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艺”百年历程：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一个视角

赖大仁

摘 要：
“ 人民文艺”是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和文艺实践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进文
艺观念。在五四时期和建党初期“觉醒年代”，共产党人提出文学革命，倡导国民文学、社会文
学等，重视文艺对人民的思想启蒙作用，开始了对人民文艺的思考和探索。在延安“革命年
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集中体现了对人民文艺的系统性理论建构，确定了人
民文艺的根本方向，引领和推动了延安文艺实践蓬勃发展。在新中国“建设年代”，共产党人明
确提出了“人民文艺”概念，推进理论探讨并引导文艺实践，形成了人民文艺繁荣发展的崭新局
面。
“ 改革年代”新时期，文艺实践发展促进了文艺观念嬗变，显示了人民文艺新的价值导向。
进入新时代，人民文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担负重要使命，更需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与时俱进解决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人民文艺不断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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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走过百年历程，领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在各
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文艺事业方面同样如此，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伟大建树，在于推进
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逐步建立了“人民文艺”
（文学界称为“人民文学”
）的理论观念并以此引
领文艺实践，促进了我国文艺事业蓬勃发展。虽然“文艺为人民大众”是延安时期提出来的，
“人民文艺”
概念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确定的，但人民文艺观念的萌发与初始建构却可以追溯到百年前建党时期。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传入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就开始将文艺运动与人民解
放事业联系起来，开启了“人民文艺”观念的探索。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此做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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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理论阐述，引导和推动了人民文艺实践。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文艺”成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基本
方针与方向，人民文艺理论与实践获得新发展，但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也得到了某些值得反思的经
验教训。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人民文艺的理论观念仍在发生与时俱进的嬗变，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同时人民文艺实践探索也在不断创新发展。如今我们站在纪念建党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回眸“人
民文艺”百年发展历程，对其理论观念嬗变与实践创新进行历史反思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党初期“人民文艺”观念萌发与初始建构
五四时期和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被称为“觉醒年代”，其时代特点是思想启蒙和人民觉醒。陈独秀
和李大钊等既是党的创始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他们极力倡导科学与民主思想，以此推动思想
启蒙和人民觉醒，通过建党带领人民群众争取自由解放，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他们在
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一系列新文艺观点，标志着“人民文艺”观念的萌发。
首先，提出“文学革命”主张，倡导国民文学和社会文学等，重视文艺对人民的思想启蒙作用，通过新
文艺改造国民性和改造社会，以此引导新文艺的发展方向。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率先提出“文学革
命”主张，旗帜鲜明地宣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
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
会文学。①这三大主义包含破与立两个方面，首先是要破除前三种旧文学，因为此种文学与阿谀夸张、
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如果不挖掉这些旧文学的根子，就不可能真正革新政治和改造国民性。陈
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破除旧文学和创造新文学来推进思想启蒙和人民觉醒，起到改
造国民性和改造社会的作用。李大钊同样提出了三大主义：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
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
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他还把新文学比喻为园中花木，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才能长得
美茂，而“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②。
他看到了新文学生长的土壤就在于面向社会大众的生活现实，表现对广大民众的同情博爱和人道主义
关怀，有益于世道人心，才会有广阔的生长空间。邓中夏尖锐批评各种外来的文学“主义”和各种消极文
艺观念，大声疾呼：
“ 莫再作‘阐道翼教’的奴隶文学；莫再作‘风花雪月’的堕落文学；莫再作发牢骚赞幸
运的个人文学；要作社会的文学；要做社会改造的文学！”③因为对于思想启蒙和唤起人民觉醒，以及激
励人们奋起改造社会来说，文学是最有效的工具。可见这些早期共产党人都不约而同把“文学革命”引
向改造社会和国民性，以此引领新文艺运动的发展方向。
其次，提出和阐发“革命文学”观念，突出文艺与人民革命的关系，积极倡导文艺家走向革命实践和
人民生活。1923 年恽代英等人按党的指示创办了《中国青年》杂志，以此为阵地明确提出和系统阐发
① 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
《新青年》第 2 期，1917 年 2 月。
② 李大钊：
《什么是新文学》，
《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号”，1920 年 1 月。
③ 邓中夏：
《新诗人的棒喝》，
《中国青年》第 10 期，192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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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主张。他们认为真正的新文艺应当在推动思想启蒙和唤起民众觉醒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
参与人民群众争取自由解放的实践，成为适应人民民主革命要求的革命文艺。这样当然就要认清文艺
与人民革命的关系，自觉融入革命事业和人民生活中来。恽代英《文学与革命》一文中说：
“ 倘若你希望
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感情”“
；自然是要先有革命的感情，
才会有革命文学的……我相信最要紧是先要一般青年能够做脚踏实地的革命家。在这些革命家中，有
些感情丰富的青年，自然能写出革命的文学”。①邓中夏针对一些新诗人的创作指出，
“ 新诗人须从事革
命的实际活动……如果您是坐在深阁安乐椅上做革命的诗歌，无论您的作品，辞藻是如何华美，意思是
如何正确，句调是如何铿锵，人家知道你是一个空嚷革命而不去实行的人，那就对于你的作品也不受什
么深刻的感动了。”②这些早期共产党人不仅努力阐发和建构唤起民众改造社会的革命文学观念，而且
致力于将革命文学家引导到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中来，这无疑具有一种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对于革命文
艺的发展起到了必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再次，引领“文艺大众化”运动，倡导文艺走向实际生活、走向群众，强调无产阶级对文艺大众化的领
导作用。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发展，并且提出文艺大众化问题，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

