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薛军）1 月 10 日，省军
区党委十二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在西
宁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军委、西部战
区和军委国防动员部党委扩大会议精神，
总结去年工作，部署今年任务。省委书
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国生出席会议
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强军思想为指引，聚焦职能使
命，加快改革发展，推动全省国防动员建
设和军民融合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

王国生在讲话中回顾了过去一年军
地工作取得的重要成绩，代表省委、省政
府，向省军区各级领导、全体官兵和广大
民兵预备役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

意，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建设发展的良好势
头、再立新功。

王国生指出，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学
懂弄通做实。带着信仰学，带着感情学，
带着责任学，带着作风学，沉下身子，静下
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把握蕴含其中的立
场方法观点，把十九大精神贯彻到实际工
作中。要在武装头脑上用实功，把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把部队建设的“魂”和指导工
作的“纲”统一到习近平强军思想上来，把
官兵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完成党的十九
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要在指导实践
上谋实招，立足职能，在完善国防动员体
系上聚焦用力、善作善成，认真搞好战略
规划和顶层设计，积极探索科技动员、信

息动员、智慧动员等国防动员新模式。要
在推动工作上求实效，注重把学习宣传和
深化转化有机衔接起来，注重围绕习近平
强军思想提高站位、谋划未来，注重服从
全省发展大局，有序推进省军区各项建
设，助力驻地经济社会发展。

王国生指出，省军区要切实履行“协
调军地、面向三军”的根本职能。要树牢
服务打仗的根本指向，把练兵备战的核心
任务立起来，把应急应战、服务打仗的标
准要求立起来，真抓实备、常备不懈，着力
提高遂行支援保障作战、维护辖区安全稳
定的实际能力。要走好军民融合的发展
路子，加快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更
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融合发展，

积极构建部队提需求、国动委搞协调、政
府抓落实的融合发展新格局。要打造全
面过硬的骨干力量，突出民兵应急分队建
设，创新基础训练模式，加大军警民联合
演练力度。

王国生强调，要自觉扛起党管武装的
重要职责。军地各级党委要牢牢把握党
管武装的大局和方向，增强责任意识，强
化责任担当，做好服务保障，在履行管武
职责上带好头，在破解矛盾难题上带好
头，在推动各项建设上带好头，做到发展
不忘国防，履职不忘武装，不断开创党管
武装工作新局面。

省军区司令员曲新勇讲话，省军区政
委李宁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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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

推动全省国防动员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

时已冬月，青海会议中心却洋溢着浓浓
春意。1月 10日至 11日，全省五年一次的文
学艺术界盛会——青海省文联第八次代表
大会在这里举行。来自全省各地辛勤耕耘
在文艺百花园的广大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
共商我省文学艺术事业繁荣发展大计。

开幕式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国生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
发表讲话。文代会期间，艺术家们分组讨
论，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深刻论述和王国生同志、
李屹同志讲话精神，畅谈学习体会。他们有
一个共同心声，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根植沃土，把文
艺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肩负起推动
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新使命，奋力谱写
青海文艺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坚定文化自信
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论述了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历史使命，对文艺工
作、文联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从创作方向、创作道路、创作内
涵、创作重点、创作追求等方面，提出了具体
明确的要求。

五年来，全省文艺战线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人才佳作不断涌现，文艺评论引导有力，
文艺活动丰富多彩，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社
会影响显著提升，文艺事业迈入了崭新的发
展阶段。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老一辈文
艺家的辛勤付出。

代表中有一位老文艺家引人注目，她就
是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我省著名作家、原《青海
湖》杂志主编阎瑶莲。她激动地说：“没有高
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学
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就是要深刻领会坚定文
化自信、推动文化兴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的战略地位和历史意义，深刻领会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内涵和精
神内涵，努力肩负起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使命。”

我省著名摄影家、原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王精业对青海大地充满感恩，青海大地给予
了他丰富的创作灵感。他认为，党的十九大
以来，我省文艺事业发展进入一个非常好的
历史时期。全省文艺战线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
现实，引人入胜地讲好当代中国、当代青海
的精彩故事，充满自信、用心动情，努力创作
具有中国气派、西部风格、青海特色的精品

佳作，不断提高大美青海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使之成为青海的代表和文化名片。

原省舞协主席、国家一级编导普华杰
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我们文艺
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
继承“文以载道”“艺以弘道”的传统，精心创
作推出热情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
歌英雄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群众在欣赏和享
受文艺的审美境界中，培养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引导大家向往和追
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推动全省文艺繁荣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自觉肩负起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
荣发展的新使命。”“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服务新
青海建设，尽情抒写‘一个同步，四个更加’的
生动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不断推出无愧于时代、富有青海特色的优秀作
品。”“坚持德艺双馨的崇高追求，争做人民喜
爱的文艺工作者……”

文代会上，省委书记王国生向全省文艺
界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希望。与会文
艺工作者感到非常振奋。大家都认为，王国
生书记的讲话，充满了文学性、思想性和哲
学意味，对文艺创作的了解程度令人惊讶，
表述准确又能击中要害，为今后全省文联工
作和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

