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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与中国特色文论之构建
◇吴圣刚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出现过无数次危难、挫折和各种艰难困苦，正是因为

话》
（以下简称《讲话》
）中，根据目前“我国和世界发

有强大的文化力量，激励起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展大势”，从民族振兴和实现中国梦的高度，对文艺

坚定了我们前行的信心，最终推动了社会的跨越式

的地位、本质、规律、问题、发展动力、发展途径等，做

发展。就此意义而言，民族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的

出一系列新的论述，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构建中

进步史。

国特色文艺理论确立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搭建了核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

心的理论框架。其论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

一、
地位与作用:“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

文艺在中国人文传统中占有极其重要分量，春

国鼓与呼。”特别是近代以来，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

风化雨，润物无声，其作用自古被社会广泛看重。曹
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

中，文化促使国人的警醒和觉悟，无论是五四运动、
抗日战争，还是新中国建设，甚至改革开放的伟大变

朽之盛事。”在曹丕看来，首先，文章关乎国家治理的

革，文艺都发出了最强音。所以，习近平进一步指

大事，因为文章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智慧；其次，文

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

章可以永久闪光，因为文章记录着民族精神和情感

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作为上层建筑的

的密码，能够世代流传。文学艺术作为人类心智的

文艺与社会生活一直处于积极的互动之中。文艺的

产物，关乎“经国”，
关乎风化，关乎历史承续。

创作和生产始终是动态的，文艺家的思想、情感、认

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审视历史，站在民族振兴和

识、创作动机等，与庞大的、鲜活的生活之流密切关

实现中国梦的高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地位和作用

联，现实生活中的丰富样态一定会成为文艺作品的

做了精辟论述，
“ 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

有机构成，生活中的大量信息一定是解读文艺作品

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

的密码。其中也包括政治生活，因为政治生活也是

审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

社会生活，而且是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文艺不可能

民最伟大的梦想……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

无视政治生活。事实上，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异

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习

常复杂，在某些时期，文艺可能会主动介入政治生

近平把文艺作为文化的重要构成，放在中华文化发

活，譬如岳飞的《满江红》、辛弃疾的《破阵子》、鲁迅

展的大背景下认识文艺的作用，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

的《呐喊》
《狂人日记》等一些直接言说政治的作品；

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

某些时候，政治可能要求文艺进入政治领域。

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文化

既然文艺作品摄取了丰富的现实生活的内容，

（文艺）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是与人类社会的发

必然会对现实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既是精神对物质

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实

的反作用，也是文艺作品摄取的社会生活能量释放

现自身发展的精神成果。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

的过程。所以，文艺在社会历史面前从来都不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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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而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和潮头，为社会的发展

的要求也更高了”。文艺“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

鼓与呼，注入精神能量，正如习近平所言:“举精神之

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

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文艺

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

的影响力来自于文艺的作用，文艺的地位也来自于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同时，文艺记

文艺对社会历史的作用。艺术家只有走在时代前

录着民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生态，是世界

列，
“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

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窗口，是中国人民展示精神风貌

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
“彰显信仰

的重要方式，人民迫切需要文艺把自己的创造性劳

之美、崇高之美”，引领时代发展，文艺的作用才能真

动、良好风尚、优秀文化、民族智慧等传播出去。因

正体现出来，
才能称得上有价值的文艺。

此，习近平强调，
“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二、
文艺的属性（本质）：
“人民的文艺”

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

文艺是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是人

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

们最重要的精神营养品。因此，创作什么样的文艺

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

作品，提供什么样的文艺消费，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成

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

长关系重大。文艺必须为人的全面发展和民族的精

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文艺需

神成长负责，在本质上是满足人民健康的、高层次的

要人民”。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人民

精神需求。所以，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

的文艺必然是反映人民群众生活内容的文艺，一定

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这就明确了社会主义文

能够让人民在文艺中看到自己的身影、思想、情感、

艺的本质属性。在文艺发展史上，虽然经过历史淘

喜怒哀乐，认识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树立起奋斗的

洗流传下来的艺术精华最终走向大众，与人民融合，

目标和信念。习近平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

但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常常被统治阶级主宰着，

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

以为统治阶级服务、满足统治阶级和特权阶层的需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文化艺术史告诉

