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善内容推荐“算法”，走通走好“内容模式”之路。

上海举办文艺工作者艺风艺德专题培训班， 近 200位文艺界人士认真研习热情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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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明德，为营造天朗气清的文娱风气做表率

■ 滕肖澜 上海作协副秘书长、 作家

围绕艺风艺德这个主题，培训班从

不同视角进行闸述，于我而言，既学习

了理论层面的相关政策与知识，也深切

感受到了艺术家们做人的大道至简与

从艺的极致纯粹。

我始终记得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

一句话。 她说：“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

都要牢记自身的责任， 要有使命感，一

个文化不强大的国家不可能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比如丹麦，虽然疆域不广，

但因为有安徒生，一根火柴就可以点亮

整个世界。 ”

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大师，他们之

所以称得上是“大师”，除了作品本身技

术上的精湛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

把写作的触角伸入社会各个角落， 触碰

时代的脉搏。 他们的作品，是有血有肉、

有灵魂的， 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流水线上

的文字加工者。 所以，他们能被称为“大

师”。百尺高台起于垒土。对艺术家来说，

一时的天赋与机遇， 或许可以瞬间让我

们跃得很高，但如果地基不稳，终究是

空中楼阁。淡泊名利、虚怀若谷，永远是一

个优秀艺术家应该具备的品行。 今后的

写作中，我将时刻牢记“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志向，扎根生活，着力于刻画时代

背景下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 刻画平凡

小人物的不平凡，书写上海、书写上海人。

■ 刘炜 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会长、 网络作家

作为一个网络作家， 你的作品，能

让、敢让自己的孩子阅读么？ 你的作品

是否内容健康、三观端正，能否激励读

者奋发向上、努力拼搏；还是让他们在

“三俗”的内容里虚耗光阴、不思进取，

甚至是精神扭曲、三观崩坏？ 每一个网

络作家都应认真思考这些问题。你的道

德水准、文化素养等，会在作品的每一

句话每一个词中流露出来，进而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读者。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

作家的日常生活和写作中的一言一行，

也都有可能影响读者。 所以，作者必须

时刻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读者提

供更好的作品和积极正面的引导。

网络作者还要主动去历史场景和

现实生活中寻求创作的源头活水。上海

是一座红色之城，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

底蕴和数量众多的革命历史遗址，网络

作者可以从这些红色资源中汲取无穷的

养料和精神力量。 上海也是一座蓬勃发

展的筑梦之城， 无数年轻人在这里创业

奋斗，追逐梦想，我们作者应该深入了解

这些奋进中的青年群体，向他们学习，书

写他们的故事。 近期，在作协的组织下，

我们一批网络作者深入学习上海的红色

文化，参与上海作协作家集体创作的《石

库门里的红色秘密》作品集，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未来我将继续加强学习，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创作精品、

力争经典，通过有力、有益的文学作品，

讴歌正能量、讴歌时代、讴歌英雄，为社

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网络作者的道德水准、文化素养等，会在作品中流露出
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

■ 孙俪 上影演员剧团演员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

量，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

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

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不断

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和法律意识，明确

社会责任，保持良好品行。

在我眼中， 影视作品饱含着力量，

它反映、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同时肩负

传递人生态度和价值理念的使命。我喜

欢的人物总有一股积极向上、永不妥协

的力量和精神内涵，如同我在《理想之

城》中饰演的苏筱，在明规则与潜规则

的博弈中坚持理想、 不忘初衷；《安家》

里的房似锦，在现实生活和原生家庭无

情的打压下依然勤奋工作、 努力生活；

《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周莹，在变故和挫

折中扛起家族生计，勇于创新、逆境生

存，我特别喜欢她们身上那股女性的韧

劲。 作为演员，我更在意一个戏可以给

我、给观众带来什么、留下什么。能鼓励

那些同样坚持理想的人，也让我更坚信

这个职业能够给予社会的温暖和能量。

因此，我更要认真贯彻习总书记提

出的文艺创作要让人们看到美好与希

望，沉下心、俯下身，在创作领域上精益

求精， 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和审美水平、

坚持好好拍戏，拍好戏，创造出更多彰

显信仰之美，有家国情怀，无愧于时代

的优秀作品，发挥正向引导作用，共同

维护良好的行业生态。

影视作品反映、记录着时代的变迁，肩负传递人生态度
和价值理念的使命。

■ 申少峰 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目前， 全行业正经历一场灵魂洗

礼，文艺工作者要以高远志向、良好品

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要明大

德、立大德，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始终把

爱党爱国作为本分、 作为心之所系、情

之所归，作为从艺的第一位要求。

作为影视制作方和一定的行业资

源平台方，我们要带头坚决抵制天价片

酬。 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影视作

品创作首位。 首先保障作品导向正确。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

向，弘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其次把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统一起来。

