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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关于
文艺重要论述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李 凯,郑 莉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是习近平治国理

政思想在文艺上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关于文艺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

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鲜明品格和中国特色;通过对文艺的地位、作用、人民性、批评标准等的论

述,习近平关于文艺重要论述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习近平关于文艺重要论述

体现出全球视野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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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文艺的相关

问题作了系列讲话。特别是习近平2014年10月《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五个方面深刻阐释了

新时代文艺的本质、作用、导向、路线等问题。2016
年11月,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的讲

话中,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新的历史时期文艺的方向和

任务,重点提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强调文化

对于弘扬中国精神、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2017
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重提文化繁荣对

国家、民族的意义,并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发展和实践的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阐释。
习近平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和论述,前后关联,交相

辉映,是习近平文艺理论的高度概括和升华,标志着

习近平新时代文艺理论轮廓的基本形成。
学界或从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讲话入手分析其文

艺理论的具体内容[1-4],或对其文艺理论来源和时代

背景进行探讨[5-7],或对其文艺理论重要意义进行讨

论[8-11],或将习近平文艺理论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比较[12-15]。其中,董学文、丁国

旗从多角度探讨了习近平文艺理论[1,5,8-9,16-24],阎国

忠、徐勇、白烨从其他角度来探讨了习近平文艺理

论[25-27]。尽管学界对习近平新时代文艺理论的研究

已有不少成果,笔者认为,结合十九大报告的精神,有
必要再次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新时代文艺理论的内容、
意义、价值。研究习近平新时代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

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对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

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要准确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

文艺理论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既要将其放到马克思主

义文论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中来考察,又要放眼世界,从全球和全人类的视野来

认识。
一 习近平关于文艺重要论述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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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结合改革开放40年历程以及十

八大以来取得的实践成就,对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作出了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8]。自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社会转型和全面深化改

革的关键期,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中大步前行。“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28]习近

平新时代文艺理论“意味着要反映久经磨难的中华民

族精神崛起的伟大飞跃,意味着要让马克思主义的文

艺学说在新时代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命力,意味着要

给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解决文艺问题

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9]11。
正确认识习近平新时代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

历史地位和价值,首先应该将其放在两个不同维度:
一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的维度,二是从马克思

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维度。
任何理论的出现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前

人思想的资源。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如此,习近

平思想也如此。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首先是

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在

批判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

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并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基础上而

来的,并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不断完善。马克

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始终站在无产阶

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方法论,以共产主义为理想对西方资本主义进

行批判,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在

社会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和完善的理论体系,“是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和美学在文学艺

术领域的具体表现形态”[29]1。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将文艺与社会

经济、时代生活、阶级政治等纳入研究范畴考察文艺

现象,揭示文艺产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积淀形成了

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问

题有大量阐释,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
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致
费迪南·拉萨尔》、《致玛·哈克奈斯》等等。

不同于其他文艺思想流派多从作家创作、作品构

成、文艺批评等具体细节来探讨文艺,马克思、恩格斯

的文艺理论是从历史、现实、社会、实践、人民等整体、
宏观角度来观照文艺的问题,从社会发展、人类解放

和人的自由与尊严等来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
其一,文艺的人民性。文艺的人民性问题一直是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

播、阐释、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人民中心这一导向贯

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始终。不论是列宁的文艺“为
千千万万劳动人民”[30]268,还是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

服务,邓小平“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30]422,习近平的

人民中心的创作导向,都是将人民置于文艺生产、发
展、接受的核心和中心地位。

其二,鲜明的实践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

思想基本的首要的观点。马恩唯物史观始终关注现

实历史,主张从物质实践来解释抽象的超验观念,肯
定社会实践的作用,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是社会

关系的总和,是具体的现实的存在而非理念的集合。
人通过实践有目的地认识客观规律,改造世界。人充

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实践活动,把“人这个

主体在改造对象时用以规划劳动对象的尺度”[30]23作
用于对象,结合自己的主观需要,把自然改造成为合

乎目的的对象,“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30]24,达到

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实践正是连接人

和客观世界的中介,既满足了对象的尺度,也满足了

人主体的内在需求;既展现了物的属性,也显示了人

的本质。在此实践论基础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彰显了鲜明的实践性品格。在马恩看来,社会