争论。所谓文艺大众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解决文艺走向人民大众的问题，以此推动人民民主革命和
社会变革发展。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做到文艺大众化，需要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主要涉及
文学语言、文艺形式、新旧文体，以及文艺通俗化、民族化、群众化等；一是文艺大众化要不要强调阶级性
和领导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虽有不少争论和意见分歧，但总体上仍形成了许多共识，一些共产党人在
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瞿秋白从党要积极领导文艺大众化运动出发，阐述了一系列思想观点。他认为
文艺大众化这样的群众运动，有利于鼓动工农群众起来斗争，主张文艺的形式和内容都要让群众看得
懂，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认为文艺大众化不只是革命文艺的通俗化运动，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改
造运动，文艺家应当自觉到民众中去接受改造。他还从民主革命的现实要求出发，明确提出文艺大众化
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主张“无产阶级应当开始有系统的斗争，去开辟文艺大众化的道路，只有这种斗争
能够保证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权，也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能够保证新的文艺革命的胜
利”③。此外，茅盾、郭沫若、周扬等人也都积极参与讨论，从不同方面阐发意见和主张，在文艺大众化运
动发展中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
总之，早期“人民文艺”观念是在“文学革命”论争中突出了文艺与思想启蒙、人民觉醒的关系；在“革
命文学”转向发展中突出了文艺与人民革命的关系；在左翼文艺发展和“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突出了走向
生活、走向群众以及文艺领导权问题，引导了人民文艺的发展方向。这种早期“人民文艺”观念，一方面
是在新文艺运动进程中萌发生长起来的，另一方面也对当时的文艺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如鲁迅抱着
“启蒙主义”和“为人生”的态度，致力于揭示国民性与批判病态社会，意在揭出底层民众的病苦不幸以引
起疗救的注意，表现出很强的人民性，这跟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密切相关。鲁迅回顾
① 恽代英：
《文学与革命》，
《中国青年》第 31 期，1924 年 5 月。
② 邓中夏：
《贡献于新诗人之前》，
《中国青年》第 10 期，1923 年 12 月。
③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第 4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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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创作经历时特别说到跟《新青年》编辑的关系，说那些小说是在陈独秀不断催促下才写作和发表
的。①茅盾等人积极倡导“为社会人生”的文学观念，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表现出反映人民生活和
关怀民生疾苦的鲜明价值取向。郭沫若和成仿吾等创造社作家前期追求自我表现和个性自由，后来转
向汇入革命文学潮流，把关心民众生活和大众解放作为新的创作导向。蒋光慈等太阳社作家激烈反对
个人主义文学而倡导为民众的革命文学，明确要求以被压迫群众为出发点，走出一条认识现代生活和改
造社会的新路径。②如此等等，可见早期“人民文艺”观念的广泛影响。

