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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

习近平：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习近平要论
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
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
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
民为中心、
以精品奉献人民、
用明德引领风尚。

● 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希望大家承担
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
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
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
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
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
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
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 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
3 月 4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
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 月 4 日下午看
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
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
和建议。他强调，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
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
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
聆听时代声音，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以人民为中
心、
以精品奉献人民、
用明德引领风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参加看望和讨论。
联组会上，田沁鑫、邓纯东、陈力、王
学典、王春法、李大进、冯远征、李前光等
8 位委员，围绕攀登文艺新高峰、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坚持为人民创
作、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发挥博
物馆作用、加强基层政府法治建设、重视艺
术传承、推进文艺事业守正创新等作了发言。
习近平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发表讲话。他
表示，来看望全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的委
员，听取意见和建议，感到非常高兴。他代
表中共中央，向在座各位委员，向广大文化
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向广大
政协委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2018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道路上，中共
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
间，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挑战，顺利实现
中共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紧紧依靠人
民，汇集和激发近 14 亿人民的磅礴力量。文学
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
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
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文化文
艺工作者要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
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
民、歌唱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
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
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
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一
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
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
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希望大家立足中国
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
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文艺创作要以
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神
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
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文
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
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
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大
家理应以高远志向、
良好品德、
高尚情操为社会

● 要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
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
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大家理应以高远志向、
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
作出表率。
要有信仰、
有情怀、
有担当，
树立高远
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
努力做对国家、
对民族、
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
要坚
守高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做到勤
业精业。
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尊
自重、
自珍自爱，
讲品位、
讲格调、
讲责任。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70 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
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希望大家深刻反映 70 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
践，深刻解读新中国 70 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
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

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
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习近平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
奋进的动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汇聚全民
族的智慧和力量，需要广泛凝聚共识、不断增
进团结。要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聚
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加强和改进政
协民主监督工作，广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正能量。希望各位政协委员不断提高自
身素质和能力，在方方面面都发挥带头作用，
做到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张庆黎、刘奇葆、夏宝龙、汪永清、刘新成
等参加联组会。

现场，8 位委员发言。有几位不约而同将
“人民”二字写入了发言题目，讲述和人民在一
起的故事。
“艺术为人民服务”“坚持为人民创作”“集
聚人民的智慧”……这是他们在舞台上摸爬滚
打、在讲台上言传身教、在工作实践中感受最
深的话。4 日下午，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
界委员的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听了这些发
言，从“人民”——这位“历史的创造者”讲
起，再一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有血有肉的。要战
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挑战，顺利实现中共
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
‘大
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
也’。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就要汇集和激发近
14 亿人民的磅礴力量。”
“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

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 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
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跳出身边小小的悲欢，走进实
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
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了解百姓生活状况，解
疑释惑，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会场上，回忆一部部经典之作，黄土地上
的乡音乡情扑面而来。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解决现实问题，病急乱
投医、崇洋媚外是不行的。要把中国的事情搞清
楚，把好脉，不接地气不行啊！中国身体怎么样？
是什么体质？心里要透亮透亮的。一席话拨动了
委员们的心弦，掌声如雷。
一位委员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总书记的这
句话：“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
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
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
今天上午九时开幕

杜尚泽

杜尚泽

北京进入“两会时间”。
史。会场格外安静。
3 月 4 日下午，北京友谊宾馆，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我们的
桃花、杏花、海棠花、迎春花争相
初心是什么？上海石库门、南湖红船，
吐蕊。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看
诞生了中国共产党，14 年抗战、历史
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
性决战，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
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
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
近年来红色影片热映，
成为电影市
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
场上的新风向。
有委员向总书记讲述了
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
《血战湘江》的幕后故事，
“ 放映后，学
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
生们自发起立默哀、鞠躬；战士们激动
行 的 。不 能 被 轻 歌 曼 舞 所 误 ， 不 能
地跑到台上去，
‘ 如果祖国有需要，马 ‘隔江犹唱后庭花’。”
上 就 去 上 战 场 ’…… 一 幕 幕 感 人 至
“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一个国家、
深。
”
这位委员的声音有些哽咽。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作为意识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凝神静听。闽西
重要阵地的文化艺术、社会科学，更需
子弟冲锋战场的故事，总书记非常
要灵魂。
灵魂凝铸于历史。
”
了解。此刻他的深情回忆，把大家
这时候，有的委员认真记录；有的
拉回了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的那段历
抬起头，
望着总书记，
眼睛里有光芒。

本报记者

本报记者

﹃共和国是红色的﹄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文艺界社科界委员的微镜头
﹃心里要透亮透亮的﹄

两会现场观察

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实现了贯彻落实中共十
九大精神开门红。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是中共
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的结果，也凝结着包括在座各位同志在内的
广大政协委员的心血和智慧。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
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
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
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党中
央一直高度重视文化文艺事业、哲学社会科学
事业。几年来，文化文艺界、哲学社会科学界紧
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明方向、正导向，转作风、树新
风，
出精品、
育人才，
在正本清源上展现新担当，
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更加巩固，
为人民创作的导向更加鲜明，
文化
文艺创作生产质量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
取得了显著成绩。
文化艺
术界、
社会科学界的政协委员做了大量工作。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希望大家承担记
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
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
现创作的主题、
捕捉创新的灵感，
深刻反映我们
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
神图谱，
为时代画像、
为时代立传、
为时代明德。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
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

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
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
答现实课题。希望大家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
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
好，
把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阐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