实践是文艺产生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文艺应该根植

于现实生活,反映时代,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坚
持美学的和史学的批评原则。文艺与人民的实践活

动相联系,担负起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的使命。事实上,这又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的人民性的层面。正是这一导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重视人的主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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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关注具体的现实的个人,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
从而改变社会环境和生存状况,实现人类全面自由的

发展,达到合规律和合目的的统一。
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建之后,在马恩同时

或稍晚,拉法格、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普列汉

诺夫等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

学说,坚持唯物主义史观,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大致沿两

条路径。其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或称“新
马克思主义”,主要指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社

会思潮,主要代表有卢卡契、考德威尔、阿尔都塞、汤
普森、威廉斯、伊格尔顿、杰姆逊以及法兰克福学派

等。这一脉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批判传统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主张以意识革命、文化革

命等抨击资本带来的物化和对人的异化。西方马克

思主义更多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他们将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和解放作为哲学立场,充
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的学说,具有强烈的人

道主义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强调意识形

态的相对独立性与重要性,更注重对主体性的关注、
对无产阶级意识的强调、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开启

了一条突出人的主体能动性的革命乌托邦主义道路,
即通过强调主体的能动性、思想文化的反作用、意识

形态的革命性为道路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31]25。其

二是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这包括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推进以及马克思主

义文论中国化的丰硕成果。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无

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向

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以毛泽

东、邓小平、习近平为代表,他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文艺发展

的具体实践加以新的阐发和创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来看,习近

平新时代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的新样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话语体系

的高峰。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是僵化教条的理论形态,
而是始终保持开放性的姿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

拓展,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

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2]35通过

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历史的梳理,可以看到习近

平新时代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文论的联系和区别,进一步认识到他为丰富马克思主

义文论思想宝库作出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的过程。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

义以文化批判为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经典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紧密结

合而生成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恽
代英、肖楚女、瞿秋白、邓中夏、沈泽民等将马克思主

义文论引入中国,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来阐释

文艺现象,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在
左翼文学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田汉等的

推动下进一步广泛传播和发展。左翼作家将文学与

政治相结合,认为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工具,
肯定文艺的阶级性,提倡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大

众化倾向及文艺的政治和人民属性。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是毛

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系统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文艺实践的经验,结合

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斗争形势以及文艺界的

现实状况,系统地阐释了文艺的原则和方向、文艺与

政治、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的批判和继承以及文艺

工作者的思想立场等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中国化的典范。虽然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某些观点

在后来被修正,但在特殊革命斗争时期,这样的观点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为必要、科学和合理的。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

时期邓小平文艺思想。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

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文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构建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邓小平把文艺问题放置在改

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语境中,运用马克思

主义文论关于艺术生产的二重性原理,提出“在建设

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30]422,将文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提到了一个高度。同时,他调

整了文艺的方向和原则,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

号。第四次文代会之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

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二为”
方向。这一方面拓展了文艺人民性之“人民”的范畴,
另一方面也对文艺的性质和任务做了调整。邓小平

文艺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处理社会主义

文艺实践的问题,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

的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实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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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一次飞跃的是习近平新时代关

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
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8]作为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习近平新时

代文艺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
习近平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发

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33]。
习近平新时代文艺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的理论内涵,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时代主题,以全新的视野和高度对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相关问题作了系统阐释,进一步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来说,习近平新

时代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新

的内涵,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文艺

思想中国化的进程来讲,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

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产生的最新文艺理论成果,
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开拓

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的境界,“为更具

有时代性、系统性、主体性和开放性特征的中国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

用”[34]2。
二 习近平关于文艺重要论述的时代特征

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是在新时代、新形势

下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现实语境的

特殊性决定了习近平文艺理论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

性品格。
首先,习近平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赋予了文艺新时代的使命担当。习近平将

文艺放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中来审视,
认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

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

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

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35]虽然这是就整个文化而言,但文学艺术作为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理完全一致。

“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 己 所 从 事 的 事 业 服

务”[36]830,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事业自然应该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发挥作用、贡献力量。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从不讳言其鲜明的阶级性,从来都旗帜

