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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政策与文化领导权建设

谭好哲　任晓菲

摘要:在百年来的文化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和建立起了从文艺政策入手领导和调控文艺工作、
实现文化领导权的制度化管理方式和工作机制.立足于民族革命、社会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民族复兴四大阶

段的时代语境,从夺取、建立、巩固、强化文化领导权的不同历史任务出发,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

践探索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以争夺文化领导权、“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主

要历史任务的初始探索阶段,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以建立文化领导权、“建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
为主要历史任务的曲折发展阶段,三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巩固文化领导权、“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生产

力”为主要历史任务的调整转型阶段,四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以强化文化领导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为主要历史任务的深化完善阶段.四个阶段的文艺政策制定和具体实践各以其历史任务为规约和导引,
高举党的思想旗帜,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秉持中国本位的立场,为推动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和当代社

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实现党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导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掌控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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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理论自觉、思想引领的原则,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

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放在党的工作的突出地位.而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① ,具有反映时代

生活、振奋民族精神、凝聚社会价值的精神力量,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实践领域.
在百年来的文化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和建立起了从文艺政策入手领导和调控文艺工作、
实现文化领导权的制度化管理方式和工作机制.

从表现样态来看,除了党和政府制定并颁布实施的正式文件,文艺政策更多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就

文艺问题发表的论述、讲话和报告等形式呈现,并通过相关的文艺团体、学术机构、文艺刊物进行理论

阐释和具体实践.而从具体的演进历程来看,立足于民族革命、社会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民族复兴四

大阶段的时代语境,从夺取、建立、巩固、强化文化领导权的不同历史任务出发,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

的历史探索和建构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以争夺文化领导权、“建立中华民

族的新文化”为主要历史任务的初始探索阶段,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以建立文化领导权、“建
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为主要历史任务的曲折发展阶段,三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巩固文化领导

权、“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为主要历史任务的调整转型阶段,四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以强化文化领

导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主要历史任务的深化完善阶段.四个阶段的文艺政策制定和具体

实践各以其历史任务为规约和导引,高举党的思想旗帜,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秉持中国本位的

立场,为推动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和当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实现党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思

想文化领导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掌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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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夺文化领导权时期文艺政策的初始探索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现代历史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新阶段.建党初期,党的早期领导人就将文化运动视为宣传革命主张、动员人民群众的重要

途径,在文化战线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随即成为党在此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并以之与武装夺

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相配合.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

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

的目的.”①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艺政策的探索主要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是以文学论争为核心的早期理论探索阶段.１９１５年之后,陈独秀等接受

新式教育的启蒙者开始倡导新文学,以文学革命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新浪潮.五四运动之后,受
苏联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的新文学观»等文

章,较早地向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其中包含着文艺属于“观念的形态”②(即“意识形态”)这一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推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文艺观念的转向.１９２４年,郭沫若提出“我
们的文艺只能是革命的文艺”③的主张,发出了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向的先声.此后,以创造社

等文学社团为依托,文学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文学”运动并引发理论论争.李初梨、成仿吾等文

艺理论家先后提出“文学,有它的组织机能,———一个阶级的武器”④和“由文艺的武器成为武器的文

艺”⑤等主张,将革命文学的功能定位为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工具或宣传手段,推动现代新文

学进入“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阶段.受创造社部分理论家的影响,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家开始

自觉学习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１９２８年６月起,鲁迅在«奔流»上陆续刊载«苏俄的文艺政策»
的８篇译文,率先将“文艺政策”这一名词引入中国,这也成为其系统译介苏俄文艺理论的开始.１９３０
年６月,该书经冯雪峰编校以«文艺政策»之名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对党的文艺政策建设产生了积极

推动作用.
随着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左联”和“苏区”为核心的两大文化阵地,

正式开启了文化战线的建设工作,党的文艺政策进入局部实践阶段.１９２９年６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

六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专门针对宣传工作制定了系统而详细的«宣传工作决议案»,要求通过建立文