二、延安时期“人民文艺”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
延安时期是各种矛盾斗争十分激烈的“革命年代”，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如果说“人民文艺”观念在前一时期已得到初步建构，并且在新文化运动和后来文艺大众化运
动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那么到延安时期这种文艺观念就更加明确，并且走向比较系统的理论建构阶
段，由此引领文艺实践发展。延安时期“人民文艺”观念的系统性理论建构，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③（以下简称《讲话》
）之中。它把全部文艺问题都集中到一个根本问题上来，这就
是文艺“为群众”的问题，其理论系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其一，为人民大众服务是“人民文艺”的根本方向。
《讲话》引用列宁关于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
人民服务”的论述，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早就解决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如何把这个观点落实
到我们的文艺实践中去。从延安文艺实际出发，毛泽东指出首先需要明确：
“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
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具体而言，为什么要提出文艺为人
民大众服务，哪些人属于人民大众的范围，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为工农兵服务，
《讲话》对这些问题都做了
十分清晰明确的阐述，从而确定了延安文艺的服务对象和根本发展方向。
其二，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讲话》要求从
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兵群众的实际出发，既要着眼于普及也要致力于提高，
“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
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二是要处理好文艺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
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
的产物，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革命文艺应当深刻反映人民群众的实际
生活和愿望要求，为他们所喜闻乐见，才能更好地为其服务。三是要重视文艺创作规律，做到典型化。
文艺创作既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应当把日常生活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创
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这样“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
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样才能起到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其三，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与文艺从属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文艺为人民大众、文艺服
① 《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511～512 页。
② 蒋光慈：
《关于革命文学》，
《太阳月刊》第 2 期，1928 年 2 月。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47～877 页。以下引述见该文，不另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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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于政治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
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同样，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也正是人民群众改
造社会、争取自由解放的事业，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因此，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
宗旨和目标来说，
“ 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
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里把几者的辩证关系论述得
非常精辟和透彻。
其四，文艺为人民大众需要文艺家加强自身学习和修养。文艺家是创作主体，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要通过他们自觉的创作活动才能实现，因此文艺家自身的修养显得至关重要。一是文艺家要密切联系
群众和转变思想情感，吸收群众生活养料，把自己充实和丰富起来。
“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
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
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只有深入群众生活，与群众打成一片，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转移到
人民群众，才能真正解决与群众结合、为群众服务的问题。二是文艺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懂
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和观察文学艺术，这样才能避免经验主
义和教条主义。三是文艺家要学习科学、学习文艺创作，懂得艺术规律，能够分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
中的各种错误观念，这样才能使文艺创作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以上论述围绕“文艺为人民大众”这个中心问题展开，涉及文艺与人民生活、人民情感、人民政治、人
民利益等多方面，具有内在的有机整体性，标志着延安时期“人民文艺”观念的系统性理论建构。
除此之外，当时其他理论家的相关阐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如周扬偏重于从“政治优位”角度阐释，
认为革命文艺只有把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放在优先位置，才能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有利于实现
人民解放。他依据《讲话》中的文艺观点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把文艺与人民关系的内容凸
显出来，使人民文艺观念得到普及与推广。冯雪峰从“人民本位”角度阐释，认为革命文艺只有站在人民
本位立场，真实反映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生活实践、思想情感和要求愿望，才能起到推动社会历史前进
的作用。胡风则从“主观战斗精神”角度阐释，把五四新文学经验特别是鲁迅提倡“为人生”和“改良人
生”的主张，都归结为这种文学精神；他认为“艺术与人民结合”的关键问题在于，只强调客观生活因素还
不够，必须重视作家“主观精神”的作用。这些理论阐发对于丰富“人民文艺”理论内涵和扩大其影响都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延安时期“人民文艺”观念和方向的确立，直接引领和推动了人民文艺实践蓬勃发展。后来周扬在
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对解放区文艺运动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实践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指
出：
“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
的文艺。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文艺
工作已成为一个对人民十分负责的工作。”这标志着“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①报告不
仅对各类文体创作数据进行了统计，而且从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等方面做了具体描述与
① 周扬：
《新的人民的文艺——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
《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
店，1950 年，第 69～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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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全面呈现了这种“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整体面貌。其中特别提到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代表性作品，
如戏剧有《白毛女》
《血泪仇》
《赤叶河》
《女英雄刘胡兰》等；秧歌剧有《兄妹开荒》
《动员起来》等；小说有
《小二黑结婚》
《李有才板话》
《李家庄的变迁》
《吕梁英雄传》
《新儿女英雄传》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暴风
骤雨》等；诗歌有《王贵与李香香》等；此外还有其他各种文体以及艺术形式（如绘画、音乐等）的许多作
品。这些作品有的描写旧社会受压迫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反抗斗争，表现人民觉醒并进行反封建斗争
的主题；有的描写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表现和歌颂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有的反映农村生活和土地改
革，描写新人物新事物新面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受到人民群众普
遍欢迎。
总之，延安时期“人民文艺”理论观念得到了更为系统深入的阐释与建构，人民文艺的发展方向更加
明确，共产党引领和推动解放区文艺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新中国人民文艺更大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三、新中国“人民文艺”的发展方向与理论反思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文艺事业也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49 年 7 月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是新中国文艺事业扬帆起航的显著标志，会上几个