进而在服道化方面杜绝畸形审美，保障

积极向上的阳光审美。

作为互联网影视公司，我们也有责

任进一步改善内容推荐“算法”，在产品

评估和艺人使用上摒弃 “唯流量论”，

“引导”而不是“讨好”，走通走好“内容

模式”之路，为人民群众奉献优质作品。

腾讯影业的时代旋律三部曲《1921》《人

世间》《心居》，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1921》 已经在今年 7 月 1 日建党百年

之际上映， 获得超过 5 亿元的票房成

绩。 当代现实题材电视剧《人世间》《心

居》顺利杀青，将在明年与观众见面。

■ 曹可凡 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中心主持人

这些年，文娱领域乱象丛生、粗制

滥造、急功近利，将肉麻当有趣，拿庸俗

当通俗屡见不鲜。这就需要我们文艺工

作者沉下心来，摆脱浮躁，提高自身修

养，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作为主持人，借

由《可凡倾听》栏目，从前辈科学家、文

艺家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如画家吴冠中

先生说：“人生短，艺术长”；音乐家吕其

明先生说：“对党和国家，以及民族文化

深沉的爱，成就了《红旗颂》”；钟南山院

士说：“同情与爱是一个医生的基本品

质。”前辈大家的字字句句，听来无不振

聋发聩，发人深省，催促自身修养提高，

也向公众传递人生哲理。

文艺工作者作为精神产品创造者，

会在一定范围内对公众产生影响。 可

是，我们自己千万不能因此陷入自我陶

醉的怪圈，相反，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从低标准来讲，坚决不碰红线、不触底

线，但也要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提高

道德修养、锤炼艺术品质，不辜负人民

期望，珍惜美好创作环境。每次出镜时，

我时常会提醒自己，要以第一次和最后

一次出镜的心态要求自己， 充满敬畏，

心怀珍惜之情。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

量，没有文化繁荣，就没有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文艺工作者只有摒弃低级趣

味，跳出小情小调，投入时代的洪流，树

立高尚的精神境界，才能创造出反映生

活面貌，顺应时代发展，经得起历史与

人民检验的文艺作品。

文艺工作者只有摒弃低级趣味，跳出小情小调，投入时代
洪流，树立高尚的精神境界，才能创造出反映生活、顺应时
代，经得起历史与人民检验的文艺作品。

■ 苏晓 上海柠萌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柠萌影业一贯弘扬“人塑内容、内容

塑人”的使命愿景，希望每部作品都能启

迪人、鼓舞人。 我们坚持“温暖现实主义”