艺社团、编印出版物和组织群众集会等手段,“利用一切能引起群众注意的问题在斗争中扩大宣

传”⑥,并在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下,建立包括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委”)在内的体系完整的

宣传组织和队伍,以保证党的宣传工作能够从上到下得以贯彻落实.该决议案标志着共产党人开始

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文艺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成为党的文艺政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此后,党中央调停了“革命文学”的论争,于１９３０年在上海组织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
联”)以及“社联”“剧联”等文化组织,建立起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题

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指出“左联”的任务在于扩大文艺战线,发展新的革命战

士,进行无产阶级文学斗争;“文委”党团书记潘汉年写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冯乃超先

后写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左联产生之历史的意义»«左联成立的意义和它的任务»;“左联”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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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还通过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等决议.这些讲话、文章和决议就文艺与

革命实践、文艺与思想斗争、文艺服务对象、文艺大众化等理论问题的论述,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

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阶段,党中央通过在“左联”内部设立党团进行具体领导,在国统区积极开展文艺领域的意识

形态斗争,对国民党所发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及以胡秋原、苏汶为代表的“自由人”“第三种人”
的错误文艺观念进行了积极有力的批判和论争.而在苏维埃解放区,文艺建设作为党领导的苏维埃

政权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则是与其政治军事工作融为一体的.１９２９年,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

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是组织与推进苏区早期文艺工作的

纲领性文件,由此形成的“宣传兵”军队文化管理制度和“俱乐部”群众文化组织制度成为苏区文艺体

制建设中的“两架马车”.１９３３年之后,随着瞿秋白、张闻天等文艺理论家来到苏区负责党的文艺教育

工作,苏区文艺进入系统化、体制化发展的新阶段.对于苏区文艺来说,其核心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

治主张,动员和团结广大的工农兵群体,巩固并扩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文化领导权.作为党的主要

领导人,张闻天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中对左翼文艺在文艺创作和批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反思,提出要扩大并坚持以“化妆宣传”、活报剧、布告诗等最具群众性的民间文艺形式普及教

育,使“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①的主张,将文艺工作在政治上的方向性、策略上的务实

性、形式上的通俗性有效结合起来,为延安时期文艺政策的体系化建设和文艺运动的大众化实践奠定

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和文化工作的领导进入到以延安为核心的文艺政策体系

化初创阶段.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艰苦长征胜利到达陕北,１９３７年陕甘宁边区政

府建立,中国革命根据地开启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新时期.陕北根据地相对稳定的政治军事环境,为党

的文艺和文化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好的现实条件.伴随着大批左翼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来自根据地

和非根据地的两种革命文艺力量在延安汇合,建构起延安文艺的丰富样貌,也产生了加强文艺和文化

运动领导的现实要求.这期间,中国文艺协会、边区文艺救亡协会、鲁迅艺术学院等文艺组织和机构

先后成立,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就文艺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
全面参与领导并推进延安文艺的建设.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７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宣传教育

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文艺运动在内)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

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争取对于各种文化工作团体机关的影

响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区党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

会”②.１９４１年９月３０日,中央“文委”又发出关于组织文艺小组的通知.“文委”和文艺小组的成立,
使得党对文艺协会和院团机构的领导和管理上下贯通起来,得到了制度和机制上的保证.除此之外,
党中央还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现实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科学明确的论

述.１９４０年１月９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讲演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③.这一论断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新文化应具有

自己的民族形式,通过对旧文化的批判继承,建设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优秀文化,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文

艺工作确立了重要方向.这一阶段,围绕着文艺主体建设、文艺工作导向等问题,中央领导人和中央

领导机构陆续发表、发布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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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张闻天)、«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

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张闻天起草,中央宣传

部发布)等政策性讲话、文章和指示,提出要团结并推动知识分子走近工农群众,做好文化的普及与提

高工作,“全力扩大与巩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①,体现出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党中央关于建设新民主主

义文化的政治规划与要求.