要为首要目的和追求，往往体现为贵族文艺、小众文

我们，最精彩的故事在民间，最有活力的语言在民

学，譬如中国的宫廷诗、法国的“贵族沙龙文学”等，

间，最原始的艺术元素在民间。
“文艺只有植根现实

但却没有长久的生命力。而真正构成艺术史的必然

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

是那些反映人民思想情感、形式上能够为人民接受

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一旦离开人

与喜爱的优秀作品。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

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

躯壳”。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

作者’”。因此，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以人民的价值观和立场为选择方向，就能够真正走

心的创作导向”
“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

进人民的生活，把握人民的精神需求。当然，
“人民

工作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

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

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批评家，把为

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

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真正创作出完

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

全属于人民的文艺。

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

习近平明确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属性，即人民

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

性。人民性的基本理论内涵是，
“第一，人民需要文

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第三，

艺”。在社会主义国家，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精神的

文艺要热爱人民”。文艺是一种有温度，又非常柔性

滋养是一种必需，
“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

的精神营养品，它之所以能够抚慰人的心灵，是因为

刻刻都存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

它饱含的大众情怀、人文关怀，其中最核心的元素就

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

是爱。而这种爱是对大众的爱，社会主义文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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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满对人民的爱，只有体现出对广大人民的爱，才

文艺体现中国精神，首先要有深厚的爱国主义

是一种大爱，只有充满大爱的文艺，才是伟大的文

思想内涵。习近平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艺。所以，习近平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

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

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

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爱民族、爱国家、爱家乡是人

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

类的基本情怀。中华民族历来重人伦、重亲情，具有

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作家艺术家最大的幸福。”

更浓重、更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感始于人的血

“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

缘亲情，源于人的生命起点，是个人奋斗、民族发展

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

动力之源泉。中华民族之所以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历

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

经磨难，仍然能够保持不竭的发展动力，仍然屹立于

三、
文艺的灵魂:“中国精神”

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社会主义文艺是民族文艺的历史延续，是民族

心系民族，心系国家，始终为她的生存、发展而奋斗，

文艺的当代形式，体现着典型的时代特征。作为民

时刻为捍卫她的尊严和荣誉而牺牲。在我们的文学

族文化重要构成和载体的文艺，其要义就是深深植

史中，凡是关涉民族生存发展大计的作品，都为人民

入民族文化的精神，让民族文化的精髓在文艺中熠

所喜爱。屈原的《离骚》，因表达的“亦余心之所向

熠生辉。

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诚的爱国信念而大放异

中国文艺说到底也是民族文艺，中华文化是其

彩；辛弃疾的《破阵子》、陆游的《示儿》、岳飞的《满江

底色，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是文艺的主体内容。习

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等广为传颂。可以说，爱

近平指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

国主义是中国文学一直延续的主题，也是中国文学

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从根本意义上说，我们今

叙事和表达的基本母题。所以，习近平指出:“我们

天的生活是民族历史和文化延续出来的一种现实形

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

态和方式，其背后联系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和文化

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

内涵。因此，文艺表现和反映当代生活，不是一种简

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文艺的魅

单的现实形式，必然与民族历史和文化存在着丝丝

力在于能够吸引人、打动人、感染人，而爱国主义话

缕缕的黏合。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创造，都

题能够牵动每个人的神经，让人找到情感的皈依。

是其历史记忆、风俗传统、审美习惯或直接或间接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国主义母题是文学艺术魅力的

发散，不可避免地打上鲜明的民族文化烙痕。每个

重要指标。

人都生活在民族文化传统织就的巨大场域之中，作

文艺体现中国精神，要积极表现中华民族崇高

家也不例外。在文学创作中，这种积淀在作家意识

的道德追求和道德情操，彰显真善美的审美精神。

深处的文化基因，无论本人情愿与否，都会不可遏止

真善美是文艺审美蕴含的最基本元素。文艺必须反

地灌注在作品的肌理之中。题材的偏好、主题的设

映人民的真实生活，表达民族真正的理想追求，吸纳

定、气质的凸现、韵味的生成，等等，每个方面都包含

大众的真情实感和普遍情怀；必须承载我们社会中

着丰富的民族精神信息”。更重要的是，文艺需要深

的“大道”，表现民族历史和大众生活中的善行懿德；

入挖掘生活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充分吸收中华优秀

必须充分发掘社会生活中美的元素，体现人民追求

传统文化，增加艺术的深度和厚度。这是文艺丰富

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展示中华民族文明和谐的生

性、深刻性的重要前提。因此，我们的文艺必须以人

活方式。只有这样，文艺才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习

民群众的选择为方向，以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为坐

近平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尽管在

标，表现中国人民真实的、典型的、富有蕴含性的生

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真善美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