青海省第四届德艺双馨获得者、中石
油青海销售公司西宁分公司经理樊尚珍
感受良多，他表示，当前，全省文艺界的首
要任务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这条主线，始终坚持

“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艺
繁荣，为在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
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实现文化进步
作出应有的贡献。

海南藏族自治州文联主席、作家孔占伟认
为，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创作优秀作品作
为中心环节，注重现实题材创作，不断从人民
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中提炼素材，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萃取精华，从青海多民族
文化中汲取养料，把创新精神贯穿创作生产全
过程，提高文艺原创力，倡导讲品位、讲格调、
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推出更多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优秀作品，
彰显新时代青海文艺的独特魅力。

近些年来，书画市场经常掀起层层巨浪，
价格的起伏让人无所适从。省美术家协会原
主席左良说，在市场化的冲击下，作为人民的

艺术家，更应该把握和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被市场冲昏了
头，紧跟时代的主旋律进行创作，守好文艺的
净土，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要把
实现个人艺术追求和促进社会进步作为毕生
信念，以十年磨一剑的专注搞好创作，多创作
一些现实题材、正能量的美术作品。

坚守文艺阵地
在创新中发展

文代会上，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李屹充分肯定了第七次文代会以来，青海文
联工作和我省的文艺工作，高度评价了广大
文艺工作者为我省文艺事业作出的重要贡
献，并勉励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进一步
坚定文化自信，自觉肩负新时代文艺的崇高
使命和责任担当；要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文艺立心铸魂的重
要作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不断推动文艺创作发展繁荣。”全省广大文
艺工作者倍感亲切，备受鼓舞。

省音乐家协会荣誉主席、国家一级作曲
家更嘎才旦说，广大青年文艺工作者要深入
贯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守文艺阵地，精益求精搞创作，在传
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汲取青海这
片文化沃土中的养分，创造出具有深邃思
想、感人情节和动人形象的精品佳作，力争
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全省广大群众。
全方位展现青海文化软实力，用文化自信为
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提供源源不
断的强大精神动力。

擅长街舞教学、编演的 80后新文艺群体
代表李耀还是青海省文艺志愿者协会的会员，
他表示，近年来省文联在新文艺群体和文艺志
愿服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让他感受到“文
艺大家”的温暖。今后要认真学习贯彻前不久
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
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精神，大力弘扬乌兰牧骑
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基层群众，努
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
品，不断满足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雪归是一名来自基层的打工作家。她
认为，用文艺传播正能量，勇于创新融合，坚
持艺术理想，坚定文化自信，这是一个基层
文艺工作者应该具有的最根本的信念。“身
处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写作者不能
假装生活在别处，怀着激情和理想的同时还
要心怀敬畏踏实创作，用心捕捉生活之美，
写出真正与我们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百姓
紧密相连的、具备时代人文精神的作品来，
应该是这个时代作家的责任与义务。”

全省文艺创作的百花园里，新的生机正
蓄势待发。

根植沃土 肩负起推动社会主义文艺
繁荣发展的新使命

——青海省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侧记 本报记者 李欣 本报讯（记 者 吴 梦 婷）日
前，四川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
究院联合发布“中国西部省市文
化产业发展指数（2017）”和“中
国西部文化消费指数（2017）”，
我省文化产业驱动力指数跃居
第二。

中国西部省市文化产业发
展指数分别是文化产业生产力
指数、文化产业影响力指数和文
化产业驱动力指数三个指数构
成。指数综合反映出我国西部
地区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发展
的总体情况、主要特点和未来趋
势，对未来西部文化产业的发展
有重要意义。

在 2017 年榜单中，我省文化
产业综合指数、文化产业影响力
指数、文化产业驱动力指数均排
在西部省市前十位，其中文化产
业驱动力指数跃居西部省份第
二位，其次分别是内蒙古、陕西、
广西。

产业驱动力反映的是文化
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体现了政
府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态度和
力度。省文化新闻出版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随着全省各地对文
化产业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断
加大、文化产业发展环境的优
化，我省文化产业驱动力指数在
西部省市中一直占据前三的位
置。

近年来，我省重点政策扶持
文化产业项目的实施，通过设立
文化产业基金、推进重点项目落
地、加强人才培养等措施，加快
文化产业发展。目前，文化产业
直接或间接从业人员达 30 万以
上，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尖
扎、泽库等地的唐卡、泥塑、堆
绣、石雕等实现产业化、规模化
生产，形成了文化产业集聚区，
文化产业也为地区群众拓宽了
就业途径。

此 外 ，文 化 产 业 走 出 去 效
果明显 ，我省文化部门先后组
织省内文化企业参加深圳、北
京等地文博会 ，文化产品销售
实现增长，唐卡、藏绣、绒毛画、
昆仑玉雕、金银铜器等一批富
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在展览
会热销 ，打出了青海文化软实
力的品牌。

我省文化产业
驱动力指数
跃居西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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