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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是是艺艺术术家家永永远远的的基基石石
滨州文艺界代表谈今后滨州文化艺术的未来和发展方向

邹平好生街道：

严抓队伍建设
夯实计生基础

本报讯 近年来，邹平县好
生街道以打造一支精干的计生队
伍为抓手，努力提高计划生育工
作水平，取得良好效果。

抓队伍建设。按照德才兼备、
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
为辖区39个行政村配齐配强计生
专干，以人口为基数将街道划分
为10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
计生网长，网长对网格内的人口
计生工作负全责。

抓能力提升。街道定期组织
计生工作人员参加各种培训班，
提高工作能力。同时定期组织进
行业务考核，实行优胜劣汰。

抓工作奖惩。签合同、订责
任，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对于月
督导、半年考核和年终考核，实行
加减分制，对于在抽查、检查中成
绩优秀的加分，出现扣分因素的
减分，年终按照各人得分情况排
名，按成绩兑现奖惩。

(张静 杨金章)

邹平黄山街道：

“五项服务”增强
流动人口归属感

本报讯 邹平县黄山街道始
终坚持“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
务”的原则，对流动人口与常住人
口同管理同服务，切实增强了流
动人口的归属感。

该街道通过入户发放宣传
品、讲解培训、阵地宣传、活动引
导等多种宣传形式，引导流动人
口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
念。通过为辖区内流动人口开展
免费查体等，使流动人口享受到
了“居民化”的优质服务待遇。通
过每月对使用避孕药具的育龄夫
妇免费送避孕药具上门，让流动
人口提高了避孕效果，促进了身
心健康。通过为外省籍流动人口
办理生育登记和及时出具相关人
口计生情况证明材料，为流动人
口提供了便利。通过对流动人口
实行帮扶服务，为流动人口家庭
解决了现实问题和实际困难。

(郭道瑞 王玉清)

邹平青阳镇：

做好计生政策
集中宣传教育

本报讯 邹平县青阳镇计生
办结合当前形势，在近期开展了
为期两周的“计划生育集中宣传
教育活动”。

针对个别群众“落户即不用
接受处罚”的错误观点，镇计生办
在国庆节后通过悬挂横幅、开展
培训班等一系列活动，做好计生
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对已落户
未接受处罚的，逐一下达书面告
知书，联合司法所、法院等部门，
加大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力度。通
过集中教育活动，广大群众对计
生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彻底改
变了个别人的错误观念。(肖吉方)

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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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
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会后，本报记者专
访了几位在滨州文艺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书画家、戏曲家，透过他们的视角，看一下今后滨州文艺的未来
和发展方向。

“习总书记是在历史的关
键时刻讲述了文艺事业的转
变性讲话，是对目前文艺事业
的转变和重要关口，是书画界
正本清源性质的指导。”滨州
著名画家赵先闻说。就当下文
化的发展现状，及艺术家应如
何去创作，赵先闻阐述了自己
的观点与看法。

现如今，书画界很多作品
都倾向于市场化，千篇一律，
全是一些“搬山造山”的运动。
作者更是不能深入生活，只是
一味地临摹、抄袭，没有创新，
更没有自己的思想见解，作品
数十年如一日。

很多画家为了炒作自己，
花钱买头衔，只为追求名利，
使艺术发展走向偏执，使艺术
市场出现眼花缭乱的混乱局
面。艺术本是清贫吃苦的行
业，在创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
修养，要投入自己的生命去创
作，不为市场所诱惑。

艺术应该是人民的艺术，
艺术家也应该是人民的艺术
家，为人民大众创作，画家
也要学走基层，在
民间去发

现百姓的美，去表现当今时代
人民的生活，做到人民艺术家
与人民同行。“人民”是艺术家
永远立足社会中的基石。

当下的滨州书画缺乏学术
性研讨，很多画家只注重自己
的宣传，不思考。画家应关注本
土文化，关注民生，反映人民生
活，创作出具有本土文化的作
品。保持灵魂的纯正，做有社会
责任心的艺术家。

本报记者
郗运红

滨州著名画家赵先闻：

要创作具有本土文化的作品

陈杰(陈纪杰)，1965年9月
生，山东博兴人。现供职于山
东省滨州市文联书法家协会
(驻会)。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为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
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兼教育
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青年书
法家协会顾问，滨州市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滨州市
青年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对于本次文艺工作会议
座谈会上习总书记的讲话，陈
杰表示，给文艺工作者带来了
启发，也让滨州的书法有了前
进的方向与目标。“在继承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书法家在完
善自身修养的同时，要更好地
为人民大众服务，创作作品与
人民生活联系在一起。”

谈起目前全国上下中小
学生书法课程，陈杰说，滨州
书协将联合有关部门举办书

法名家进校园的活动，
培训书法教师，

传承传

统文化。到目前为止，书法名
家进校园活动已经举行了两
次，得到了学校师生的热烈欢
迎，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书
法名家进课堂的活动将会持
续进行下去，10月底还将到邹
平县的学校现场授课。

