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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2017年
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全国政协23日在京召开

“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

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

30位委员和地方代表、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对坚

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提出意见建议。中宣部常务副

部长黄坤明介绍有关情况。中央网信办、教育部、文化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与委员互动交

流。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到会听

取意见建议。

委员们认为，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也是对党和国家工作作

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故事是最好的载

体。故事是直接经验的文化描述，承载着社会的文化传统

和价值观念，要通过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讲好当代中国

故事，帮助公众深刻理解并坚定“四个自信”。一些委员提

出，讲好当代中国故事，要深入实际，关心社会的变化、企

业的变化、人的变化，站在人民的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深

入发掘有泥土气息、有百姓体温的故事，用“四个自信”指

导讲好中国故事，靠故事鲜明生动地说明道理，增强民族

凝聚力和自信心；要真实、真诚地讲故事，广大文艺工作

者要善于用形象的艺术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真诚地阐

述思想，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刘奇葆认真听取了委员们的发言。他说，坚定文化自

信、讲好中国故事，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思想，是

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全国政协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专题

协商，体现了真挚的文化情怀和自觉的文化担当。要礼敬

客观科学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握好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和传承发展儒家思想、继承和创新、中华文

化和外来文化等重大关系。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基本方针，突出实践标准，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扬弃继

承、转化创新。要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革命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通起来，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

柱，建精神家园。要坚定讲好中国故事的信心和底气，创

新方式方法、提高能力水平，塑造良好国家形象。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主持

上午的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林文漪、罗富和、何

厚铧、张庆黎、卢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刘晓峰出席

会议。

全国政协召开“坚定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专题协商会

俞正声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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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往事》是作家陆胜平创

作的长篇小说，分三部记叙了以

于岚为代表的一批闯海人，在海

南建省后经济发展的高潮、低潮、

有序推进的三个有代表性的时期

中，挣扎奋斗，开创事业，实现梦

想的故事。小说富有激情地再现

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 史竞男） 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24日通报了迎接党的十九大重点出版物出版工作情况，

公布了2017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97种，其中包含《十八

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成就》《全面从严治党这五年》等图书77种、

《红色家书》《中国故事》等音像电子出版物20种。

24日在京召开的迎接党的十九大重点出版物出版工作推

进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聂辰席指出，全国出版业要

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重点出版

物出版工作的特殊重要性。要做强做亮主题主线、抓紧抓实重点

工程、聚焦聚力原创出版、搞好搞活推介发行，努力打造主旋律

出版物发行的热点和亮点。

据介绍，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组织下，全国各地、各

部门和各有关出版单位精心策划、及时报送了一批迎接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重点出版选题。全国475家出版单位共申报

主题出版选题1762个，220家出版单位报送精品出版选题

579个。经过专家对2300余种选题进行论证、筛选，分别

选出97种主题出版重点选题和100种精品出版重点选题，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军事、文学、艺术、科技等多个

学科门类，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各领域的新进展、新突破、新

成效。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对迎接党的十九大重点出

版物进行集中展示展销。将在5月底举办的第27届全国图

书交易博览会上组织以“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主题的精品

展，在8月下旬举办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安排以“十

八大以来辉煌成就”为主题的精品展，各展出1000种献礼

图书，充分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重要出版成果。

本报讯 5月24日，由中国影

协编剧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电影

学院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与中国电

影文学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

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暨首

届中国电影编剧周新闻发布会在京

召开。

本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

颁奖典礼的主题是“光影人生、薪火

相传、致敬前辈、推动原创”，玛拉沁

夫、周民震、白桦三位编剧获中国电

影编剧终身成就奖；中国电影编剧

教育事业的开拓者王迪获中国电影

编剧教育终身成就奖，黄丹、康丽

雯、王浙滨、王力扶等学生为老师颁

奖。颁奖典礼现场，中国电影文学

学会会长王兴东以“创新是文艺的

生命，原创是竞争的力量”作主题发

言，呼吁培育原创、尊重原创、保护

原创，净化编剧行业生态环境。

据悉，首届中国电影编剧周将

于10月16日至21日在武汉举办，

其间将举行“一带一路”电影编剧高

峰论坛、电影编剧教育主题研讨会、

“长江杯”高等院校影视专业学生电

影作品展、青年作者电影创投等活

动，并搭建中国电影剧本线下交易

平台。 （许 莹）

本报讯（记者 李墨波）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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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形势下中国作协机关党建