１９４２年,党中央发起大后方整风运动.针对延安文艺工作中存在着的一些错误认识和争论,毛泽

东组织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立足于“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两个核心问题,毛泽东明确

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②这一根本性立场,并围绕着文艺创作反

映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问题,提出了“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

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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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⑤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和要求,为革命文艺的

发展指出了新方向.１９４３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刊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进
一步落实讲话精神.这是党中央首次以“文艺政策”为名发布文件,标志着文艺政策体系化建设的进

一步深化.
从新中国成立前党的文艺政策的建设情况可以看出,革命战争时期夺取文化领导权是党的一切

文化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根本目的.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在国统区的文艺工

作者主要通过成立组织、进行文艺批判与论争、出版刊物等形式展开意识形态斗争,渗透和传播党的

政治主张;在红色政权治理下的革命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则充分利用秧歌剧、布告诗等民间文艺形式

大规模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扩大革命文艺统一战线.尤为重要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
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⑥,凝聚着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革命

文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精神智慧,成为党在思想理论建设事业上的标志性成果,也作为一种

“前结构”“前理解”规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建设的根本方向.

二、确立文化领导权时期文艺政策的曲折发展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革命由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时期进入到以生产建设为主的历史时期.与

此同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开始思考新政权建立后文艺事业的发展路径,探索并建立社会主义文艺政策

和文化制度,以确立由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下的文化领导权,保证党对于意识形态领

域的全面领导.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党文艺政策的发展经历了前“十七年”和“文
化大革命”十年动荡两个时期,而前“十七年”文艺政策的发展又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建

立之前,以改造旧文艺为核心的政策初建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以“双百”方针为指引的曲折发

展阶段;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上半叶,以纠正“左”的倾向为主的文艺政策调整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的１９４９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以下简称“文代会”),意在将全国文化战线上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贯彻和发扬«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的核心精神,进一步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下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在这次大会上,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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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代表党中央作了长篇政治报告,关于文艺工作主要讲了团结、为人民服务、普及与提高、改造旧文

艺、树立全局观念、建立文艺组织这六个方面的问题①,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制度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此外,党的文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郭沫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周扬和茅

盾分别就解放区和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情况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和«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

展的革命文艺»的总结报告.这三个报告从多方面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党领导革命文艺工作的基本

历程和主要成就,并以解放区文艺建设的实践经验,证明了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
领新文艺发展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今后前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政府的文艺部门与专业文艺群团联动并举

的文艺体制.为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设,中共中央于１９５１年５月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宣传工作

会议,刘少奇作了«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总结报告,强调要丰富文艺创作和形式,“特别要增加适合

于工农劳动群众的宣传教育工具”②,进一步开展改造旧文艺的整风工作.１９５３年,随着社会主义改

造工作的全面展开,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作了«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

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提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

高准则”③.对此,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这一准则的本质就是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

合起来”,引导作家在把握正确方向的基础上,有目的地“深入实际生活”④,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和人

民的优秀作品.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开始了对文艺团体、文艺事业单位相关管理制度的改革,全面

开启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的建设.
随着中共八大的召开及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进一

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

了“双百”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⑤.“双百”方针要求,在维护社

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根本前提下,提倡在文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

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⑥,以营造学术民主、艺术民主的宽松和谐氛围.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泽东在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进一步

指出,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团结 批评 团结”⑦的民主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
“双百”方针的提出适时扭转了此前以知识分子改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为社会主义文艺

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此后一段时期内,«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等主流媒体还引导文艺界

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等文艺理论和美学问题展开深入的理论研讨.在文艺实践方面,
这一时期展现现代革命斗争历程的«保卫延安»«红旗谱»«红日»«红岩»、书写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青
春之歌»、表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创业史»等一批极具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相继出版,新民歌

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社会主义文艺一度呈现出活跃发展的新气象.

