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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铁凝（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

我们会久久地铭记这一刻———象

征着建党 100 周年的 100 响礼炮 ，回荡

在天安门清晨的上空 ， 仿佛 14 亿多中

国人民排山倒海的欢呼 ， 又仿佛 14 亿

多中国人民共同跳动的脉搏。 习近平总

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在天安门城楼上

响起，传递到祖国广袤疆域的每一个角

落，传递到每一个中国人激动万分的心

里。 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

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

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 ”这一刻的到来，意味着中

国人民站上新起点 、启航新征程 ，向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乘

风破浪，一往无前。

我们会久久地铭记这一天———这

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

上闪烁着金光的日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将成为永载史册的马克思

主义光辉文献。 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我

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根

本经验， 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 ，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描绘了开辟未来

新征程的宏伟蓝图。 这是对百年党史的

深情回顾 ，是气壮山河的宣言书 ，是令

人热血沸腾的动员令， 为全民族指明了

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此时此刻，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每

一个共产党员，都满怀创造历史、开辟未

来的豪情。 我们生当这伟大的时代，我们

行进在光荣的行列中， 我们心中澎湃着

信仰和信念，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

来始终不渝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就是铭

刻在我们生命中的入党誓词———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

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回顾历史，我

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展望未来，我们更深

刻地体认着使命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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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中国的新文艺正是

在拯救民族危亡、 召唤全民族精神觉醒

的时代要求中萌动和兴起， 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获得了方向、 力量

和道路， 在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

斗争中成长壮大， 由此成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

党对文艺事业的组织、 领导贯穿百

年浩荡历史，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从改革开放新时

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在不

同时期从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实际出

发， 不断创造性地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文艺观， 制定了文艺工作的方针政

策，形成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艺生产机

制和人民的文艺美学， 推动中国革命文

艺和社会主义文艺不断繁荣发展。 一百

年来， 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投身党和

人民的事业，汇入党和人民的奋斗，中国

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深刻参与了党

和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 从中获得

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提供了强大的精神

能量。 在党的旗帜下，中国文艺与人民一

道前进， 书写着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

史征程，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觉

醒、成长、奋进。

回顾历史，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

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展望未来，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有决心有力量，

担负起光荣的使命和责任，继往开来，将

伟大的新征程熔铸为中华民族新史诗。

———继往开来， 书写中华民族新史

诗， 要深刻认识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一

百年来所走过的光辉道路， 深刻认识中

华民族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 深刻认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与

伟大梦想。 经过一百年的接续奋斗，党团

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 建立了伟

大功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

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

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 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 向世界展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

气象， 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

兴。 这一辉煌成就的取得， 源于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

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

伟大建党精神。 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文

艺工作者要发扬光大伟大建党精神 ，牢

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与党和人民一道前

进。 我们要像前辈作家艺术家一样，投身

于历史的洪流， 在历史的主体中确立艺

术的主体，首先成为历史的“剧中人”，然

后才能成为精彩动人的历史书写者。

———继往开来， 书写中华民族新史

诗，要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信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

记在建党百年重大历史时刻发表的重要

讲话的重要意义和深邃内涵。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

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

理的光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

帜，也是中国文艺响应时代召唤、满足人

民需要、继续繁荣发展的根本指南。 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围绕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提出的“九个必须”的根本要求，是百年

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经验的深刻

总结，为中国人民踏上新征程提供了根本

遵循和行动纲领。 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工

作者来说，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丰

富复杂的社会现实考验着我们认识时代

的能力， 也为我们创造出具有历史穿透

力、 领时代之风气的作品提供了巨大的

空间。 只有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我们才能掌握面对

现实和未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获得认

识中国和世界的位置和立场， 才能够在

历史实践的重要时刻形成对时代课题的

深刻洞察。 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立足于中国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统， 立足

于中国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丰富壮阔

的实践，凝聚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

强健有力的表现形式， 攀登艺术高峰，为

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新的精神成果，在世

界文学和艺术领域有力地确立中国精神

和中国风貌。

———继往开来， 书写中华民族新史

诗，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和工作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 、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

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一百年

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

目标，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革命文艺

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方向。 高高飘

扬的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上， 始终

写着“人民”二字。 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源

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它在人民

的生活和实践中获得内容和形式， 把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自己的目标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

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文艺

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

方法是扎根人民。 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

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 中国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悉心聆听人民心声，深

刻体察人民需求， 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需求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 把人民作

为文艺的鉴赏家和评判者， 把为人民服

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由此，中国社

会主义文艺才能充满勃勃生机， 才能满

足人民精神需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此时此刻，与隆隆礼炮声一起，深深

刻在我们心中的，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

样一个重大历史时刻向全体中国共产党

员发出的号召———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

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

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

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聆听党的号召， 每一个共产党员都

会像入党宣誓一样深刻地体认着使命和

信念。 中国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一定要

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弘扬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光

荣传统，怀着更高的士气、更硬的骨气 、

更强的底气， 怀着对实现新的百年奋斗

目标的憧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心怀“国之

大者”， 以更加充沛的激情和创造力，高

举时代精神的灯火， 吹响人民前进的号

角 ，脚踏实地，奔赴新的赶考之路，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的力量！

（原载 2021年 7月 13日《人民日报》）

以更多精品力作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
各地作协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近日， 各地作协掀起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热潮。 大

家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的学习贯彻与文学工作紧密结合

起来 ，以更多精品力作书写新时代、讴歌

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文学力量。

山西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以读书

班的形式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第八次党

史专题学习， 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 山西作协党组书

记、主席杜学文说，要进一步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华民

族 5000 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化中

汲取养分，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历

史中汲取前进的动力， 着眼两个大局，胸

怀“国之大者”，努力传承优秀文化，奋力

书写时代史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山东作协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

表的重要讲话。 山东作协党组书记姬德

君，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军、葛长伟出席。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共产党员模范

带头作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立足新时

代，启航新征程，团结拼搏 ，奋发向上，为

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湖北作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 湖北作协党组书记、副

主席文坤斗作主题发言，并对学习讲话精

神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强调，要把握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牢记初心使

命；要把握好伟大建党精神主线，坚定理

想信念，积极担当作为；要把握好“九个必

须”的根本要求，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作出新贡献。

甘肃作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

题学习暨研讨（扩大）会议，研讨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大家表示，

重要讲话通篇贯穿“人民”二字，是中国共

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时代宣言，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又一最新成果，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一切工作的基本遵循。 要将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

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当前文艺工作新形势新

任务结合起来，赓续精神血脉、铭记使命嘱

托，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深耕文

化沃土、创作文艺精品。 欣闻

各地文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