工作更好地为作协中心工作服务的新途径，把中国作协

机关党团组织的工作触角延伸到基层青年作家的创作

实践中去，进一步加强中国作协青年业务骨干与地方作

协青年作家的交流联谊，5月17日，由中国作协机关党

委和重庆市作协主办、中国作协机关团委承办的“地域

文化与文学创作——当下青年文学创作”主题论坛在重

庆举行。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李霄明、重庆市

作协党组书记辛华、重庆市作协主席陈川等出席论坛。

论坛上，来自中国作协所属各部门、各单位的16位

青年业务骨干、作家、编辑和重庆各市区县青年作家代

表40余人共同研讨，结合各自文学创作实际，围绕“地

域文化与文学创作”这一主题畅所欲言、广泛交流。大

家认为，地域文化孕育了一个地方的作家和文学，形成

了一个地域文学创作的气质和风貌，是文学创作的宝

贵资源，作家应该有意识地学习与研究地域文化的深

厚内涵，加强地域文化的开掘与传承。会后，中国作协

的青年干部、作家、编辑同与自己结对子的重庆作家做

了更为深入的交流，切磋文学创作心得，分享文学创作

经验，一起解决文学创作中的问题。《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徐则

臣为重庆的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作了文学专题讲座。

据介绍，中国作协与地方作协的青年文学创作交流活动自2015年创

办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受到中直团工委、青年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好

评。这项活动是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创新工作思路、探索党团工作新形式

的积极之举，是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工作与作协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拓展作

协组织服务作家的领域和方式，为中国作协青年干部职工、业务骨干与地

方作协和基层青年作家交流搭建起的一个平台，对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加强青年组

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紧密结合具有积极意

义。今后将形成定期化、常态化机制，中国作协机关党委也将采取更多举

措，为培养推动青年作家、青年职工成长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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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5月 19日，鲁迅文学院在

京举行“大地行走者”唐荣尧非虚构作品研讨会，研讨作

家唐荣尧几十年来的行走与创作。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以及徐可、李朝全、顾建平、宁肯、敬文东、钟正平、牛学智

等作家、评论家参加研讨。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

长邱华栋主持。部分鲁院高研班学员与会。

作家唐荣尧曾是一名记者，几十年里他坚持田野考

察，丈量山河故土，写下了《大河远上》《王族的背景》《西

夏史》《宁夏之书》《青海之书》等许多较有影响的非虚构

作品。李敬泽以《大河远上》为例，认为唐荣尧以一种特殊

的眼光和气魄书写黄河，其背后是丰厚驳杂的文化经验

和历史积淀，充满了差异和断裂。一个人沿黄河行走，并

通过自己的感受和写作打开了黄河巨大的丰富性和可能

性。这也正是非虚构文学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各种写作类

型之间，“非虚构”打破了惯常的观察、思维和写作方式，

去除了很多早已有之的限制。

与会者认为，唐荣尧创作了大体量的非虚构作品，他

写故土山河、西夏历史，背后是扎实厚重的积累。作家以自

己的方式复活了古老的民族、难以言说的文化，打捞出很

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经验，写出了一个连绵不绝的中国、繁

复多样的中国和生生不息的流动的中国。作品充满了多

种可能性，具有历史学、文献学、文学、新闻学、地理学、人

类学的种种价值。在写作中，作家将诗意融入非虚构写

作，使得作品具有了巨大的空间和张力。为了写好作品，

他一方面在辽阔的土地上不断行走、考察，十分重视实地

的体验，另一方面，他又做了大量史料爬梳的工作，希望

建构起一个真实的中国。大家还谈到，在驾驭一个个颇为

宏大的题材时，唐荣尧显然也面临着处理历史与文学、宏

大脉络与幽微细节的问题，这也使得他的某些作品具有

文学性不够的弱点，有时缺乏个人化的观察和写作视

角，这些都是未来需要改进加强的。由此，与会者进一

步探讨了非虚构写作的现状及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

的意义，尽管关于这一写法仍存在诸多争议，但非虚构

无疑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写作方式，“非虚构”或者

说“非虚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认识和写作世界

的更多空间。

5月 22日，由天津美
术学院主办，天津美术学
院中国画学院、艺术百年
承办的“命运墨皈——梁
占岩、袁武、张江舟水墨艺
术展”第一站在天津美术
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展
出了3位艺术家的 158幅
作品，此后该展览还将在
国内多所美院巡展。梁占
岩、袁武、张江舟对生活和
生命的关注有着各自的层
次，他们的创作代表了写
实水墨人物画在今天的命
运，以及从历史中一路走
来，演变、扬弃的历程。梁
占岩此次展出17幅作品，
其中包含4幅大型主题创
作。袁武此次展出 109 幅
作品，分4部分组合呈现。
张江舟展示了 30余幅作
品，其中包括少见的16张
钢笔淡彩速写作品，16幅
大型创作。展览将持续至
5月30日。大昭寺的清晨（之一） 袁 武 作