专题报告从不同方面集中体现了新的人民文艺观念。①郭沫若的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
奋斗》明确提出了“人民文艺”概念，将其确立为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报告总结了五四新
文化运动以来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将其概括为“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民而艺术”两条路线的斗争，延
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解决了文艺为人民的根本问题，文艺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
极大的变化。新中国文艺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文艺作品，满足广大人民对于
文学艺术的要求，完成用文艺吸引和教育人民的历史使命。周扬的报告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题，总结
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成绩和经验，将其归结为《讲话》规定的人民文艺方向的指导作用，同时指出这也应当
成为新中国文艺所要坚持的方向。茅盾的报告以《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为题，主要
总结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成绩和经验，同样指出遵循人民文艺方向、向人民文艺靠拢的重要性。此
外，中共中央向大会发出贺电，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
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
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文代会把“人民文艺”的
主题极大地彰显出来了。
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不久，1949 年 10 月，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创刊，毛泽东应主编茅

盾邀请欣然为创刊号题词：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人民音乐》
《人民美术》等也在 1950 年相继
① 会议引述内容参见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报
告》，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等，见《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 年。
不另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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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以“人民”命名的文艺报刊纷纷涌现，为新中国人民文艺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广阔园地，准备了充分
条件。
由此可见，
“人民文艺”的核心观念和根本方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得到全面确立，它不仅是党领
导文艺事业的根本方针政策，而且也成为全国文艺界的普遍共识。在文艺实践方面，显然有一个逐渐加
深理解和学习的过程。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前，周扬主持编辑了一套“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集中展现了
解放区人民文艺的经典之作，大会期间与会代表都领到这一套丛书，既为会议营造了浓厚氛围，同时也
具有一种示范作用，引导和激励文艺家们朝着人民文艺方向不懈努力。
此外，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一些典型个案，例如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就被认为是体现了人民文艺方向的
一个典范，他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不仅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而且也得到延安文艺界的充分认可。周
扬 1946 年写了《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的一个胜

