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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美丑 明辨是非

文学艺术属意识形态， 每个人的
世界观不同， 决定了审美观的不同。
我们的文学艺术提倡百花齐放， 充分
发挥每个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和
创新精神。 在共产党提倡的三个代表
中， 有一条是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 什么是先进文化？ 凡
是能激发爱祖国、 爱人民的爱国热
情、 激励人的敬业奉献精神， 提高人
民的知识水平、 给予人民以美的享
受， 开拓人的创造能力、 培养人的高
尚道德情趣的文学艺术和影视娱乐文
化， 都是先进文化。 用现在时尚的话
说， 叫正能量。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中央新闻
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 《祖国新貌》
纪录电影， 10分钟的一部纪录片，
由五六个内容组成， 都是宣传好人、
好事、 好风尚以及祖国建设的新成
就。 这是在放映故事片前必须加映
的， 观众亲切称之为“我们喜欢的微
型电影”。 我带着二三十年前拍摄的
《祖国新貌》 和10多部短纪录片， 在
全国各大院校放映时， 获得了大学生
的好评， 他们说， 你拍摄的纪录片使
我们得到美的享受和启迪。

前不久举行的“最美中国”全国大
学摄影及微电影创作大赛， 有55000

余幅照片，2000余部微电影参赛， 为读
者和观众呈现更加丰富多彩、 喜闻乐见
的网络文化新样式。 这些得奖的微电影
都表达了先进文化的内涵， 创意上寓教
于乐，构思上独具匠心，传达了一定的正
能量。 数百万大学生用他们的作品让我
们感受了祖国的美、身边的美。我深感我
国年轻一代是大有希望的一代。

我们正在建设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
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文化大发展、 大
繁荣。 健康向上的文化风气， 需要文化
工作者， 把真善美通过多种文艺形式表
达出来， 传递到广大读者、 观众， 特别
是青年一代心中， 以达到塑造美好心
灵、 形成社会良好风气的目的， 真正做
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
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
秀的作品鼓舞人。” 但现在由于受西方
现代主义艺术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有些
大学生以奇为美， 以怪为美， 以丑为
美。 例如在牛仔裤上搞些破洞， 认为符
合时尚美， 比例严重失调的人物造型，
也认为是现代美， 于是一些丑陋雕塑频
频出现在城市街头， 这种审美标准的错
位， 伴随着道德人格和信仰的变化， 严
重影响年轻人纯洁的心灵。 西方国家还
以高价收购那些奇特古怪的人物画， 达
到丑化中国人形象的目的。 在一切向钱

看的思想支配下， 一些年轻画家， 放弃
了人物画的基本功力和审美追求， 违背
艺术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良心， 堕落成
赚钱的工具。

因此， 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同时， 大学的审美教育必须有一个正
确的引导， 否则审美判断的弱化与错
位， 必然导致大学道德水准下滑。

低俗文化现象也在一些报刊、 图
书、 电视、 电影、 网络等媒介上滋生蔓
延。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没有分辨是非
能力的青少年， 容易中毒， 容易受害，
他们盲目模仿， 影响学习与身心健康。

上世纪50年代， 美国在朝鲜战争
失败后， 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叫嚣要把
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公然宣称： “美国不
是用导弹、 原子弹、 核武器摧垮世界上
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帝国苏联
的， 我们靠的是意识形态、 价值观、 文
学艺术， 这些使苏联自行解体。 今后美
国还会继续用这样的方式， 实现自己的
全球战略目标。”

至今西方国家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我
国青少年的西化和分化活动。 现在美国
好莱坞大片每年从20部增加到了33部。
去年上海在线影院放映的美国电影———
《饥饿游戏》， 说的是每个州各选两个少

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
锻炼身体 珍爱生命

在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上，
我国体育健儿为国争光， 夺得了很多
金牌， 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金牌大
国， 但不是健康强国。 我国全民素质
尤其是青少年一代身体素质与发达国
家相比还差得很远。 医学专家提醒：
我国已经出现心血管病低龄化、 年轻
化的趋势， 主要是肥胖症， 导致高胆
固醇、 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等一
些危险因素。 平时高热量、 高脂肪的
垃圾食品吃得多、 上网时间长、 看电
视多、 坐着不运动、 过度疲劳和吸烟
等， 都是心脑血管病的诱因。

我从不少大学了解到， 现在大学
生睡眠时间严重不足， 导致听课时精
神疲乏， 处于亚健康状态。 回忆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 我上大学时， 晚上
10点熄灯， 早晨6点起床， 很有规
律， 每天保证8小时睡眠， 早上洗刷
后大家都去操场跑步。 如今大学运动
会竟然取消长跑这一项目， 说明现在
大学生的体质已经不能支撑长跑这一
相对剧烈的运动。 体质不强， 怎能担
当国家栋梁？

