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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光（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

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以观众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

从电影受众角度出发，结合对“讲话

精神”的学习，对于“大众”的理解与时俱

进，应该重新理解互联网时代下的电影主

流观众，可将当下作为观众的“大众”群体

大致区分为网民观众/游戏玩家/粉丝观

众、青少年观众、女性观众、市民观众等四

种样态。

我们要以观众为中心，以人民为中

心，尽量去适应新型大众的接受需求，打

造共同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并持守一

种大众化、通俗化，而不一定是精英化、小

众化，更不必是先锋性的新美学。

厉震林（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

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电

影学院院长、教授）：

构成了中国特色电影表演美学的

主体性、原创性和竞争力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思

想精神贯穿于整个中国电影表演发展

史。自三十年代“新兴电影运动”开始，电

影表演成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

的关爱和指引，是中国电影表演发展的指

路明灯，使电影表演美学不断从粗砺、打

磨、闪光到精致，最终触及建立民族电影

表演体系乃至构建中国电影表演学派话

语体系的思想高度。从三十年代的电影

表演开始触及世界等级，到四十年代中国

特色的电影表演美学初显质感和基因、再

到“十七年”所诞生的一系列经典形象，均

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对延安精神

的接续与传承。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不同

风格、不同流派的电影表演范式出现，形

成了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竞相绽放，多元

化表演风格对峙、补充和融合的繁荣局

面。纵观中国电影表演的发展历程，党对

电影表演事业的领导工作，构成了中国特

色电影表演美学的主体性、原创性、和竞

争力。

周安华（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

亚洲影视与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以“新真实观”

锻造当代中国影视新标杆

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源泉；坚持文艺的人民性，反对庸俗的

政治化。讲话所倡导的“从生活中来，到

生活中去”“拒绝闭门造车”，这就是一种

现代文艺的新真实观。新真实观就是以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为根本，坚持影视的

人民性，牢牢把握艺术真实的原则，追求

立体多样的真实风格。新真实观强调对

历史予以高度的尊重，对现实予以客观的

描述，做到真实、真切和真情。在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等重大文艺奖项评

选中，把真实性列为思想性以外最重要的

评选标准之一，倡导人民影视的真实性价

值。锻造优质当代中国影视任重而道远。

张阿利（西北大学教授、陕西省

电影家协会主席）：

人民性、民族性、包容性

构成了“延安讲话”的重要内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以

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

集体第一次对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系统

阐释，是80年来中国文艺发展的精神引领

和理论基石。人民性、民族性、包容性构

成了“延安讲话”的重要内涵，三者分别对

电影的创作内容、思想内涵、创作方法三

个层面提出了要求。中国电影在创作内

容方面，以现实生活为指引，塑造了一大

批“人民形象”；在思想内涵方面，坚守人

民立场，反映人民情感与时代诉求，书写

了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在创作方法

上，以现实主义美学范式为主导，积极继

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学思想，吸收借

鉴国外优秀电影理论与创作手法，塑造了

一批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电影作品。“延

安讲话精神”是中国电影发展道路的重要

指引，是贯穿中国电影发展道路的主线。

范志忠（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

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根植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探索

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在 100 多年的发展的历程中，中国

电影从传统文化和当下现实里探寻本

土的想象资源，并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时

俱进地开放学习，既根植于优秀传统文

化的资源探索，也时刻遵循着现实主义

的创作原则，从而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以人民

为中心的独特道路。

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的背景

下，在全球化向“后全球化”急剧演变的

态势下，中国电影创作中“传统与现

代”、“东方与西方”这一动态结构的文

化冲突和文化张力，既是历时性的发

展，也是共时性的存在；既彼此冲突，又

交织赋能。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中，中国电影唯有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