利”，
“ 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
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①后来，解放区文艺界还提出了“赵树理方向”
的口号，倡导文艺家向他学习，在当时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赵树理又写出了反映农业合作化
运动的优秀作品《三里湾》，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再如周立波，他 1946 年前往东北参加土地

改革，以此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得到广泛好评并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
他继续深入人民生活，相继创作发表了反映钢铁工人艰苦奋斗恢复生产的长篇小说《铁水奔流》、描写湖
南乡村农业合作化改革生活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等，为文艺界所瞩目。柳青在延安时期就发表了一
些文艺作品，后来随军赴东北开辟解放区，在那里修改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然后又创作了
长篇小说《铜墙铁壁》，这些作品都得到好评。1952 年他响应文艺家深入人民生活的号召，毅然离开北
京回到陕西长安县参与农业互助合作社工作，不久便在皇甫村落户定居，深入生活长达 14 年，在丰厚的

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的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创业史》，作品问世后引起了轰动效应。柳青深入生活
和潜心创作的经验，被树立为坚持人民文艺方向的新型典范。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显示了新中国文艺
界普遍出现的新面貌和新气象，文艺家们自觉以各种方式深入生活，勤奋创作，出现了一大批优秀文艺
作品，形成了人民文艺繁荣发展的崭新局面。
总的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坚持人民文艺方向的创作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
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如《红岩》
《红日》
《红旗谱》等许多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塑造了众多革
命英雄形象，歌颂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第二类是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和人民创造新生活的作品，如《三里湾》
《山乡巨变》
《创业史》等，同样塑造了众多新人物形象，表现和
歌颂了人民群众的艰苦创业精神，后来也被视为当代文艺经典。第三类是以历史题材和民间传说进
行创作的文艺作品，如《甲午风云》
《林则徐》
《天仙配》
《白蛇传》等，或塑造民族英雄和歌颂爱国精神，
或表现传统美德与民族精神。此外，还有古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创作等。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各类文艺
创作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几次文代会报告中都有全面总结，并且也都集中归结到坚持人民文艺创作方
① 《周扬文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第 486～4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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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评价上。
从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看，学者主要是针对《讲话》中的人民文艺思想进行理论探讨和批评实践，其
中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形象性与典型性、思想性
和情感性，还有文艺创作中的人物描写、语言风格、艺术技巧等问题也都得到普遍重视和讨论，文艺理论
与批评得到新发展。不过随着后来越来越强调向苏联学习，文艺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偏向。1953 年第二
次文代会突出强调从苏联引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此前后翻译引进了季莫菲耶夫《文学原
理》等文艺理论教科书，邀请毕达可夫等一些苏联专家到中国讲课等，都深刻影响了我国文艺界的思想
观念。其实，列宁之后的苏联文论出现了严重庸俗社会学偏向，强调文艺的党性原则高于人民性，把人
民性与党性的关系颠倒和对立起来，严重偏离了列宁文艺思想。由于受苏联教条主义文艺观念和我国
极“左”思潮泛滥的影响，我们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也出现了某些偏向。如前所说，
《讲话》是以文艺为人民
大众服务为中心的，然而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则变成了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中心，这显然偏离了人民
文艺的根本宗旨和发展方向。这种偏离使得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都陷入了误区，从而带来了历史教训，
值得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

四、新时期“人民文艺”拨乱反正与观念嬗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文艺界拨乱反正，
重新回到“人民文艺”的发展轨道。
在 1979 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祝词，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事业

取得的成绩，指出了极“左”思潮对文艺工作的破坏和伤害，强调要解放思想和打破精神枷锁，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和文艺方向。
《祝词》明确指出：
“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
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
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