我衷心希望年轻人重视体育锻
炼， 增强体质。 我这个想法一定会得

到你们父母亲的认同， 他们多么希望你
们在寒、 暑假回家时， 能见到一个脸色
红润、 身体结实的孩子， 这比什么都重
要。

身体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 “90
后” 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 是父母
掌上明珠， 过去在家里以自我为中心，
到了大学， 换了新的环境要谦虚谨慎，
多看他人优点， 多看自己不足， 同学之
间要多谈心， 心胸要开阔。 古人说：
“宰相肚里好撑船”， 清代文人郑燮的诗
句是： “二三星斗胸前落， 十万峰峦足
下青”， 多么大的胸怀和气魄啊！ 现在
有些年轻人， 稍受一些挫折或听到一些
不同意见就受不了， 想不开， 这怎么行
呢？ 在今后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挫
折还多着呢， 一定要有坚强乐观的阳光
心态。 在一个心理门诊所， 我看到这样
一首诗：

播下一种心态/收获一种性格/播下
一种性格/收获一种行为/播下一种行为
/收获一种命运/生活因为热爱而丰富多
彩/生命因为阳光心态而瑰丽明快。

我在大学还听说了这样一件事： 在
一间宿舍里住着6位男同学， 其中一位
同学思想低沉苦闷， 自言自语间露出轻

生念头， 可是身旁的5位同学， 没有一
人主动与他谈心， 照样呼呼睡觉。 第二
天早晨发现这位同学跳楼身亡， 多么可
惜啊！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你还没有
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没有报答老师的
培育之情， 没有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奉
献， 怎么能草草离开这个世界？

你们要珍爱自己的生命， 也要关爱
他人的生命， 同学之间不能冷漠对待，
要热情相助。 毛泽东同志说过： “我们
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为了一个共同的革
命目标， 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
要关心每一个战士， 一切革命队伍的
人， 都要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互相帮
助。” 这是在 《为人民服务》 书中的一
段话， 在上世纪60年代， 我和你们爷
爷、 奶奶、 外公、 外婆都要学习这篇文
章， 并付诸行动。

相信很多人看过 《一九四二》 这部
电影， 中国人民过去饿死不少人的困难
年代都经受过来了， 难道我们现在丰衣
足食的年代， 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
吗？ 我相信你们， 一定会成为面对困难
不叹气、 遇到失败不泄气、 挫折面前不
生气、 实现理想有志气、 坚定信心有骨
气的一代年轻人！

辛亥革命
100周年纪念
大会上， 胡锦
涛同志在报告
中 23 次 提 到
“中华民族复
兴”。 习近平
同 志 在 参 观
《复 兴 之 路》
展览时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就
是中华民族近
代以来最伟大
的梦想。 到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时全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到新中国
成立100年时，
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
兴。 而那个时
候,现在的大学
生正是年富力
强的国家栋梁,
国家的希望和
未来在你们身
上。 祖国和人
民对你们寄予
深切期望。 如
何肩负起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任？ 10年
来， 我已经为
全国30个省份
的95所大学放
电 影 、 讲 人
生， 同大学生
进 行 心 灵 交
流， 觉得意犹
未尽， 特向当
代大学生提出
5点希望。

■顾泉雄

惜时如金 博览群书

在中学阶段， 学习十分紧张。 到
了大学， 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 但好
多同学没有做好规划， 浪费了很多宝
贵的时间， 太可惜了！ 请记住古人的
话：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
光阴”。

我希望你们在大学期间多学些近
代、 现代国内外的经典名著， 也可读
些名人传记一类的书籍， 体会他们一
生的痛苦和欢乐、 失败和成功， 在人
生道路上以他们为榜样， 你们将终身
受益。

我年轻时候， 苏联当时的文学作
品对我影响很大。 我读过奥斯特洛夫
斯基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奥斯
特洛夫斯基在书中写道： “人最宝贵
的东西是生命， 生命属于一个人只有
一次。 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他不会因为虚
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
而羞耻。 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 他就
能够说， 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
力， 都贡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
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段
话成为我一生前进的动力， 它告诉我
人的一生， 不要庸庸碌碌、 无所作
为。 在大学期间， 我阅读了很多俄罗
斯的文艺作品， 特别是列夫·托尔斯
泰的长篇巨著 《战争与和平》、 《安
娜卡列尼娜》、 《复活》。 列夫·托尔

斯泰曾说过： “凡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
为目标的人， 是坏的； 凡是以博得别人
好评为目标的人， 是脆弱的； 凡是以使
他人幸福为目标的人， 是有德行的。”
这段话一直鼓励着我， 成为我一生的座
右铭。