陈杰说，书法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要用严谨的态度
对待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更健康地发展下去。这次
文艺工作座谈会对于书法界
是一次很好的指导，不要盲目
地跟风，要树立一个真正认真

学习的思想。
本报记者

郗运红

滨州著名书法家陈杰：

搞好“书法名家进课堂”活动

滨州文艺评论家王长征：

文学创作要针对时代文化特点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总
书记的讲话，让我们文艺工作
者看到了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化
事业的前景和希望，点燃了我
们文艺工作者的热情，给了我
们更加明朗、广阔的天空。”滨
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王长
征说。本次文艺座谈会是继毛
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
的传承与弘扬，给文学创作者
指明了方向。

王长征，笔名长征，1985年
开始文学创作，著有诗歌《伤》、

《七人诗选》、《三种时间里的人
物》、《丹青之巢》、《忧伤的月
亮》(12首)、《茁壮成长》(长诗)、

《长征的诗》、《习经笔记》，组诗
《北方吟》、《问候》、《变化》等。
2014年，《习经笔记》(10首)获
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

作为一名作家，在以后的
创作中，要针对时代的文化特
点去传承和弘扬。“进一步启发
了我们在以后创作出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艺术、
无愧于社会的作品。”王长征

说，作家要认清时代的特点，应
更加深入自然与社会，创作出
人民为主题的作品。在继承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加尊崇艺
术的发展规律，承前启后，古为
今用，洋为中用。

王长征表示，以后的工作
中，要做到能够更加坚定以人
民群众为中心，弘扬时代精神
文艺工作的方向，更加光明、公
正、客观去做理论研究和批评
工作。

本报记者 郗运红

滨州市吕剧团团长荆延国：

歌颂宣传滨州各行业模范人物

滨州市吕剧团团长荆延国
表示，现在吕剧已经达到了一
个辉煌、巅峰的时期，可以说是
63年来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
又刚好赶上文艺工作座谈会的
召开，在最好的时代里滨州吕
剧必须要有最好的发展才行。”

“吕剧作为文艺的一份子，
一直以来我们探讨的都是为谁
服务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为人
民服务的。”荆延国说，一直以
来，滨州吕剧一直遵循这个宗
旨，创作取材都来源于生活，

“这么多年，吕剧一直都在讴歌
正能量，歌颂的全部是为滨州
的经济建设各行各业做出贡献
的模范人物。例如，吕剧《杨广
和》是学雷锋的榜样，《生命极
限——— 高发明》是优秀党员的
榜样，今年刚创作的《兰桂飘
香》说的是一位女民营企业家
从桂兰的感人事迹。所以说，文
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要歌颂、
宣传人民，这样才能达到弘扬
正能量的目的。”

“从去年市里就开展了“送
戏下乡”活动，现在我们是一天
3场戏，挨着去各个村给百姓演
出，带去文化。”荆延国介绍，

“送戏下乡”活动正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中，百姓反响都很不错。

“力争明年达到全市一年一村
一场戏，让全市百姓都能享受
到这场文化盛宴。”

“我仔细学习了习总书记
的讲话，他主要还是介绍中国
文艺下一步该怎么走，就是为
人民服务。我对照了下，滨州
吕剧的发展也是沿着这条道
路走的。”荆延国介绍，下一
步，他将带领滨州吕剧团，继
续遵循“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一路走下去，创作更多新的正
能量的剧本，引领滨州吕剧更
好地发展。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沾化渔鼓戏剧团团长王春贞：

把老百姓身边的事编排成剧目

日前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习近平的讲话无疑
给沾化渔鼓戏剧带来了福音。

“这个会说明中央更加重视地
方戏剧发展了，让我们这些搞
戏剧的更有信心了。”沾化渔鼓
戏剧团团长王春贞说。

王春贞说，渔鼓戏之所以
受欢迎就是因为它接地气。“扎
根基层，群众才喜闻乐见，一门
艺术也就有了生命力。”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现在的渔鼓
戏在保留了传统原汁原味的基
础上，进行适应现代社会的改
良，更加接近现实，唱腔更丰
富。“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
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编排剧
目，写老百姓身边的事，他们才
能接受、喜欢。”

“习总书记讲到，人民是文
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能不能搞
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在
于能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
所以我们的作品也必须取材于
百姓，取材于生活。”谈到今后
渔鼓戏的发展，王春贞说，要在
原汁原味地继承渔鼓戏的基础
上深入生活，真切了解群众需
求，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

艺术。”
“今年7月份，在北京专门

为渔鼓戏《墙角》开了一个探
讨会，与会专家都提出了宝贵
意见，我们也对剧本进行了深
改，现在已经入围山东省文化
厅主办的2014—2015首届小
戏精品工程奖。而且，《墙角2》
的剧本已经创作完成，正在加
紧排练，争取在明年3月份之
前推出。”王春贞表示，下一步
要借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的
东风举办一次国家级的渔鼓
戏研讨会，邀请国家级专家给
渔鼓戏提升一个档次，以便获
得更好的发展。

本报记者 王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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