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
路。”①这就把“文艺为人民”强调到了新的高度，重新确立了“人民文艺”的中心地位。周扬的工作报告总
结了过去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归纳起来主要是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
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
“ 在这三个关系当中，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
的。”具体而言，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我们的文艺要反映人民的
生活，反映人民在各个革命时期的需要和利益。我们所说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
数政治家的政治，更不是一小撮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政治。我们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归根到底，
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因此，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与政治无关，而是密切相
连，只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就必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鼓吹脱离政治，只能使文艺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09、211～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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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歧途。”①这里重新回到了延安《讲话》文艺思想，重新阐明了文艺与人民、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重
新校正了“人民文艺”的根本方向。此后不久，党中央决定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简
称“二为”方向），用以取代此前“文艺从属于政治”之类的口号。这样“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就成为新
时期党领导文艺事业的根本指导方针。
新时期文艺观念拨乱反正和文艺方向重新调整显然意义重大，使文艺界得以突破极“左”思潮束
缚而获得思想解放，带来了从理论到实践一系列深刻变化。在文艺理论方面，按照上述新的指导思
想，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意识形态性与人民性、现实主义文艺、
“ 文学是人学”、
文艺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等理论问题，都落到从人民立场和人民生活出发来重新探讨，形成了许多新
的认识和见解。这些新的理论认识后来逐渐进入重新编著的文艺理论教科书，从而产生了更大的影
响。在文艺实践方面，新时期文艺反映人民生活，从题材到主题都大为拓展，不再局限于写工农兵生
活，不再按照“三突出”原则塑造人物，也不只是按照某种预设的生活类型和人物关系来表现主题思
想，而是从丰富多样的现实生活出发，全方位表现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命运、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和
愿望要求。这些在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类型的文艺作品中都有突出表
现。跟过去突出表现“工农兵生活”相比较，新时期“人民文艺”观念更加宽阔深广，文艺实践也更加
丰富多彩。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推进，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深刻变化，表

现在文化方面是大众文化蓬勃兴起和文化产业方兴未艾，其中文艺大众化形成新的发展潮流。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人民文艺发展方向和体现文艺为人民的根本宗旨就具有了新的时代特点。从这一
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来看，总体精神是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有机统一，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以满足人民群众
的精神需求。江泽民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出发阐述人民文艺，要求“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
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给人民以信心和向上的力量，才能实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任
务，使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使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完满地统一起来”②。这就
要求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要“提倡多样化”，运用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反映人民群众多种多
样的实际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则要“弘扬主旋律”，既要反映人
民的精神世界，又要引领人民的精神生活，从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承担起用先进
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责任。胡锦涛强调，我们一切工作都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落实到文艺工作
上来，就是要“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命运，为人
民奉献思想内涵丰富、艺术品质上乘的精神食粮。
“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以昂扬的精神、奔放的激情吸引和
感染着亿万人民，对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挥

① 周扬：
《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
报》1979 年 11 月 20 日。
② 江泽民：
《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6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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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①这就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以人为本服务人民群众有机统
一起来，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体现他们的根
本利益和要求愿望，从而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见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
“人民文艺”的思想内
涵不断得到丰富发展。
实际上，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
“ 人民文艺”思想观念嬗变的根源在于社会现实。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改革发展，消费社会逐渐形成，文艺走出象牙塔，成为全民广泛参与的活动，因而