鲜明地倡导文艺的阶级性、人民性。尽管在中外文艺

思想史上的确有反对文艺的现实功能和政治作用的

认识,但更多鲜明提倡文艺的政治、道德、教育功能的

理论家和艺术家,他们对文艺的地位和价值都有充分

的肯定。古希腊柏拉图要将诗人赶出“理想国”,那是

因为诗人的作品有可能引起人们的感伤癖和哀怜癖

而不利于“理想国”的治理,亚里士多德正面提出文艺

的“卡塔西斯”作用和认识真理的可能,说明文艺对于

认识真理、泄导情感、净化心灵具有重要作用。从贺

拉斯的“寓教于乐”到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再到启蒙

运动的天才、灵感、情感高张,以至现代主义从另一个

极端反思文艺的功能等等,皆对文艺的功能予以肯

定。中国有关文艺的功能和价值的认识不仅历史悠

久,而且内容发达,特别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

文艺思想,从来都把文艺与安邦治国、培养理想人格

关联在一起的,极为重视文艺的教化功能。孔子的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7]104-105及“兴观群怨”[37]178,
汉儒对文艺讽谏功能的强调,曹丕《典论·论文》“经
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38]720对文艺地位的空前肯定,
唐宋以来的“文以载道”等等,乃至近代梁启超关于小

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功能的阐发,都说明了中国文论一

以贯之的实用性、功能性品格。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文论家和艺术家

已很重视文艺的现实功能,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

想产生之后,要求文艺的政治性、阶级性、人民性就更

加突出。列宁不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对列夫·托尔斯泰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且站

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要求文艺成为整个无产阶级总事

业的“齿轮和螺丝钉”[30]267。为了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和解放全中国,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明确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
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

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30]364,革命的文艺应该起到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30]365的作

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调整,文艺的作用也发生了相应

的变化,邓小平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角度再次强调

文艺“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
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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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者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

替的重要责任”[30]422。
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国

力、世界影响等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应对新

时代中国的发展和未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站

在历史高度,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执

政的方向,明确将中国的文艺事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和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结合,把文艺的

地位提到了空前的位置。习近平多次关于文艺的讲

话都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艺的作用,文
艺对塑造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迈向崭新的

征程,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社会

各方面都在发生深层次的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 活 需 要 和 不 平 衡 不 充 分 的 发 展 之 间 的 矛

盾”[28]。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精神需求

日益增加,对文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期待更为丰

富和更有内涵的精神文化。文化作为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的精神需要的重要尺度,也要随着人民的需求不

断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国交流日益增多,不同

的文化和价值相互碰撞交锋,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冲

击。文艺对于弘扬中国文化、展现中国精神、增强国

际间的理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
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

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39]。在新

的历史形势和时代环境中,文化的繁荣是民族复兴的

前提,正如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

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

重要作用。”[35]

习近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看待文艺

的功能和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是对前人关于文艺

地位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习近平以广阔的视

野对新时代的文艺的作用作出了科学的论断,拓展了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视野。从毛泽东将文艺

看作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的工具,到邓小平两个文明

协调发展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再到习近平“文艺的作

用不可替代”的论述,体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价值追求,是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的

新篇章。
其次,习近平新时代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进一步

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民性的导向,赋予“人
民”这一概念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强调: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

个根本方向”[35]。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马克

思主义文论探讨文艺的根本和原则问题。马克思、恩
格斯提出文艺要表现新的工人阶级,描写无产阶级的

革命和新的观念,这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对文艺问

题的 诉 求。列 宁 提 出 写 作 “为 千 千 万 万 劳 动 人

民”[30]268,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无产阶级性

质。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将这一问题发

展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改革开放时期,阶级斗争已

不是最主要的矛盾,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已不

再适应当时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因此邓小平从文艺

的使命和效果出发,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30]422

的口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倾向”,坚持社会

主义文艺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的文艺的立场,这是习

近平文艺理论的核心,这也决定了当前文艺实践的根

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见

证者,“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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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坚持文艺的人民中心导向,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是对前人文艺本质问题

的认识的拓展,不仅是回答了文艺“为了谁”的问题,
更是指明了文艺的根本方向,将“人民中心”贯穿到文

艺的方方面面。从根本上说,坚持文艺为人民和为社

会主义服务,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谋福利,为
文艺赋予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在创作主体层面,充分