活，反映中华民族沉稳厚重、刚健有为的精神世界，

但真善美的东西具有广泛的认识基础，人们容易接

彰显民族性，
高扬中国精神。

受，并能够转化为人们的一种生活追求。因此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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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表现真善美作为永恒的追求，
“我们要通过文艺

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

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

作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的要求。毛泽

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

东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

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

个是艺术标准。”习近平在《讲话》中针对当前文艺的

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

实际提出:“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

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中国文艺体现中国精

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

神，充实民族文化，并不否定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

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

化，更不排斥人类发展中形成的高尚的精神元素和

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这里，提出了文

品质。相反，中国文艺要走向世界，要走向人类艺术

艺评价的标准，即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

之巅，需要更多、更广泛地吸纳、融汇其他民族的文

一。这一论述，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

化，需要把中国精神铸造成世界精神之塔。一方面，

思想性是文艺的生命线，是文艺的灵魂。文艺

中国文艺承载民族文化、体现中国精神，是中国文艺

是有丰富蕴含的精神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它记录

的民族属性。
“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

着人类的思想、情感、心理、行为的活态片段或过程，

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民族文化就是中国

能够还原历史，能够观照现实，具有深刻的认识价

文艺的民族血脉，
“ 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

值。文艺的认识价值与其内容紧密联系，内容不仅

魂”。按照鲁迅先生的观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

是文艺的血肉，而且是文艺产生思想价值的基本材

的。中国文艺独特的民族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另

料。文艺表达和反映人们的生活，表达什么，以什么

一方面，就文化发展史而言，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是

样的立场、目的表达，从什么角度、在何种程度上表

完全封闭的，在绝对意义上都处在交融、衍变的过程

达，作家（艺术家）可以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可能与

之中。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化的激

作家（艺术家）的知识、能力、视野等有关，但更可能

荡、交融更加剧烈，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在与其他民族

与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意识有关。文艺不是一种单

的文化进行碰撞、交流，异质文化的涌入是必然的。

纯的形式组合，而是实实在在的内容存在，其中的思

中国文艺需要有开放意识、广阔胸怀，吸收、借鉴世

想、情感是通过文艺的内容传达出来的，它的多蕴性

界优秀文化成果，丰富中国文艺的内涵，筑牢中国精

内涵是由文艺的丰富内容生成的。从某种意义上

神。正像习近平指出的，
“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

说，文艺内容的选择，就是一种价值选择，有什么样

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

的内容，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价值和内涵。文艺

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

一定要给人以启迪，能够照亮人的心灵，坚定人们生

合璧、融会贯通，
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
。

活信念。没有思想内涵的作品，必定是贫乏的作品，

四、
评价标准:“思想性、艺术性有机统一”

不可能产生久远的影响力。因此文艺必须“传播当

文艺评价的标准，既是对文艺整体发展状况的

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

评价依据，又是对具体作品优劣评价的标尺。文艺

美追求”，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巨大的思想魅力。

评价标准问题，事关文艺发展的大计。以什么样的

艺术性是文艺的技巧，是文艺从外到内的组织、

标准衡量一部作品，体现着文艺的核心价值观。与

结构、展示方式。各种艺术都有自己的特点，其组

其他精神成果相比，文艺的特性不是直接地论述、阐

织、结构、展示方式不尽相同，但都需要技巧。因此，

释、介绍，而是以艺术的手法表现人类的生活、思想、

不同文艺品种艺术性的外延有差异，内涵是一致

情感。因此关于文艺的评判标准，必须符合文艺的

的。高水平的文艺作品一定包含着精湛、独特的技

规律和实际。古今中外，对于文艺的评价标准没有

巧，以便更有效地表达文艺的思想内涵，展示文艺的

停止过探讨。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提出了“较

精髓和魅力。艺术性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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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具体的作品之中，客观地与文艺的内容、思想性联