形成了文艺大众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方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
的问题，从人民文艺的角度来看，主要就是文艺的“大众化”与“人民性”的观念冲突。有人认为，在市场
化消费社会，只需要面向文艺大众化的现实，讨论文艺的群众性、公众性、公民性就行了，不必再强调文
艺的“人民性”，似乎这样才更有利于文艺的开放和多样化发展。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文艺作品不同于
一般的商品，它具有不可忽视的精神价值取向，对人的精神生活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都有重要影响。
“人民文艺”或文艺的“人民性”观念，既有群众性（大众化）的含义，即面向最广大人民群众，同时也有“先
进性”
（过去称为“启蒙性”
“ 革命性”等）的含义，即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是大众化与先进性的
有机统一。在当代文艺发展中，将“提倡多样化”与“弘扬主旋律”并重，将“满足大众需求”与“引领精神
价值”统一，正是“人民文艺”的根本精神所在。如果只谈文艺的大众化、群众性、公众性、公民性之类，就
把“人民文艺”所体现的先进性淹没或消解掉了，显然不利于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从当代文艺实践方
面来看，在整体性繁荣发展中实际上仍存在多样混杂的情况，庸俗、低俗、媚俗的文艺现象并非少见，引
起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反感和抵制，其消极影响不言而喻。因此，就更有必要坚守和倡导“人民文艺”价值
理念，通过积极的文艺批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让优秀作品所体现的人民文艺精神引领文艺界风尚，形
成积极健康的文艺价值导向。

五、新时代“人民文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在新时代成为更加鲜明突出的主题，各项事业发展都具有这种鲜明的时代特
色。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阐述“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强调以人为本、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抗疫防病、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把人民情怀具体落实到对每一个体
的生命关怀上。新时代人民文艺的发展同样如此。在 2014 年 10 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的讲话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高度论述文艺工作，指出“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
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②。他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问题更加明确地加以强调，
指出文艺为人民始终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和中心问题。具体而言，
“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
① 胡锦涛：
《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1 年 11 月
23 日。
②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15 日。以下有关引述见该文，不另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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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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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从文艺实践的历史发展来看，归根到
底，
“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
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在这里，
“以人民为中心”不是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口号，而是具有非常丰
富的思想内涵。
联系新的时代发展和文艺观念变革的具体情况来看，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恰恰在于人们容易将“人
民”概念抽象化，将其理解为一个政治符号，因而对“人民文艺”或文艺的“人民性”也做抽象化的理解，使
其成为一种悬浮起来的理念，不能具体落实到文艺实践中去。具体而言，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可能显得
比较突出。
首先，从文艺反映生活方面而言，人们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好像提倡文艺反映人民生活，就是提倡写
重大生活题材和英雄人物，因此常常忽视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这样无形中就把生活和人物区分为不同的
类型，造成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显然不利于人民文艺真正走向人民大众。针对这种现实情况，习近
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指出：
“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
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真实的人物是千姿百态的，要用心用情了解各种
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
和美的创造。”这段重要论述，他不仅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而且在 2016 年的文代会、作代会讲话中