独特的东方之美，并始终坚守契合现代

文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以类型化的叙事

和工业化制作，方能够建构出以人民为

中心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电影现代

性美学。

高小立（《文艺报》艺术部主任、中

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委员）：

“为谁写”、“怎么去写”是中国电影

探索过程中仍需关注的问题

人民的艺术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

本，创作既要歌颂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也要反映人民的心声。当前创作

中存在“唯流量”的问题；轻喜剧过多、

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较少；过度重视“人

设”，忽略了人物生活的土壤；放大焦

虑，缺少对精神世界的刻画以及“讨伐

原生家庭”和拼贴式电影的跟风创作，

其中症结在于远离了人民的生活，《讲

话》中的两个问题“为谁写”、“怎么去

写”是中国电影探索过程中仍需关注

的问题。

吴冠平（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

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电

影学院学报》主编）：

观察生活、感受美好、回应期待

“讲话”实质上是想要解决文艺与

生活、文艺与人民这两组关系。文艺

与生活的关系重在能够再现一个生动

的形象，这一形象需要是真实的、善意

的、有希望的、具有进步性的。在面对

文艺与人民这组关系时，重在彰显具

体的人，也就是说应当把那些具有生

活质感的普通人体现在我们的银幕

上，这就要求创作者观察生活、感受美

好，与普通人交朋友，同时要考虑到具

体的观众，并让他们感受到银幕上的

主人公对于精神需求的美好期待。

王海洲（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院

长、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

中国电影应当关注人民群众的

火热生活

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到习近平新时代文艺思想，从四个维度

为我们中国文艺道路做了指引。第一，指

示了创作方向，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在新时代，中国电影在《讲话》精神的引导

下，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这是

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特色；第二，指出了

文艺的表现领域，从内容表达、题材选择

等方面，重视人民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

重视为中华文明进步和民族解放做出贡

献的进步力量，关注改革开放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中的先进事迹和英模人物；第三，

指引了创作方法，即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这样创作出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第四，

指明了服务对象。文艺工作在当代中国

就是服务国家需要、服务人民需求，中国

的文艺工作不是孤芳自赏的，不是脱离人

民的。中国电影的表现形式必须是群众

喜闻乐见、反映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

中国电影应当关注人民群众的火热生

活，记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为当代中国

立下影像、感染时代观众、传承中华文化。

真正代表人民的优秀作品，是反映人民的

精神需求、代表时代精神气质、能够在历史

长河中传承的作品，它们是民族艺术史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终服务于文化强国

的建设，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发言摘要整理：郑睿、夏志伟、高美、孙天

晨、张琳、丁明、吕培铭、杭星沂、严文军）

陈犀禾（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

授、《电影理论研究》编委会主任）：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

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以人民

为中心、以党为核心、以文艺工作者为主

力，这一主体性的界定和阐释是习近平文

艺思想的逻辑起点，党、人民、文艺工作者

三者构成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共同体，

他们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文艺的主体。

同时，在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

框架、达德利·安德鲁的“四因说”、电影

作者论、文学接受理论等基础之上，虽

然以主体作为出发点，但是对主体的立

场（方法论）是客观（对象）化的。习近

平文艺思想中，主体性不但是其逻辑起

点，还是方法论，从方法论的角度也强

调主体的能动性。

钟大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心中有人民，眼里有观众

文艺工作者不必高人一等，而是需要

放下身段到人民群众中去，向民众学习，

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电影作为最

具大众性的艺术，应当在创作中与人民群

众进行更加深入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被

人民大众所接受，真正有效地实现引导民

众、反映时代精神、促进文化宣传的价值

和功用，展现出蓬勃发展的艺术生命力。

赵月枝（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清

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

史的见证者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与

此形成历史性对话的关系的是，习近

平总书记在 2014 年的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

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

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关于艺术和人民的关系，我想从

一部剧讲起。 1972 年，北京电影制片

厂将《龙江颂》拍成了电影，塑造了一

代人的集体记忆，女主人公“江水英”

成了家喻户晓的农民形象，其原型是

葛 隆 县 的 一 位 女 支 部 书 记—— 周 丽

琴。《龙江颂》剧组在和农民同吃同住

劳动中收获了最为生动和鲜活的艺

术体验，真正把文艺“剧中人”和历史

“剧作者”有机融为一个整体，也让知

识 份 子 和 群 众 有 了 进 一 步 的 结 合 。

在纪念《讲话》八十周年之际，我们应

学习《龙江颂》剧组的艺术精神，“遵

循党的基本路线，从工农兵实际生活

出发，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

人民。”