1997年， 我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
成员， 带着我拍摄的 《水中影》 纪录
片， 赴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堡参加非故事
片电影节，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 专门去
莫斯科郊外瞻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故
居。 这样一位伟大作家、 人类的灵魂工
程师， 他用他的作品教育了人类， 也使
我从中受益。 可以这样说， 一部好的文
学作品， 能影响你的一生。

当然， 读书不是急功近利的事， 有
很多书潜移默化影响着你今后的成长，
激发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滋养你的心
灵， 给你以美的享受和无限的遐想。

上世纪60年代初， 全国人民学习
毛泽东著作成风， 特别是毛泽东的老三
篇： 《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
《愚公移山》。 那时候中国社会陷入了个
人崇拜的时代， 但也应该说， 这三篇著
作对提升公民道德修养、 改善社会风气
是有积极作用的， 它阐明了如何做人、
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确立了我们那一代
人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 发扬了
艰苦奋斗的精神。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矛盾论》 告诉

我们， 世界上充满着矛盾， 矛盾有主要
矛盾和次要矛盾， 在一定条件下矛盾会
相互转化。 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 勿以
恶小而为之， 防止量变到质变， 走上违
法犯罪道路。 同样我们也要抓紧学习，
不断充实自己， 勿以善小而不为， 通过
量变达到质变， 早日成为一个对国家对
人民有用的人才。 生活中处处有哲学，
我们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原理， 学会全
面看问题， 防止片面性和极端化。

除了学习哲学书籍， 还应该学些历
史知识， 由此你们才能深刻理解中国人
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选择中国共
产党， 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 选择改革
开放。 深刻理解“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 与“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
裕” 的历史进程。

现在人人都有手机， 掌上阅读已经
走进我们的生活， 我不能武断否定这种
阅读方式， 但长期阅读这种密密麻麻的
文字， 眼睛会感到十分疲劳， 且这种快
餐式、 浏览式、 跳跃性、 随意性的“浅
阅读”， 不能代替系统的书本阅读， 要
学到真正扎实的知识， 还是书本阅读
好， 它可以让人细细品味， 独立思考，
切身体会书中的奥秘。

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 关系到一
个民族的素质， 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前途
和命运，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希望你们大学期间多读书、读好书。

学习雷锋 乐于奉献

一个国家不可以没有信仰， 一个民
族不可以没有英雄， 中华民族历史长河
中， 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
成为激励和鼓舞我国各族人民战胜困难
不断前进的无穷力量。

上世纪50年代初， 在抗美援朝战
斗中， 黄继光、 邱少云、 罗盛教等等战
斗英雄的事迹， 鼓舞着那个时代的年轻
人。 当时我才十六七岁， 英雄成为我追
求的目标。 现在也许会感到可笑， 我特
地去派出所把我名字原来最后一个
“荣” 字， 改为英雄的“雄” 字， 说明
当时向英雄学习、 以英雄为榜样的向
往， 也说明当时的天真与单纯。

上世纪60年代初， 雷锋成为全国
人民的学习榜样。 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
来说， 全国人民都是雷锋的粉丝。

向雷锋学习， 要做雷锋那样的人，
不仅在国内， 而且超越国界， 在世界
50多个国家掀起学雷锋的热潮。 上世
纪90年代初， 我去美国拍片， 有一次
我们在洛杉矶迷路了， 车停在马路旁，
一位七八十岁的美国老太太步履艰难地
向我们走来， 主动问我们： “先生， 你
们是否遇到困难了， 需要我为你们做些
什么吗？” 当她了解情况后， 十分热情
地告诉我们应该朝什么方向行驶， 我们
向她表示感谢。 她笑着说： “向中国雷
锋学习。” 同学们， 你们听到这里， 是
否感到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和骄傲？

现在我们国家人民生活富起来了，
出国旅游多了， 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不
文明举止，表示不满。在美国的免税店墙
上，用中文写着“不要随地吐痰”；在澳大
利亚悉尼海湾的标志牌上， 也有中文写
着“垃圾必须扔进垃圾筒”；在新加坡、欧
洲等其他国家，公共场所四周都写着“不
准随地吐痰”、“不要乱丢纸屑” 等汉字，
那是专门写给中国人看的。同学们，你们
是否感到这是中国人的羞辱？

同学们， 希望你们牢牢记住： 一个
没有道德素养的民族， 是被人瞧不起的
民族； 一个缺乏创新的民族是永远落后
的民族； 一个失去传统价值观的民族是
自私的民族； 一个没有理想追求的民族

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所以我们学习雷锋，
就是要学习他高尚的道德情操， 学习他艰
苦的创业精神， 学习他锐意进取的创新精
神， 学习他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 学习他
满怀理想和信念的爱国精神。