重复强调，并且进一步阐述：
“ 社会的色彩有多么斑斓，文艺作品的色彩就应该有多么斑斓；社会的情境
有多么丰富，文艺作品的情境就应该有多么丰富；社会的韵味有多么淳厚，文艺作品的韵味就应该有多
么淳厚。”①当今时代我们对“人民”概念的理解，以及文艺反映人民生活的要求已经不同于过去。如果
说革命斗争年代“人民”概念有特定的时代内涵，文艺反映人民生活和表现“人民性”也有特定的时代要
求，总体而言偏重于强调写重点生活题材和先进英雄人物，那么新时代显然有新的特点，它要求把人民
情怀具体落实到对每一个体的生命关怀中去。具体而言，新时代的“人民文艺”观念要求更全面深入地
反映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和思想情感，满足人民群众多种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当然，这并不是说文艺
可以忽视重点生活题材和人物，可以不要艺术的概括提炼和典型化，而是要求做到两者的辩证统一。习
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反映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描写各种各样的人物这段话之后，紧接着说：
“ 典型人物所达
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
感染力、生命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
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总的来看，我们既要克服对人民文艺的抽象化理解，真正落实到
以人为本的人民情怀上来；也要避免对它的庸俗化理解，坚持应有的人民性价值理念和典型化追求，这
体现了人民文艺观念在新时代的辩证发展。
其次，从艺术创作方面而言，也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好像提倡人民文艺就是要求按照某种既定价值
理念表现某些重大主题思想，这样就会导致忽视创作个性和压抑个人独创性。这显然也是一种简单化
①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6 年 12 月 1 日。以下有关引述见该
文，不另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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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片面化的理解，不利于人民文艺的创新发展。
“ 人民文艺”观念与文艺家的个人创造性并不相互矛盾，
而应该实现辩证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马克思主张思想自由和个人风格表现的著名论述人们耳
熟能详；列宁阐述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时，特别强调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
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特别
重申了列宁的说法，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创造性。然而问题在于，我
们过去的理论观念与文艺实践中确实存在某些简单化理解和片面性做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习
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突出了“文艺创新”问题，他指出：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
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他又说：
“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
增强文艺原创能力。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
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
格、流派切磋互鉴。”而要实现文艺创新，当然就需要充分发挥文艺家的个人创造性，因此他强调说：
“要
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
良好环境。”应当说，坚持“人民文艺”价值理念与尊重文艺家个人创造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
思想中是一脉相承的，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发展中也始终是明确的，但如何做到与时俱进、探索创
新仍然是新的课题。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理论观念上把这种辩证关系阐释得更加清楚，形成更加明确的
导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把这个问题落到文艺创新的基点上来进行阐述，把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
重要性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其道理不言而喻。只有充分尊重文艺家的创作个性，极大地发挥他们的创造
精神和原创能力，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艺术创新；也只有文艺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具有
思想和艺术创新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实现文艺为人民的精神价值。另一
方面，文艺家们要坚持辩证思维，深刻理解人民文艺的内在要求和丰富内涵，将其转换成为自觉要求和
主体精神，从而把这种精神价值融入自己的个性化和独创性的艺术创造中去。如果联系文学实践来看，
近年来一批获得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及许多受到人民群众欢迎和广泛好评的
文艺作品，就体现了这样一种人民性精神价值与个体性艺术创造的辩证统一，这是当今值得倡导的文艺
实践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
“ 人民文艺”是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和现代文艺实践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进文艺
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它一方面随着我国不同时期文艺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建构，
另一方面又积极引领和推动了不同时期文艺实践朝着进步、革命、先进的方向发展，使我国文艺事业取
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我们回顾“人民文艺”百年历程，有利于增强文化自觉和自信，推动新时代人民文
艺实践重新出发和不断创新发展。
责任编辑：李彦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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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s a new philosophy that can thoroughly analyz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actually promotes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In the face of the actual need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academic circles explore to reveal the philosophy in life with popular language, so that philosophy is full of the flavor of the times from content to expression. In order to further realize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establish a clear sense of problem, highlight the essence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constantly promot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Keywords: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from thought to life; materialist dialect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xperience and law
The CPC's Exploration of Adapting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Written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Dong Xuewen
Abstract: For 100 years, the CPC's exploration of adapting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has been an arduous history. Generations aft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always adhered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art. They pushed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from the form of introduction to the form of creation, from the form
of theory to the form of practice, from the form of practice to the form of system，so a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This i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CPC to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past 100 years.
Keywords: the CPC;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dapt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chievements; experience
The Centennial Course of "People's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y and Practice
Lai Daren
Abstract: "People's literature and art" is an advanced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cept that has been formed
and developed in the course of the CPC's leadership and literary practice for 100 years. Enter the new era,
people's literature and art shoulders an important mission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even more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creative orientation",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to solve new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so as to promote the people's literature and art to start anew and develop continuously.
Keywords: people's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y and practic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the change of idea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the Gener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CPC
Yan Lianfu
Abstract: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CPC was born in the glorious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led by the CPC for one hundred years, which has a profou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mong them, "pursuing truth" is the ideological guidance of its formation, "people's position" is the value guidance of its formation, "hard struggle" is the style guidance of its formation, and "pioneering and innovation" is the method purpose of its formation. Thes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together endow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with immortal spiritual temperament and become th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for the great caus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revolutionary spirit; the pursuit of truth; the position of the people; work hard and live simply;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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