丁亚平（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

“延安”的历史叙事

是为着人民大众的大叙事

“延安学派”的提出，是以“派别”为思

考和切入角度，认为“延安”是构成新中国

电影的多功能母题，既是意识形态的需

要，也具有“共同体”意义。通过考察1935
年至1948年延安以电影家、摄影家活动为

中心的历史，观照如袁牧之、吴印咸等一

大批重要的影人及其实践，可知“延安”作

为思想的母题、电影的元类型和源流，其

重要性不逊于“五四”。

“延安”的历史叙事是为着人民大众的

大叙事；是新中国电影业蓝图的筹划者、开

拓者；是新中国电影史长廊的典范；是新中

国电影教育的建设者。通过回溯历史视野

下的“延安学派”，再次印证了文化是意识

的承载者。依托“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意

识，重思“延安学派”的影响，对中国电影当

下和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

究中心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

创造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

世界一流人民电影

《讲话》在三十年代以来“左联”的开

拓尝试基础上正式宣告并开启了中国电

影现代性人民电影道路。人民电影时代

可划分为三个时段，即“通向社会主体形

象的人民电影”、“反思与拓宽中的人民电

影”和新时代“多维主体构型的人民电

影”。这三个时段人民电影中的人民形象

具有独特美学特点，如传奇式英雄形象、

主人公-帮手模式、知识分子形象反思、流

动生存中的怨羡情结以及其中的悲剧、正

剧美学特色。现有人民电影需同时向着

深度、广度、厚度、高度进军，依照世界电

影强国的高标准，创造体现人类共同价值

的世界一流人民电影。

尹鸿（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

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

“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贯穿

文艺工作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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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的回答贯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

作的 80年。

周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

艺术从人民生活中来

同时也应该回到现实中去

艺术工作者应该有全局观，艺术工作

不只是艺术本身，艺术从人民生活中来，

同时也应该回到现实中去。这启示我们

应该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同

时应创建一个中国艺术学理论自身特色

的话语体系。

彭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院

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电影的人民性———从观众到作者

首先是“内容的人民性”。因为电影

是多级（或一级）多体艺术，所以电影的

本体论特征使得它成为最典型的大众

艺术，而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亦需要人

民作为它的内容。其次是“观众的人民

性”。以前苏联导演吉甘拍摄《女人》的

教训，强调电影的人民性中的人民主要

指的是观众。根据李渔在文学和戏剧

之间做出的这种本体论区分，将电影视

为文学有可能出现人民性问题，将电影

视为戏剧就没有人民性的问题。还有

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角度来看，资产

家对大众艺术的人民性的异化，是不可

能创造出符合人民的电影艺术。最后

是“作者的人民性”。由于新技术将降

低电影的技术门槛和资本门槛，人人都

是电影人。因为人民作为电影的作者，

所以会将电影的人民性往作者的人民

性方向推进，如抖音、微电影，以及电影

《蜻蜓之眼》等，都是凸出作者的人民性

的电影实践。

康伟（《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新时代中国电影对人民的表达

具有强烈的创新品格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提出了五大问题，立场问题、

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

习问题。其中的立场问题，就是人民大

众的立场，其影响力是延续至今的。《讲

话》所提及的“人民性”的内在特质也一

以贯之于中国电影中。中国电影的指导

思想、美学品格、表现主体、管理体制等

等，都呈现出强烈的人民性。电影成为

新中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重

要路径。中国电影也成为构建人的主体

性的重要媒介。新时代中国电影对人民

的表达，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上都具

有强烈的创新品格。具体表现在：一是

关注具体的人；二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学

院的电影学派的构建和新主流大片的探

索，是构成新时代中国电影人民信表达

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优秀多样电影的

持续供给，成为新时代中国电影人民性

的有效落点。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

授、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人民电影以人民为中心、以民族

复兴为己任

人民电影作为左翼电影与进步电影

的历史转型和经典传承，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引导下，在国家电影的

一致性话语体系里，人民电影以人民为中

心、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以天空与大地的

时空拓展，解放与憧憬的精神转变为特征

的人民电影，横贯新中国建立以来多数电

影的题材和类型。如《白毛女》通过主要

针对身体、自然与历史的神话生产与消

费，展现大地的劳绩与解放的欢愉，成就

为中国电影史上革命年代的声色之娱，充

满着单纯的智慧和朴素的浪漫，这样的美

学传统与精神气质，直到今天仍然拥有不

可遏止的生命力。

▶ 主题论坛（二）
主持人：吴冠平（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上接第6版）

▶ 主题论坛（三）
主持人：刘军（北京电影学院科研处处长）

▶ 论坛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