的创作方向，不做畸形审美的剧。 柠萌的

剧没有粉丝，只有观众，“观众喜欢、抚慰

人心”是我们作品的标准。 柠萌的剧不用

流量艺人，只有合格演员。 我们一直信奉

作品“留得下来、走得出去”，这也是我们

的使命。

最近全行业正在面临一场深刻的

灵魂洗礼 ， 需要每个从业者对照初

心 、 锻造匠心 ， 对艺术抱有敬畏之

心。 我们不是什么明星， 我们没有光

环， 我们要学习各行各业最普通平凡

的劳动者， 朴素平实地塑造我们每个

人， 做好每一个作品， 润物细无声地

去传递向上积极的力量， 这是我们的

本分和责任。

■ 黄豆豆 上海歌舞团有限公司艺术总监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从我们走进

练功房的第一天起 ， 老师就教育我

们———艺德修养决定一个人的艺术境

界。这就更要求我们必须做到心无旁骛

地投入到学艺从艺中， 一面刻苦学艺，

同时跟随前辈大师们修德。

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 有一次，学

校通知我们周六上午去参加贾作光老

师的剧目排练。 我很意外，因为这位德

高望重的前辈大师当时已是七旬高龄，

他还能登台表演吗？ 当天早上，贾作光

老师提前了近 40 分钟到达排练厅热

身，当我们这些徒子徒孙们啃着馒头掐

着点儿赶到时，他已练得大汗淋漓。 我

当时惭愧极了———年过七旬的前辈舞

蹈家们，为了完成好一场演出，可以做

到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训练，我们这些

晚辈比前辈大师们差太远了。

我想，作为一名舞蹈工作者，不论

年龄大小、辈分高低，只要未来还有一

场演出等着我们去完成，我们就要持之

以恒地坚持训练。

在今后的文艺工作中，切不可追求

转瞬即逝的流量，而应该始终坚守专业

精神，将更多时间、精力和汗水献给练

功房和舞台。要从各方面更加严格要求

自己，不断努力，为观众呈现更多优秀

的文艺作品。

切不可追求转瞬即逝的流量， 而应始终坚守专业精神，

将更多时间、精力和汗水献给练功房和舞台。

■ 罗小慈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

这次培训班围绕艺风艺德的主题

展开培训非常及时，有很大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要提高认识。 艺风艺德

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艺发展的质量

和取向。

进而，我们要传承好上海民族乐团

老艺术家的优秀作风。 闵惠芬老师在

《长城随想》首演前正值病魔缠身，作曲

家刘文金在创作中欲减轻她的演奏难

度，她知道后坚定地反对：“艺术怎么能

向难度妥协！只要能表达出应有的气质

和神韵，再大的难度我也要拿下”。 《长

城随想》的二度创作时期，也是闵惠芬

老师的生命垂危之际。这种对艺术严谨

的态度和追求，是上海民族乐团宝贵的

精神财富。

下一步，我将从自身做起，做好四

项工作：一是增强法律意识，存敬畏之

心。 从文娱领域暴露出的案例来看，缺

乏法律知识、 缺乏对法律的敬畏是出

现问题的重要诱因。 二是打造出更多

有正能量、有思想性的作品。 特别是要

围绕和聚焦现实题材抓好创作演出 。

当前 ，我们要做好 《海上生民乐 》驻场

演出，对标重大节点做好主题性创作。

三是增强社会责任感， 要更多走进社

区 、学校 ，用更有品质的艺术教育 、公

共教育服务助力培育社会的良好风

尚。 四是在做好表率的同时抓好全团

队伍的艺风艺德， 引导鼓励青年艺术

家坚持深入生活，共同提升艺术品格，

加强文化积淀，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

情感更好地融入作品，做德艺兼修、弘

扬正气的践行者。

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更好地融入作品，做德艺兼
修、弘扬正气的践行者。

■ 潘善助 中国书协副主席
上海书协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参加此次培训，我对当前开展的艺

风艺德建设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以为艺

风更多的是指向艺术界整个行业，要风

清气正。艺德则指向文艺领域中的每个

艺术家，要讲道德，讲修养。作为上海书

协的驻会负责人，我有责任，也有义务

在上海书法界的艺风艺德建设上作出

自己的努力。

书法界的不良风气，大多表现在入

选 、获奖 、入会 、考级和换届选举等方

面。 比如，有些作者不肯下苦功学习经

典，走捷径，追时风，甚至请高手代写作

品，以求快速入选或获奖。 极少数评委

讲关系，徇私情，评审不讲原则。为了名

利，有些人拼命包装自己，毫无分寸地

自我吹嘘，吸人眼球。针对这些现象，我

既要在上海文联党组的领导下，紧紧依

靠上海书协主席团开展工作，又要以个

人良好的形象为上海书法作者作出表

率。 几年来，我们陆续推出了一批规章

制度，做到评审公平、公正、公开，入会

按标准，获奖讲水平，而且流程规范，收

到了较好的效果。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深化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 同时，要向

老一辈书法家学习， 以高度的使命感

和责任心， 坚决反对唯名利、 唯技法、

小圈子的书法风气， 推动上海书坛风

清气正。

■ 蒋铁骊 上海美协副主席

通过这次学习，我们更深刻地理解

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与根本任务，以及

艺术家应有的世界观与文化立场。这既

是时代对艺术家提出的新期望，更是国

家和人民对艺术家的更高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我为中共一大纪念馆新馆序厅创作了

《历史选择 伟大起点》 大型雕塑作品。

此外， 我还为纪念上海机器工会成立

100 周年创作了雕塑《上海机器工会纪

念雕塑》， 为庆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成立 100 周年创作了雕塑 《追随与奋