雷锋是普通人、 平凡人， 如果雷锋活
到今天， 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 所以如
何做人， 也可问问你们的爷爷奶奶、 外公
外婆， 他们那个时候是如何学雷锋的？ 但
我听到几位老人告诉我， 孩子们寒暑假回
家， 很少和老人聊天， 常埋头于玩手机，
玩电脑。 孔子说： “三人行， 必有我师
焉”， 你们要多和老一辈人谈心交流， 他
们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 俗话说： 老马识
途， 哪些是正道？ 哪些是歧路， 哪些是陷
阱？ 哪些是暗礁？ 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你
们要多向老一辈人讨教做人的道理。 一位
大学生听了我的报告后发给我一个短信，
他说： “人生20年， 我没有听过像今晚
这么精彩的课， 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 被
社会的复杂关系毒害太深， 心灵已经不再
纯洁， 多了自私， 少了奉献， 多了安逸，
少了奋斗， 作为一名学生党员， 我想要改
变一切却无力回天， 听了您的言语， 我更
应该坚持。” 其实我跟大学生说的话， 没
有什么高深的理论， 没有套话， 说的都是
真话， 我心里的话。 一名已经工作了两年
的大学生， 给我发来短信： “你说‘该拿
的钱拿， 不该拿的钱一分都不要拿’， 这
掷地有声的话， 我记住了。” 当时我对在
场的大学生说过， 有一个博士生年薪20
万元， 还不满足， 后来在工作中贪污了
10万元， 被判了10年徒刑， 至今还关在
监狱里。 我说， 该拿的钱拿， 不该拿的钱
一分都不要拿， 贪污分子活得并不舒服，
当警车警铃响起的时候， 他们都提心吊
胆， 而你们可以呼呼睡大觉。 我说的话这
位同学记住了， 我感到高兴。

知识分子的楷模王选院士， 总结自己
一生成功的8点原因， 其中第一点是青少
年时代培养良好的品德， 懂得要为别人考
虑， 要以身作则， 先要做个好人， 才能成
就事业， 这也就是雷锋精神。 雷锋一回
来， 人间充满爱， 希望你们在人生道路上
做个好人， 好人一生平安。

男或少女， 以各种手段互相残杀， 最后
活着的一位为英雄。 好莱坞这种暴力电
影比比皆是， 我们要警惕美国暴力文化
的腐蚀和浸染。

我们还要记住上世纪90年代流传在
中国的某霸权国家企图颠覆中国的《十
条戒令》，其中腐蚀青少年的就有3条：

第一条：“尽量用物质来引诱败坏他
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
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
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
趣和机会， 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
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
掉他们强调的吃苦耐劳的精神。 ”

第二条： “一定要尽一切可能， 做
好宣传工作， 包括电影、 书籍、 电视、
无线电波， 核心是宗教传播。 只要向往
我们的衣、 食、 住、 行、 娱乐和教育方
式， 就是我们成功的一半。”

第三条：“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
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
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
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电影以及宗教
迷信。 ”

这是赤裸裸地、 明目张胆地向我国
青年一代宣战了。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
会二次会议上， 胡锦涛同志提出： “我
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国际敌对势力还在
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 分化战略图谋，
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
点领域， 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斗争

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警钟长鸣， 警惕长
存， 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如何防范和应对？ 从在校大学生来
讲， 要看要学习的东西多着呢， 何必局限
于美国电影呢？ 希望你们提高警惕， 擦亮
眼睛， 掌握分辨是非的本领。 值得欣慰的
是， 在我和大学生互动交流中， 不少大学
生向我提出： “美国大片为什么进来那么
多， 是不是文化侵略？” “我们看多了好
莱坞影片也厌倦了。” “希望你能反映一
下， 我们想多看些正能量的国产片” ……

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引领风尚， 教育
人民， 服务社会， 推动发展” 这16字， 高
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功能作
用。 “引领风尚” 就是提高公民道德修养
和知荣辱、 讲正气的良好风尚， “教育人
民” 就是在审美的同时， 让观众和读者在
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启迪， 而不是用公
式化、 概念化的教条方式。 一切思想性、
艺术性好的文艺作品都有“服务社会”、
“推动发展” 的作用， 希望同学们以这16
字去衡量， 去判断。

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相
信他们会以作一首佳诗， 画一幅美画， 写
一手好字， 出版一部好书， 演出一台好
戏， 创作一首动听的歌， 拍摄一部精彩的
电影奉献给人们， 让年轻人得到美的欣赏
和启迪， 也必将提高年轻一代对艺术的感
受力、 鉴赏力和创造力， 这对培养一个人
完美的品格、 丰富的情感， 开拓人的思
路， 增长人的才干都是大有益处的。

顾泉雄：上海市百老德育讲师团成员，上海市长宁区关工委五老报告团名
誉团长；著有关心青少年成长理论专著《视觉心声》和《夕阳心声》；全国和上海市
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高级记者、摄影师兼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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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四版）顾泉雄在浙江师范大学作报告时学生提问。 顾泉雄给大学生放电影， 出发前检查整理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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