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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本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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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艺政策是执政党、国家或政府对于文化艺术领域进行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制度性规定、规范、原则和
要求的总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政策文本从形式和内容上既保持着在某些方面固有不变的特性，但也随着时
间推移，在某些方面悄然发生着变化。变与不变之间，所显示出来的正是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本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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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政策是执政党、国家或政府对于文化艺术领域

可见，1978 年以前，在国家文艺发展决策中，领导

进行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制度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

人的个人意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文本形态上看，

求的总称。从纵向维度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长达

这些文本应归入辅文本或者泛文本的范畴。但从实际的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中国文艺政策文本从形式和

作用效果看，这些文本对当时中国文艺发展的影响，并

内容上既保持着在某些方面固有不变的特性，但也随着

不逊于主文本，或者说起到了主文本的作用。毛泽东《在

时间推移，在某些方面悄然发生着变化。变与不变之间，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甚至至今都影响着中国文艺

所显示出来的正是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本演变过程。

的发展方向。1978 年以后，中国文艺政策文本形态则显

总体上看，新中国早期的文艺政策多为对文艺政治

得规范、严整。这点从文件名称便可见一斑。在发布的

属性、阶级属性的强调，在后期，尤其是在实行改革开

文艺政策中，除了上文所述的 8 份领导讲话之外，其余

放后，文艺政策多注重对文艺创作规律的遵循，对文艺

的文件名多以“办法”、“条例”、“规定”、“通知”、“规

体制机制的变革与完善，对文化产业的规范管理等文艺

定”等形式发布。

的经济属性的管理和强调。

表面上看，
“讲话”文本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口语
表达的特点，而“条例”等文本的指令意味更加浓厚。

一、新中国文艺政策之“变”

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文本的遣词造句，则会发现“讲话”

（一）从“讲话”到“条例”

和“报告”文本带有更为微妙的不容置疑的语气，
“条列”

从文本形式上看，1978 年以前，中国文艺政策文本

等文本的表述反而显得中性化。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多体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所作的报

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头便确定文艺工作的最终目的是

告和发表的讲话，最为典型的就是 1942 年毛泽东《在延

“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这个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电影领域为例，1949 年至

论点显得绝对正确，但仔细思考一下，文艺本身的目的

1978 年间，中国发布的与电影有关的文艺政策文本共约

是不是为了民族解放？文艺是否能承担起这个任务？在

49 份，其中，被视为有政策意义的领导人个人讲话、批

当时的社会语境中，没有人能有不同的看法，没人给出

示就有 28 份（见表 1）
。而在 1979 年至 2012 年间，中国

反驳。在此基础上，
《讲话》提出了文艺为实现“打倒敌

发布的与电影有关的文艺政策文本共约 70 份，其中，被

人”的需要所面临的几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

视为有政策意义的领导人个人讲话仅有 8 份（见表 1）
。

工作对象问题、工作方法问题等，也就是文艺如何为群

表1

新中国文艺（电影）政策文本数量统计表

[1]

众的问题。对这几个问题，
《讲话》给出了解答：文艺是
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为了服务好群众，文学家、艺术家

文艺（电影）政策

有政策意义的

文本数量

领导讲话

1949-1978

49

28

在论证过程中，
《讲话》采用了步步引导的方法，自

1979-2012

70

8

己设问，自己回答。在结论部分，
《讲话》指出“为群众

年份

应该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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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是问题的中心。在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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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治服务的。

文艺是为群众服务之后，
《讲话》接着提出了“如何去服

当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社会主题转为

务”的问题。在这里，
《讲话》显然先默认了大家都认同

社会主义建设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

了文艺目的的前提。在讨论到底是该普及还是提高的问

务”也随之失去了现实基础。但不难发现，当战争结束，

题上，
《讲话》直抒其意“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文艺的看法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

[1]

关系问题……。” 可见，在整个讲话过程是发言人自问

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以及周

自答的逻辑表述。这种方式使得听众能跟随讲话人的思

扬所作《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都认为文艺不仅仅

维，不易跳出来冷静思考。
《讲话》的口语表述，更使得

可以描写工农兵，文艺还可以描写一切阶级、一切人物

读者有身临其境、现场聆听，不容质疑的教诲之感。

的活动，只是重点在于工农兵，反映伟大时代的伟大劳

从论证方式到语言风格，
“讲话”由软处着力，达到

动人民。这显然已经在重新思考文艺“为什么人”的问

的却是“硬”的效果。相比而言，
“条例”等的语言较“硬”，

题，在倡导扩大文艺的表现对象。但这样的声音并没有

表达形式上显得一目了然，逻辑更加清晰。如 1997 年，

在会上引起反响，在文艺指导思想上，第一次文代会仍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

以“工农兵文艺”为指导思想，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就将整个问题分为文艺工作的形势和任务、文艺工作的