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

体”[35],反映人民心声,彰显人民情怀,尊重人民的意

愿;在作品来源层面,从人民生活中挖掘文学艺术的

宝藏,文艺扎根于人民,扎根于现实生活;从接受层面

来看,文艺作品要经得起人民的评价,让人民拥有参

与文艺的话语权,将“人民”这一标准作为文艺批评的

标准之一。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从理论上进一

步拓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赋予“人
民”这一概念新的内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中,“人民”是指“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

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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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

民大众”[30]368。此处的“人民”更多是从阶级和政治属

性来定义的,具有浓厚的阶级意识。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这
里的“人民”包含了“工、农、兵、知识分子和城乡其他

劳动者”[40]116,更多的是指现代化建设时期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和劳动者。习近平坚持文艺为人民服

务的方向,“人民”的内涵较之于以往有了区别,“从广

泛意义而言,认同并参与到中国梦的实践建设过程中

的全国各族人民乃至海内外中国同胞,都可以被纳入

‘人民’的范畴,这里面包括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

子、军人,‘一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以及港澳台和海外同胞等”[34]8。这里的“人
民”极大地拓展了以往对“人民”的定义,进一步体现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坚持了人民的主体地位。
再次,在文艺的评价标准上,习近平新时代关于

文艺的重要论述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实现

了进一步突破。习近平坚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
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35],这是对恩格

斯“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30]177、毛泽东文艺批评两个

标准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习近平坚持主张从

历史、人民、艺术、美学四重维度来评价文艺作品,理
论内涵更为丰富。习近平将“人民”和“艺术”的维度

纳入其中,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民性

的品格,体现了在评价标准上的人民性导向,更加体

现出人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充分尊重文艺的审美特

性,尊重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进一步将文艺批评推

进到更为全面具体深入的层面,是理论的又一次飞跃

和创新。
当然,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时代特征不

仅体现于上述三个方面,诸如关于文艺的创作、文艺

家的责任等方面都充分体现出时代特征。习近平提

倡文艺工作者要树立精品意识,追求文艺创作的精益

求精,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创作中,“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
艺术价值作为追求”[39],要将“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

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35],致力于创作具有人文情

怀和艺术魅力的原创性优秀作品。同时,文艺工作者

要有使命担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成为时代的先

行者和先进文化的实践者,“心怀祖国人民、响应时代

号召、追求艺术理想”,反映时代,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传播真善美,坚守文化理想,引领社会风尚,
“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

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

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为我们的人民昭

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

来”[39]。
三 习近平关于文艺重要论述的全球视野

如果说从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

文论中国化的发展史看,习近平新时代文艺理论是马

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形态和话语体系,那
么,从全球眼光的维度来看,习近平新时代文艺理论

则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文艺的具体实践

和阐释。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认识习近平新

时代文艺理论,可以看到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艺

呈现出的文化自信和历史担当,为世界文明的多样化

繁荣和发展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文艺理论是站在人类发展

的历史进程,在多元文明的对话交流中强调平等互

惠、和而不同的共同发展理念,将中国自身文化的发

展同世界文化的发展相统一,体现了大国的责任和担

当,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构建了不同文明交流的新范式,是人类思想史上重要

的理论创新。
“共赢、共享不仅是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美好希冀,

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41]14,“我们要继承和弘扬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42]522。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又一次论述了“坚持和平发展

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这

既是习近平对当今多元共生的国际形势和人类文明

发展的认识,也是对未来的前瞻性展望。它不仅是一

种新的文化观,也是一种强调构建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全新的视角和高度认识人类的共同价值倾向,其核

心价值是共享共赢。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和调整时

期,随着科学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国家之间的交

流渗透到各个方面,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

样化的趋势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需要面

对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和挑战。现实表明没有哪个国

家能够独立应对各种挑战,“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

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42]538。人类文明的发展

史是由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世界文明应当在交流

互鉴中共同发展和进步。这就要求树立和而不同、兼
容并蓄的文艺观,倡导对不同文明优秀文艺成果的吸

收和借鉴。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国情、风俗习惯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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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在文化的对话交流中,由于

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背景,往往会产生一定的冲突

对抗。美国学者亨廷顿断言:“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
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
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

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43]7

这种理论过度强调了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事实上,“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