１９６１年,伴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纠“左”工作的开展,党中央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文艺政策也随之进入整顿纠偏的调整阶段.同年６月,中宣部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文艺

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即“新侨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发表重要讲话,对文艺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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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出现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①等“左”倾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就阶级斗争

与统一战线、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文艺规律与评价机制等问题作了论述,提出了精神生产不能限时

间限数量,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是长期任务,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表现,文艺领导不要过多干

涉等主张②.在此基础上,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

条”),并下发各地征求意见.１９６２年３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陈毅对文

艺“大跃进”作了反思,并就文艺创作、文艺领导等问题作出指示.４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

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对文艺工作的

不同方面和环节,从文艺制度到创作方法都予以明确规定.该«意见»强调:要贯彻执行“双百”方针;
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培养优秀人才,
奖励优秀创作;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③.这些意见和要求旨在推动社会主

义文艺事业回到科学正确的轨道上来.６０年代初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推动文艺创作再度进入活跃状

态,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美术在内的诸多艺术门类都产生了大批反映革命征程和时代巨变的优秀作

品,显示出“十七年”时期党中央领导文艺建设的重要成就.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时期的文艺政策基本上沿袭了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

治优先的文艺观念和工作思路,又基于新的历史形势得到新的发展.从政策变革来看,“双百”方针是

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建阶段的现实语境和历史任务所进行的科学的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文艺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产物,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成为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要始

终坚持的长久之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近３０年间,我们党在领导文艺和文化工

作中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这主要表现在现代革命进程中形成的政治挂帅、战时思维没有

及时随着国家进入和平发展和建设时期而从根本上加以调整,“左”的乃至极左的思想和政策取向不

时对文艺和文化工作的正常发展带来干扰甚至破坏性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１９６６年４月在江青

主导下炮制出笼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黑八论”(包括“写真

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
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全盘否定中国革命文艺的历史发展及其理论探索与创作成就,惯性延

续了过去“左”的文艺路线,也奠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文艺路线的基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动乱,打断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文艺政策调整之后带来的良好文艺和文化工作局面,在极左政治思

潮的裹挟下,中国文艺几近走进荒芜黯淡的死地,其中的历史教训颇堪反思与记取.

三、巩固文化领导权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转型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新民主

主义时期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战时社会形态以及社会主义初建时期时常伴有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已经不

复存在,中国社会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谋求和平发展的阶段,社会主义文艺政策体系的建构也进

入调整转型阶段.邓小平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

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④这其中,“使生产力发展”也包括对于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从改革

开放后２０余年的历史进程来看,以“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为基本纲领,文艺政策的发展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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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是以“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为基本任务的整顿调整阶段;

９０年代,则是以“发展文化经济”为核心的转型发展阶段.两个阶段政策发展的共同目的,是在巩固党

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的前提下,恢复和焕发文艺与文化生产的活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开启了党和国家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在此前举行的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批评了两个“凡是”
的政策主张,倡导真正落实民主集中制,为党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总结正反两

方面历史经验的前提下,１９７９年１０月,邓小平发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

词»(以下简称«祝词»),正式吹响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领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拨乱反正、转型发展的

历史号角.«祝词»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任务、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整体论述.围绕着文艺

与人民的关系问题,邓小平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艺工作者要加强同人民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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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围绕文艺与时代生活的关系,
«祝词»强调文艺要通过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反映时代生活的本质,表现社会前进的趋势,教育并激励

广大人民群众,以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文艺生产的丰富和创新.此外,«祝词»还着重谈到

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强调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

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

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②.因此,衙门作风必须抛弃,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

命令必须废止,对文艺家的具体创作活动不要横加干涉.这些论述重新审视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和

审美特性的关系,重新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科学理解,也对党在新形势下如何领导文艺作

出了新的思考,为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整顿和历史转型奠定了基础.
就实际而言,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整顿和调整转型是以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定位为起始的.