80 年代初，才有所改善。

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大力繁荣文艺创作、深化文艺体

1979 年，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词》

制改革、加强文艺事业的管理，建设高素质的文艺队伍

中指出，
“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等六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分为若干小标题，一层一层进

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通过这些

行论证。在用词上，“条例”也更加“官方”，形成了规

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从

范的文件格式。
“要”
、
“必须”、
“积极”、
“加强”，
“深化”

“工农兵”到“社会主义新人”，文艺政策中的用词已经

等词用得虽强制，但在主语省略的情况下，
“条例”的内

表明了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成分的变化。
“工农兵”显

容强制性作用显得弱化，指导、提倡、倡导的方向性意

然带有深刻的阶级属性，而“社会主义新人”则囊括了

味更浓厚。

所有为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但

（二）从政治到艺术

需要注意的是，
《祝词》中仍将功利化的目的赋予在文艺

[2]

从另一个方面看，国家对文艺的管理由严控到宽松

身上，认为文艺作品塑造新人形象的目的，是“激发广

的过程，其实质是从要求文艺服从政治需要到逐渐尊重

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就规定了文艺作品的格调

艺术规律、发展壮大文化产业的过程。文艺为政治服务，

必须是积极向上的，主题必须是鼓舞人心的。虽然这点

是我国文艺政策的不变基调，也是我国文艺发展、文艺

仍然没有脱离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框架，但相较而言，

建设的基本目的。但在具体过程中，中国文艺仍在探索

对文艺特性的认识，已经向理性的道路上迈了一大步。

科学与理性的发展道路。

更难能可贵的是，
《祝词》还要求“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

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文艺题材和表现手

篇就明确指出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

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

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

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这一点在以往的文艺

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

政策中几乎没有被明确提出过。这说明，在改革开放的

[1]

[2]

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可见，在革命年代，文

背景下，新时期的中国需要更多、更丰富的文学、艺术

艺也成了“革命文艺”，发展文艺是为了打倒敌人。这一

作品，而这些作品的创造需要文艺工作者不断提高自己

观点的形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囿于当时的社会形势。一

的艺术表现能力。新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关注和

方面是形势所需，但更重要的是，文艺服从于政治这一

重视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

主张还有着更深刻的思想根源。从《讲话》本身来看，

1997 年，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

这一思想根源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对文艺阶级性的认

意见》中更是要求文艺家“积极发挥积极性、创造性”，

识。毛泽东认为，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

要求各级管理部门“充分尊重文艺规律，充分尊重文艺

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

家的劳动，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

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现

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

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

相较于 1979 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

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

表大会的祝词》，这些意见更加具体化，从创作、理论、

[1]

[3]

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批评几个方面都做了具体引导，可见我国决策者们对文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那么文艺必然是从属于政治、

艺工作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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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能做到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创造群众看得懂的作品。

二、新中国文艺政策之“不变”

（二）对文艺功能的重视

（一）坚持“为群众服务”

所谓文艺功能，即文艺之“用”
。在历年文艺政策中，

众所周知，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并没有明确指出文艺有何用，但不难发现，对文艺功能

上的《讲话》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发展的总基调。

尤其是文艺的教育作用的强调，在政策中均有所体现，

在结论部分，
《讲话》总结谈了两个中心问题，即“为群

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表达而已。如 1942 年毛泽

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为群众”确定的

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先讲了文艺“为

就是文艺的服务对象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人民大众

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接着论述了文艺“如何去服务”，

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

是“努力于提高，还是努力于普及”？不管是提高，还

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文艺就应该为

是普及，其实质是用文艺作品来影响群众、教育群众。
《讲

以上四种人服务。

话》要求文艺工作者“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群

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由此可见，和群

众”、“人民”的内涵有了变迁，但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

众保持密切联系，创作出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其目的

是政治含义的变化。
《讲话》所提出的四种人中包含了“城

在于“教育群众”，
“做群众的先生”。从这个意义上说，

市小资产阶级”，但《讲话》又明确指出，为群众服务，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其实就是在讲文艺对工农兵进行教