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42]544。“万物并育而不

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44]1634,中国古人的智慧也说

明了同样道理。
中华“和而不同”思想彰显了人类价值共性的现

实可行性。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就谈到人类精神文化是由全世界各族人民共同创造

的,要承认各种文明的多样性,不同的文明凝聚着不

同的人类智慧,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总体

格局。文艺作为不同国家和民族互相沟通与了解的

极佳方式,在与不同文化的对话交流中,需要“和而不

同”的精神。习近平指出:“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

发展的规律……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

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
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

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45]因而,
对于国外优秀的文艺成果和不同的文明,要在尊重的

前提下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以此推动中国文艺的创

造性发展。正如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提到的:“我们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

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
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社会主

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

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

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

繁荣起来。”[35]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来看,习近平将文艺

的问题放置在全球眼光和全人类格局中考察,是站在

全球视野的高度来思考中国文艺实践中的问题,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人将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自己使命的

担当。习近平新时代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彰显了在

构建平等互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在世界文化

交流互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不仅要树立“共
同体”意识,也要通过中国文艺的实践典范,推动世界

其他文明的“共同体”意识,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文明

普世论,为世界文明的交流对话树立榜样。

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体

现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在全球

文明多极化的格局中,在世界文艺的眼光中认识和思

考中国文艺实践;中国文艺要展现中国独有的文化品

格和文化精神,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大国文

化自信的增强,进一步推动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
世界文化繁荣增加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进程中,文艺工作者要秉持如下原则:“坚持不

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

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

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

流的优秀作品。”[39]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全

盘吸收,也不能完全摈弃,而是学会取舍,将传统文化

和新的时代条件相结合,在继承中批判性吸收传统文

化的精华,同时也要突破传统的局限,以古鉴今,推陈

出新,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
造出与时俱进又具有思想深度的艺术形式,共同服务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使命。
在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华文明在积极融入世

界多元文明的发展潮流中,在中外文化的沟通交流

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文运同

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39],文化自信是与国运

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独立性相关联的基于共同

价值认同基础上文化身份的自我辨识和建构。坚定

文化自信意味着在跨文化交流中,既承认差异性,也
同时保持高度的自我认同,理解自身民族文化精神。
文化自信既是坚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同
时也体现了对其他文化的包容性。因此,在文艺对话

实践中,既不能盲目自信,也不能闭关自守,而是兼容

并包,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

融入到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的总体进程中。习近平新

时代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将人类文明的发展看作整

体,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世界文明的发展有机融合在

一起,高屋建瓴地把握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
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走向世界的积极性,彰
显了中国在世界文明交流对话中的大国胸怀和历史

担当。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立足于

新的时代语境,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客
观科学地分析中国文艺实践中的新问题,进一步拓展

和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度,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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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形态,为中国当代文艺事

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

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拓宽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的研究视域,奠定了科学、深入探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内涵的基础,对实现理论自信、

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新时代关于文

艺的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

内涵,将新时代中国文艺放置在人类共同发展的视野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格局之中,展示了中

国共产党人为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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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StatusandValueofXiJinpingsImportantExposition
ofLiteratureandArtintheNewEra

LIKai,ZHENGLi
(CollegeofLiberalArts,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China)

Abstract:XiJinpingsliteratureandartthoughtintheneweraistheorganiccompositionof
XiJinpingssocialistthought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thenewera.Itistheconcreteem-
bodimentofXiJinpingsrulingthoughtsonliteratureandart.XiJinpingsimportantexposition
ofliteratureandartintheneweraisthe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ofMarxistliterarytheory,

withthedistinctivecharacterandChinesecharacteristicsofMarxistliterarytheory.Throughthe
discussionofthestatus,role,peoplescharacterandcriticalstandardsofliteratureandart,Xi
Jinpingsliteraryandartisticthoughtshowsadistincteraandpracticality.Startingfromthea
communityofsharedfutureformankind,XiJinpingsimportantexpositionofliteratureandart
inthenewerareflectsglobalvisionandculturalself-onfidence.

Keywords:XiJinpingsimportantExpositionofliteratureandartintheneware;Marxistlit-
erarytheorycharacter;thesinicizationofMarxistliterarytheory;culturalself-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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