１９８０年１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上,“要安定团结,也要生

动活泼”③.在文艺方面,虽然“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但是要“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
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

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④.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确立新时期文艺发展的“二为”方向.该表述一方面将革命战争时期以工农兵

为绝对主体的“人民”的范围,拓展为“包括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干部和一切拥护社会主

义、热爱祖国的人们”这一更广大的范围,建立起社会主义爱国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揭示出“为社会主

义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⑤的内涵.此后,“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作

为党的基本文艺政策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指南.与此同时,面对社

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７日,邓小平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

话中明确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⑥,并以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为例,强调

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前提下掌握好文艺批评的武器.此后,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整党”议题之下,
邓小平又作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重要讲话,再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

污染”⑦,并深刻批评了文艺界存在的社会主义方向淡漠、精神产品商品化、资产阶级腐朽文化侵蚀等

问题.邓小平还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积极开展文艺批评与自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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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提高文艺工作者的党性修养,切实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

题上的指导作用,稳步推进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转型和发展.
新时期开始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在此种历史语境下,文艺与经济的关

系成为影响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文艺和文化政策转型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进

一步丰富和完善党的文艺政策.１９９１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

告»,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概念.１９９２年,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①.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内意识形态生产的一个部

门,文艺生产被纳入社会商品生产的运转体系之中,具有了精神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属性.１９９４
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进一步要求“在宣传文化工作中要始终把社会效益

作为最高准则,当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自觉服从社会效益”②,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事

业的健康发展确立了思想基础.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③与“双百”方针和“二为”方
向并提,作为这一时期文艺工作的主导思想.１９９７年９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围绕着“什么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两大问题作了深刻阐述,明确指

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④.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七次、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

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自觉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努力

推进我国文艺的创新和繁荣”⑤.这些论述和论断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人民发

展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２０余年间,党的文艺政策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重

新定位文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重视文艺自身规律,重申“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政策导向,在调

整和转型中有效满足了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建设需求,进一步巩固了党在和

平发展时期的文化领导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迎来新的发展

高峰.从政策变革来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

正确方向,稳步推动文艺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思想保障.以

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艺政策的全面转型,为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文艺和文化的繁荣

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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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４页.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文选»第２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７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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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文化领导权时期文艺政策的深化完善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文化软实力开始成为现代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竞

争力.而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在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硬
实力”的同时,党中央也愈加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软实力”的提升,着力建立并完善现代文化治

理体系.立足于新的历史基点,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①.这一战略目标的实施,已经历了两个阶段:十八大之

前,是以“建设和谐文化”为核心的稳定建构阶段;十八大以来,是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为核心

的创新发展阶段.伴随着这两个阶段的交替,党的文艺政策也经历着逐渐深化完善的发展过程.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并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这一阶段的执政目标.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立足于“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基本纲领,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作为宣传文化工作的新要求,并倡导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

市场体系”②.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胡锦涛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繁荣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③这一文艺发展新任务,并对文艺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此外,这
一时期随着互联网媒介的快速发展,网络文艺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意识形态治

理的重要场域.对此,胡锦涛作了«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专门讲话,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推动我国

优秀文化产品的数字化、网络化”④,强调在发挥网络媒介优势的同时,要牢固掌握网络文化建设和管

理的领导权.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文艺政策.该决

定主要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将对优秀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调整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
鼓励一切有利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寓教于乐”的文艺创作;二是提出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通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等形式,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三是立足

于文化经济的发展战略,将文化产业进一步升级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⑤,大力构建结构合理、门
类齐全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这一系列

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推动了新世纪以来的文化经济体制变革和文化管理体制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成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向.从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出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尤其是文

艺事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习近平先后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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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

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３日),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又于２０２１年８月联合

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些重要讲话和政策文件围绕文艺的创作导向、
文艺的时代特性、文艺的精神根基以及构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话语等根本性、方向性重大问题作出了

创造性的理论论述和工作部署,建构起新时代文艺政策的话语体系,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艺提供了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
面对市场经济环境下文艺发展领域存在的过度追求商业利益、盲目追逐西方思潮、传播不当价值

观等不良现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系列讲话中强调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要为时代发声,文艺要弘

