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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基本方略,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基本定义已经非常清晰,不仅如此,文化建设目标、建设着力点、建设基本要求都已经比较完善。想
要推动国家文化繁荣兴盛,就需要形成坚定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自信,这也是建设文艺文化强国的原动
力。基于此,本文以边远民族地区为例,根据边远名族地区文艺人才队伍建设现状,明确其中存在的问
题,进而结合国家提出的相关要求,深入分析如何加强文艺人才队伍的具体措施,全面强化文艺人才队
伍建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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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Team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Talents in Remote Ethnic Areas
YANG Shuang
Sichuan University of Culture and Arts
[Abstract]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basic
strategy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has been clarified. The basic definitio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very clear. Moreover, the objectives, focal points
and basic requirement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ve been relatively perfe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national culture, we need to form a firm cultural concept and confidence, which is also the driving force for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remote ethnic areas as an
example and identifi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in the remote ethnic areas,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talent team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the country,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effect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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