本报讯（记者 王觅） 5月18日至19日，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大

型舞台剧和作品滚动资助项目歌剧《星星之火》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国

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勇、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许红英及国家艺

术基金专家组部分专家学者、歌剧主创团队和主要演员与会研讨。

歌剧《星星之火》是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首部民族歌剧，由作曲家、沈

阳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李劫夫等作曲，剧作家侣朋等编剧。全剧以东北抗

日联军战士成长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为背景，歌颂了抗联战士和广

大人民不畏强暴、誓死抗争的革命精神和星星之火必定燎原的伟大气

魄。其中众多唱段旋律亲切通俗，特别是经典唱段《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至今久唱不衰。2015年，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歌唱家刘辉主持复排编创

并领衔主演的这部歌剧在北京、沈阳等地上演，引起强烈反响。在日前最

终确定的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滚动资助项目10部

作品中，《星星之火》成为惟一一部入选的歌剧。

与会专家认为，重新创编的歌剧《星星之火》展现经典风采，体现时代

精神，贴近当前观众的艺术审美需要，既保留了原剧精华，又赋予其现代

气息，使经典作品重新绽放生机。作品继承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精髓，积

极吸收民族民间曲调精华，同时融会贯通，大胆借鉴西方艺术形式，体现

了民族性和艺术性的继承与发展。作品生动塑造了众多英雄群像，实现

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演关系的有机统一。同时，与会者还对作品如何更

好地修改提出了许多中肯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主创团队不断调整完

善，将其打造成一部传之久远的歌剧佳作。

刘辉表示，重新编创《星星之火》，旨在向为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作出

卓越贡献的英烈致敬，向为这部歌剧付出心血的前辈艺术家致敬。沈阳

音乐学院将继承鲁艺传统，弘扬鲁艺精神，不断打磨这部经典作品，为中

国民族歌剧的创作、研究和人才培养作出积极努力。本报讯 “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5月18日

起向全国美术院校在校大学生征集作品。

“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由中国美协和首都

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将于今年12月在中国美术馆

举办，计划展出入选作品国画100幅，油画100幅，

版画50幅，水彩、水粉50幅。作为国内首次举办

的大学生美术创作活动，本次展览旨在激励更多美

术院校学生的创作热情，增强他们的创作自信，激

发他们的创作潜能，发掘有潜力的青年美术人才。

“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组委会由刘大为任名誉

主任，徐里、郑萼任主任，杜军、韩振刚、王德胜任

副主任。中国美协将聘请美术界知名学者、艺术批

评家、艺术家等担任评委。主办方希望通过此次展

览的举办，为全国美术院校在校学生提供一个展

示、交流的平台，能够推动更多美术院校大学生创

作出感时代之变化、发时代之新声，真正打动人心

的精品力作。

此外，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笃真·寻境”写实

油画创作与教学研究展也于当天开幕，展览展出了

自2001年以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刘孔喜、桂小

虎、陈畏及其工作室写实油画研究方向的20余位研

究生和部分高研班学生、访问学者的40余件代表作

品。展览将持续至5月29日。

（小 辰）

歌剧《星星之火》

展现经典作品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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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美术
作品展”在京启动

“非虚构”打开了更多写作的可能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记者日前从乌镇戏剧节组委

会获悉，2017年第五届乌镇戏剧节主题确定为“明”。此

外，青年竞演和嘉年华报名也正式启动，青年竞演的命题

和规则同时发布。

自2013年创办以来，历届乌镇戏剧节分别以“映”、

“化”、“承”、“眺”为主题。乌镇戏剧节年度艺术总监田沁鑫

表示，2017年是农历丁酉鸡年，《诗经》中有记载“鸡既鸣

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因此，“明”是第五

届乌镇戏剧节与观众的约定和承诺。雄鸡高鸣，启明东方。

4年来，乌镇戏剧节参演剧目数量不断增加，规模和

影响力逐渐扩大。其中，“青年竞演”单元是青年戏剧人展

现自己的舞台，每年都受到广泛关注。据悉，今年的青年

竞演命题为“月亮、刀、伞”，参赛者可于7月31日之前报

名参赛。18部入围作品将在第五届乌镇戏剧节期间参与

两轮公开演出进行初赛，初评6至8部剧目进入决赛，最

终评出获奖作品。本届乌镇戏剧节依然设立最佳戏剧奖、

最佳个人表现奖各一名及特别关注奖若干。

在“古镇嘉年华”单元，石桥、河埠头、木屋、树林等公

共空间都将成为艺术表演者的舞台。今年的嘉年华将为

艺术家们的创作、表演、交流提供更加开放的平台，全国

各地的戏剧团和表演艺术爱好者可在8月31日之前报

名参与。

第五届乌镇戏剧节搭建演创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