“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

育的问题。

级的立场上。
”也就是说，虽然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文艺

1979 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服务对象，但文艺作品的立场不能是小资产阶级的。

建设的新时期，文艺工作者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任务。邓小

将城市小资产阶级划为文艺对象的意义便在于，他们是

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文艺工作

被改造的对象，改造的工具便是文艺作品。

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

时隔三十六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 1979 年，

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

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发表《祝词》，同样强调了

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

“文艺属于人民”，指出“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争。
” 这意味着党和国家对文艺的功能在新时期的认识和

[2]

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

要求有了变化。文艺从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文艺能对大众

这说明，工人、农民、兵士，始终是文艺的核心服务对

起到作用的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因此，文艺作品要“努

[2]

象。这是因为，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工农兵是社会
的主要构成部分，文艺当然为社会主体服务。
1997 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
干意见》再次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指导思
想和方针原则：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大众的文艺，人民

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
[2]

强的精神。
”

对文艺功能的重视在 1997 年的文艺政策中体现为对
文艺作品思想质量的把关和倡导。在《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反复强调要“提高

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这个时候的中国文艺政

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戏剧影视剧本的思想艺

策已经不再强调阶级区别，没有对“人民”的具体内涵

术水平” ，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提高思想

进行解释。这是有现实基础的。20 世纪末，大众文化在

道德素质和文化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中国兴起。如果说以往的文化主要由知识分子、精英人

值观，坚持正确的创作思想，推出思想内容健康、知识

士主导的话，在这个时期，普通老百姓都参与到了文化

性趣味性强、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要潜心创作，力戒

的建设之中，文化更具有娱乐性、流行性，随之，文化

粗制滥造，要精益求精，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

的受众也逐渐模糊了界线，不可能再以“阶级”来加以

会效果，自觉地把个人创作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

论之。所以在 1997 年的文艺政策中，只对文艺作品的主

崇高使命紧密结合，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题思想进行了倡导，即“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

如果说此前对文艺功能的认识还停留在文艺“应该”怎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

么做的认识论层面的话，那么在此时，党和国家已经能

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

在方法论层面给出具体的措施，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文

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

艺功能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3]

[3]

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

[3]

（三）对文艺民族性的关注

也就是说，只要是体现了以上这几类精神，都应该是文

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文化属性，是与其民族的文

艺作品的表现对象，而以上主题的表达，也适用于各族

化传统和文化属性密切相关的。新中国的文艺建设与发

各阶级的人民群众。此时讲文艺“为群众服务”，才真正

展，作为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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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一种载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与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时，突出强调了中国艺术应该有

中谈到了五个问题：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

自己的民族特色，
“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

工作对象问题、工作方法问题和学习问题。在确立了文

己的规律”，
“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

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后，
《讲话》认为文艺工

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

作者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了解人、熟悉人，使用老百姓的

独树一帜。” 1979 年，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

语言，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祝词》中指出，
“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

文艺政策的制定也受到国家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影

[5]

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

响，受到社会特定发展阶段对文艺发展的制约，受到社

化传统和艺术爱好，这些方面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

会、文化现状的制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框

应当在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

[2]

文艺政策文本的演变，反映的是党和政府对文艺特

架下，中国文艺的建设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为目标，把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作为建设社会

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

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一项基本政策。

既要保证文艺的健康持续发展，又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际国内形势都错综复杂，阶

时代的变迁，对文艺的发展方向及时做出合乎时代要求

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1942 年毛泽东发表《延

的调整和引导。“变”与“不变”，正体现了党和政府在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和文艺作

领导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上的高度智慧。

为阶级斗争工具的职能，这是由当时社会形势和革命形
势所决定的，也就是民族生存现状对文艺发展的制约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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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Evolution of New China's Policy of Art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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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erature and Art Policy, as a set of rules and ordinances, which is enacted by Ruling Party or National Government, is
constituted to supervise the field of culture and art. It is also a generic term for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criterion and discipline.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although the Literature and Art Policy has its constant characteristics, but as time goes on，some aspect changes
gradually. Simultaneously, those variation will precisely indicat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Literature and art policy in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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