斗》。这些珍贵的创作经历使我明白，用

作品记录红色历史，用创作弘扬红色文

化，用作品讲述红色故事，这是时代赋

予艺术家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位艺术

家艺术价值的真正体现。我们应当珍惜

时代给予的创作机遇，用优秀的作品回

馈国家与社会的信任。

而作为一名教师， 我有责任引领

学生和青年艺术工作者树立正确的艺

术观 ， 参与到红色主题艺术创作中 ，

肩负起历史责任和对民族、 国家的义

务。 只有这样， 才是艺术家成长的正

路， 而不是投机取巧与哗众取宠式的

“抄近路”。

肩负起历史责任和对民族、国家的义务，而不是投机
取巧与哗众取宠式的“抄近路”。

■ 王玺昌 浦东新区文联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
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主任、 书记

我既是一名文艺工作者， 也是一

名区级文联的管理者， 肩负着双重责

任与使命。 作为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努

力做一个 “顶天立地的人 ”，在思想上

有信仰 ，创作上有方向 ，不迷路 、不妄

行、不胡言。 其次要做一个用优秀作品

为人民群众点亮文化梦想的 “点灯

人”。 面对“饭圈”乱象，要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爱国、爱党、服务人民、服

务社会主义，始终坚持崇德尚艺、德艺

兼修。

浦东新区文联将从以下几方面抓

好工作落实：一是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

要求， 进一步探索艺德艺风教育机制

等，加强文艺队伍的服务管理，努力营

造有亲情有温度有成长的 “艺术家之

家”。二是实施文艺精品创作工程。组织

艺术家深入临港新片区、 张江科学城

等采风创作，深扎改革开放热土，甘当

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用精品力作打造

浦东“连绵不绝的高峰群岭”。 三是将

在浦东的四个村试点“艺术乡村”创建

计划，通过组织各协会和艺术家的“驻

村服务 ”，推动乡村艺术化 、艺术生活

化和乡村生活新美学。 四是积极探索

艺术名家导师制， 邀请王汝刚、 茅善

玉、 华雯等 36 位艺术家走进社区、走

进人民， 担任浦东精品文化团队的艺

术导师， 探索并固化艺术家扎根基层

服务人民的创作辅导工作机制， 倡导

新时代艺德艺风， 共创时代艺术精品，

共谱人民艺术华章。

■ 张冉 上海张冉昆曲艺术工作室艺术总监

作为 90 后戏曲演员、 昆曲最年轻

一代的传承者，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那

年适逢上海世博会 ， 我有幸加入园林

实景版《牡丹亭》，饰演杜丽娘。 此后，

我演出该剧三百多场， 在纽约大都会

博物馆、 联合国中文日等重要国际舞

台上， 我带着自信与自豪展现中国传

统文化。 走上昆曲道路，我不仅选择了

梦想的职业，更是选择了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的使命，我一直努力为昆曲传承贡

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把青年群体作为自

己最主要的传播和普及对象。成立工作

室以来， 我举办了两百多场昆曲演讲、

演出与培训，用多种方式向青年群众传

播昆曲，激发听众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与自豪，激发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

自信。

未来，我将坚持传承与创新，坚持

古为今用，继续提高业务能力，挖掘和

传承老一辈艺术家们的表演体系和教

学体系， 把濒临失传的剧目搬上舞台。

我将在艺术发展道路上不忘初心，坚守

职业道德规范， 自觉抵制低俗陋习，为

昆曲艺术传承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用多种方式向青年群众传播昆曲， 激发他们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与自豪，以及爱国热情与民族自信。

近日，上海举办“2021

年全市文艺工作者艺风艺
德专题培训班”，针对当下
文娱领域重点问题开展剖
析学习， 切实增强文艺工
作者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
建设。 来自文娱领域有代
表性和社会影响力的近
200 位业界人士参与此次
培训， 并在集中学习后积
极回应人民关切， 表达自
律修身， 贡献更多优秀作
品的愿望。 这里选取文学、

影视、舞蹈、音乐、书法、美
术、两新社团等各组学员发
言， 透过他们的所思所想，

为营造天朗气清的文娱领
域风气作出良好表率。

荩 从左

至右分别为

滕 肖 澜 、 刘

炜、 孙俪、申

少峰 、 曹可

凡、苏晓

荨 从左

至右分别为

黄豆豆、罗小

慈、 潘善助、

蒋铁骊、王玺

昌、张冉

淡泊名利、虚怀若谷，永远是优秀艺术家应具备的品行。

对照初心、锻造匠心，对艺术抱有敬畏之心。

坚决反对唯名利、唯技法、小圈子的书法风气。

做用优秀作品为人民群众点亮文化梦想的“点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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