带动了中国电影创作的持续繁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在

中国革命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民族危亡的

时代背景下，具有鲜明革命性、战斗性、政

治性的文艺指导意见。它回答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文艺工作中“为谁服务”和“如何服

务”的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的回答贯穿了

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80年。

与此同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与

时俱进的，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

针”、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

会上提出的“二为”方针等，均是对“讲话”

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

一系列文艺思想，同样是对“延安讲话精

神”的创造性继承。这些重要的指导思想

丰富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理论内涵，

共同带动了中国电影创作的持续繁荣。

丁亚平（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

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电影需从中

持续汲取理论资源和实践滋养

80年前，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以

及毛泽东主席讲话的发表是一个重大事

件。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就对

中国电影事业给予积极重视，为中国电影

注入了新的活力。1938年夏天，延安电影

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真正

开始掌握电影这一斗争武器。延安电影团

始终围绕着纪实性、革命性和历史性的创

作原则，通过一系列纪录片和艺术片的摄

制来体现延安精神，并构成了“延安电影学

派”。通过将民族化性格与国外先进技术

相结合的方式，“延安电影学派”摄制出了

一批团结抗战精神，并由社会各界所共享

的优秀影像。八十年后的中国电影，仍需

从中持续汲取理论资源和实践滋养。

胡智锋（北京电影电影学院党委

副书记、副院长）：

以人民为中心：走中国特色电影

发展之路

从自醒：人民电影的初创与萌芽，到自

立：人民电影体系的完整建立，自转：中国

电影的探索与转型，再到自觉与自信：新时

代人民电影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证明了只

有坚持不移地“以人民为中心”，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电影发展之路，才能不断拓展

和提升中国特色电影发展的新空间，实现

中国电影从大国走向强国的中国梦。我们

还要坚定地以“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

做人民的艺术家”为座右铭，引导中国电影

坚定地走自己的中国特色电影发展之路，

把人民群众放在首要位置，打造更多人民

群众满意和认可的，在世界上能够塑造可

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优秀电影佳作，

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工业化体系

的发展与强盛，为实现从电影大国走向电

影强国的理想目标而不断努力奋进。

黄会林（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

让电影真正回归“为人民的影像”

“人民”是毛泽东生平使用频率最高

的词汇之一，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概

念。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

文化艺术界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

“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延续和

深化了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一、以电影

文化构筑人民影像。电影必须植根广阔

的人民生活。此外，电影必须展现深厚的

民族美学。二、以电影作品展现时代精

神。近年来，日益成熟、多元的“新主流电

影”创作成为电影市场上的最大亮点。此

外，“电影走出去”体现开放的时代精神。

三、自2010年起，我提出并不断发展“第三

极文化”理论，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

基础上，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外来电影文

化，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真正属于我

们自己的电影文化，让电影真正回归“为

人民的影像”。

陈晋（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文艺工作要结合新时代语境

不断反映新的群众愿望

中国文艺发展道路包含三条主要内

容，一是在文艺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二是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三是

体现人民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延安文艺始终是中国文艺的精神故

乡，从8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到新时代，社会主义性质、民族品

格、人民中心，始终是中国文艺发展的主

流和前进方向，其中文艺与人民的关系，

更是其和谐命题和关键词。毛泽东时代

提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邓小平

时代重申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

民；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艺术源于人

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都道出了文艺创

作与人民的本质联系。在今天，文艺工作

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要结合新

时代语境、不断反映新的群众愿望。

袁新文（《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

用生活的精彩成就光影的华彩

80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曾深刻指出，人

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

藏。当下，随着科技飞速进步，拓宽了文艺

空间，延展了文艺边界。但要正确运用新

的技术新的手段，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

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应当看到，一切有

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都会有意识地

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上世纪50年代初，

年仅23岁的于是之在老舍的名剧《龙须沟》

中，因成功扮演主要角色“程疯子”而一炮

打响。著名作家柳青不仅在陕西西安黄埔

村深入生活，而且一住就是14年，是真正的

身入、心入、情入。相比较之下，当下有些

年轻演员对于生活和艺术的理解显得肤

浅。从近些年的电影创作来看，可谓成绩

斐然，蔚为大观。但是有些作品并不能真

正反映新时代火热的生活，有的没有把生

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有机融合。新的时

代充满着生动的故事，等待着电影工作者

去发掘、去采集、去提炼、去呈现。

马黎（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

聚焦时代精神，礼赞火热生活

用优秀作品奉献人民

8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科学系统地阐述了

党的文艺主张和文艺思想，八十年来，我

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的历代领导

人不断继承和丰富着延安文艺座谈会讲

话的精神，不断探索和创新社会主义文艺

的理论与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指

引下，广播电视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

德，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记录时代的波

澜壮阔礼赞生活的温暖情怀，奋力投身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奋力讴歌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抓精品，攀高峰，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人民是文艺之母，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就是要始终如一坚

持“下生活”，到群众中去，从热腾腾的生

活中捕捉故事灵感，塑造真实人物，表达

美好情感，发掘审美价值，让人民始终处

于影视创作的中心、镜头的焦点。今天我

们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就是要重

温，牢记初心和使命，与时代同步伐，与人

民同呼吸，用更多精品力作奉献人民，凝

聚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和奋进新征程的

强大精神力量。

郝戎（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党委

副书记）：

坚持“人民性”戏剧创作与教育之路

延安文艺座谈会为草创时期的鲁艺

指明了发展方向，即发展“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灵活的大众文化”，鲁艺师生践行

讲话精神，创作出《白毛女》等一批佳作。

同时，《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10
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都将“人民

性”提高到重要位置。从延安到新的历史

时期，人民始终应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

灵魂，是当代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和传承

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根本遵循。艺术

工作者当下应紧跟时代步伐，创作人民喜

闻乐见的艺术作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

发展现实主义的内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道路上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

的重要作用。

贾磊磊（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

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兼职教授）：

中国电影学派凸显着中国电影

未来发展的前进方向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是中国文艺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一个

经典文献，对整个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起

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新时代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艺术创作要以

为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

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和主旨。北京电影

学院在电影艺术和电影理论的领域里提

出的“人民电影”的概念，扣住了新时代中

国电影发展的方向问题。面对中国电影

的未来，中国电影学派既体现着中国电影

发展的艺术成就，同时也凸显着中国电影

未来发展的前进方向。

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

促进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

要把人民永远置于中心的位置，贯

穿到电影创作、生产、传播的全过程之

中，并在此基础上对人民美学进行进一

步阐释，强调人民是电影创作的立足点，

人民是电影工作的发力点，人民是电影

创作的落脚点。我们要用辩证的思维和

辩证的方法去观察当下的中国电影现

象，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

表述来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并在话语

体系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中国电影

理论批评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立

更加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促进中国电

影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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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论坛（一）
主持人：王海洲（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