扬中国精神.他主要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①这是由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

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文艺创作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

体和文艺审美的评判者.在遵循集合性“人民”概念的基础上,习近平在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人民”
的个体意义,强调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②.该论断高扬了人的历史

主体价值,赋予了文艺书写人民生活的鲜活性和丰富性.同时,习近平还对党性和人民性的辩证关系

进行了深刻阐释.他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

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③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要始终坚持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有机统一起来.只有把握好这个立足点,才能

正确认识并处理文艺的政治功用和创作自由的关系,不断创造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的精品

力作.
其次,文艺要引领时代风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习近平指出,文艺创作要在与时

俱进中“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④,深刻地提炼和表达现实的重要命题,将文艺

创作同国家和民族命运紧紧牵系起来.他又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需要以核心价值观为自己

提供精神凝聚力,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

追求”⑤.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维系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精神纽

带,在推动思想道德建设、创建社会精神文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对此,习近平

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
族观、国家观、文化观”⑥,以文艺凝聚精神力量、坚定文化自信、铸就梦想工程,不断创作属于这个时

代、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给人民以审美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

供精神滋养和思想动力.
再次,文艺要传承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汲取治国理政的有

益启示,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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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①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既要

重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和传承,也要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以时代精神融会传统

资源,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从而“更好构筑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②.
总结２１世纪以来的文艺政策发展历程,可以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致力于发展和

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文化治理体制的变革和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则将文艺事业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将文化复兴

纳入到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中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

讲话,对开创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新局面作出了全面部署,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

语体系,有效强化了党在新时代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提供了根本

遵循,也为中西文化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方案.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政策建构与实践的历史经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即将赢得胜利的１９４８年３月,毛泽东曾经针对当时党的各项工作中右的

和“左”的倾向而主要是“左”的倾向严肃警告说:“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

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③.可以说,
中国共产党在此前和此后包括文艺在内的各项工作中,一直都是十分重视政策和策略问题的.在百

年来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党在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文艺政策的制定上尽管也曾走过弯路、有过失

误,如上述第一个阶段中一度存在过的“左”倾关门主义、过分强调政治优位甚至以政治宣传代替艺术

创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不时存在着的“左”的思想倾向和文艺决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

动乱时期文艺观念和文艺政策趋于极左的极端发展等等,但总体而言,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发展是

伴随着党和国家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一步步走向成熟、科学和完善的.即使是那些弯路和失误,在
后来以至今天,也成为我们党吸取教训的历史资源.回首百年来党的文艺政策演进之路可以看出,我
们党对文艺和文化工作的领导基本上遵循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经权达变、与时偕行”的
理念.从理论逻辑来看,文艺政策的制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文

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实践在文艺和文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作为

这样一种理论逻辑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制定与文化领导权建设既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性

规律,又结合着不同时期的发展主题而变化,历史地书写出了中国百年文艺发展的思想图谱,积淀下

丰厚的历史记忆和经验,为我们党今后发展文艺事业、领导文艺工作、制定文艺政策提供了极为有益

的文化资源和历史借鉴.在这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值得特别重视:
一是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高举思想旗帜,坚持党对文艺的领导.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④.从建党初始,中国共产党就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

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的指导原理”⑤,由此逐渐探索并树立了以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

主义文艺观,将其作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思想指南,为中国革命文艺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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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时期,围绕着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战时文艺发展方略,以建立

最广大的革命文艺统一战线.新中国建立之后,为进一步发展民族新文化、建立社会主义文艺制度,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双百”方针,使“十七年”时期涌

现出不少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文艺作品.新时期之初,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

导集体通过全面拨乱反正,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推动了２０世纪八九十

年代文艺理论和创作的快速发展,极大地解放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生产力.２１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出发,科学分析了文艺领域面临

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新思想、新判断、新要求”①,引导广大

文艺工作者不断创造文艺精品,以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说,党的领导是社会

主义文艺始终保持先进方向的重要前提,推动着文艺政策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是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立足于人民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文艺的人民性问

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从文艺政策发展来看,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将“文
艺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根本追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了文艺为广大的人民大众、首先是

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使工农兵从此成为中国革命文艺创作的表现主体和接受主体.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②的论断,坚定引领着新时期以来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

向.此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也一再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③,
“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④.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丰富和深化“人民性”内涵

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三个方面系统论述和阐发了文艺与人

民关系的逻辑理路和价值旨归,强调优秀的文艺作品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⑤.党

关于文艺人民性的更高要求和重新定位,为社会主义文艺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是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紧扣时代脉搏,坚守中国本位的立场.党在领导文艺建设的实

践过程中,始终坚持走中国化的发展道路.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在文艺领域则表现为对洋八股、教条主义文风的整顿,“代之以新鲜活泼的、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中,中国共产

党先后发起和引领了关于“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等问题的讨论和实践.１９６４年,毛泽东进一步提

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⑦的方针,成为我国正确处理中外文化遗产、坚持民族化道路的长久之策.
改革开放之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打破思想束缚,以开放自信的姿态不断书写中国发展的新成就.进

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为现实根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精神基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底色,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

精神、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面貌,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内在定力与文化

自信.
总之,百年来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所取得的一个又

一个伟大胜利,与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分不开,而党在领导文艺工作、发展文化事业中所取得的一切成

就和进步,也是因为有其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作为党领导文艺工作、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的方针大

２１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前言»,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０９页.
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９日,
第４版.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第８页.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１６页.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３４页.
毛泽东:«致陆定一»,«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５９８页.



计,文艺政策是党的治国理政理念和文艺思想在文艺战线中的具体反映,深刻影响着文艺实践活动和

批评理论研究的开展和创新,关系着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文化领导权的掌控,从一个极为

重要的方面对我们党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因此,以上三个方面的历史经

验应该给予特别的重视,其中蕴含了我们党以政策手段领导文艺、发展文化、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这
些经验和智慧不仅属于过去,对当下和未来也有其现实指导意义.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应对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交会节点和关键时期,正确的文艺和文化政策

以及发展策略,依然应该是我们党和政府发展文艺和文化的基本入手方式和工作机制,而党的领导、
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中国本位的立场则是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始终保持正确性的根本保证.只有

正确的文艺和文化政策,才能对新时代中国文艺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强大的指导和引领作用,从而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向着高峰迈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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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practiceofculturalworkinthepasthundredyears,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CPC)hasgraduallyexploredandfoundaninstitutionalizedmanagementmodeandworkingmechaＧ
nismthatstartswithliterarypoliciestoleadandregulateliteraryandartisticworkandrealizeculＧ
turalleadership．Basedonthefourstagesofnationalrevolution,socialconstruction,reformandoＧ
peningup,andnationalrejuvenation,startingfromthedifferenthistoricaltasksofseizing,establisＧ
hing,consolidatingandstrengtheningculturalleadership,theformulationandpractical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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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rationstagewiththemainhistoricaltasksofcompetingforculturalleadershipand“establishinga
newcultureoftheChinesenation”fromthe１９２０sto１９４０s．Thesecondisthetortuous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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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stablishculturalleadershipand“constructingasocialistculturalsystem”．ThethirdistheadjustＧ
mentandtransformationstagein１９８０sand１９９０swiththemainhistoricaltasksofconsolidatingculＧ
turalleadershipand“developingsocialistculturalproductiveforces”．Thefourthwasthedee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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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banner,basedonthepeopleＧcenteredorientationandadheringtotheChinesestandpoint,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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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modernChineserevolutionaryliterature,artandcontemporarysocialistliteratureandart,andrealizing
thePartysideologicalandculturalleadershipintheentireChinesesociety．
Keywords:TheCommunistPartyofChina;Literatureandartpolicy;Culturalleadership;Historical
experience

[责任编辑:以　沫]

３１

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政策与文化领导权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