的角度、知识背景、关注的焦点等不同，存在一定的

系在一起。无论是组织方式、结构方式还是展示方

差异性。但无论是专业文艺批评还是民间文艺批

式，都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组合，与内容的构成、话

评，都是对文艺的一种评点、评价，都会做出基于自

语的表达、思想的体现等浑然一体，凝聚着艺术家的

己认识的好与坏的结论。中国古代的文艺批评大多

创作智慧。观赏性是艺术性的展开状态，是文艺动

是针对作品文本的批注式的，往往对作品的优劣之

态的展示方式。思想性、艺术性镶嵌在创作之中，观

处有精到的点评，简洁、明快、实用，易于把握。近代

赏性主要在文艺传播过程得以体现。换句话说，思

以来中国的文艺批评逐渐为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批评

想性、艺术性是在作家（艺术家）创作过程中已经融

规范所取代，文艺批评的学理化、系统化加强，但某

入作品，观赏性则是文艺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展示出

些批评随意套用概念理论、大而无当的现象也不同

来的。但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是密不可分的，没

程度存在。

有作品叙事、表达的精彩，思想的深邃，艺术手法的

当下，处在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语境中的中国文

精湛，观赏性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思想性、艺术

艺，同时置身于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全媒体化交

性是观赏性产生的前提。

互传播的环境之中，文艺批评如何开展?首先要确立

在文艺实践和创作规律中，思想性、艺术性、观

文艺批评的原则。习近平指出:“文艺批评就是要褒

赏性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也存在几种偏向，

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

一种是突出思想性而忽视艺术性。突出思想性，凸

烂苹果’的工作，
‘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显了作家（艺术家）的时代感、责任感、使命感，这是

褒优贬劣、激浊扬清，这应该是我们的文艺批评的原

文艺自身对作家（艺术家）的内在要求。但文艺的思

则。文艺批评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文艺的健康发

想性必须由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手段来承载，否则，文

展，催生更多的好作品产生。因此文艺批评就需要

艺就失去了自己的特性，其思想性就很难真正有效

有高度的责任感，
“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其

地进入更多人的心灵。另一种是片面追求艺术性而

一，关注具体作品和文本，客观评价作品，直指创作

放弃思想性。在文艺史上，一直有为艺术而艺术的

得失，把优秀作品及时推介出来，把劣质作品扫入历

实验和探索，在技巧上煞费苦心，刻意雕琢，往往是

史的垃圾箱。其二，切中文艺现实，不回避矛盾和问

技巧上似乎非常精致，但思想内涵上却十分贫乏，最

题，弘扬正气，鞭挞邪气，承担起创造优良文艺创作

终也难以成为文艺史上的精品。还有一种情况是，

环境的责任。习近平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

内容上贫乏、低俗，技巧上不堪推敲，以迎合某些人

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

低级趣味为目的的粗制滥造，这些东西注定是文艺

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

垃圾。所以，真正的经典作品，必然是思想性、艺术

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

性、观赏性高度融合、有机统一的作品。

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习近平的

五、
文艺批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

论断一语中的，直指文艺批评的要害和现状，对于开

文艺批评是文艺生产、传播、消费、产生效力的

展理性、健康、有活力的文艺批评，既具有理论意义，

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文艺的发展史相伴随的。文艺

又具有实践意义。

发展史揭示，文艺批评是文艺发展的重要动力。就

文艺批评不同于文艺欣赏。文艺欣赏重在赏析

文艺批评的实践而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艺批

文艺的亮点和精彩，文艺批评的关键点是批评，批评

评。这说明文艺批评一定要切合批评对象的实际，

的对象是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矛头针对的是文艺

把握好文艺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语境。文艺批评可分

中的问题和不足。换句话说，文艺批评的实质就是

为专业批评和民间（非专业）批评，可见，文艺批评者

挑刺和除病。历来文艺批评中就存在附庸风雅、阿

较文艺创作者众，凡能够消费文艺者，都可能成为文

谀奉承的陋习，延至今日，这些陋习与市场经济媾

艺批评者。专业文艺批评与民间文艺批评基于介入

和，文艺批评中充斥着利益，利益影响甚至决定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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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的导向。一些人把文艺作品视作商品，文艺批评

党和姓民的问题。表面看，这似乎是一个有明显差

等同于推销商品的广告，批评者类似于广告商，无论

异性的问题，深入解析，二者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作品好坏，批评遗失了，剩下的是搜肠刮肚拼凑的推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

介和吹捧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对文艺有害无益。因

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根本宗旨是全

此，文艺批评不能丢掉批评的武器，一定要坚持批评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是从理论要义上还是从实

的原则和艺术标准，客观公正地介入文艺实践开展

践意义上，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实现了高度的统

批评，
为文艺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一。党的文艺，即人民的文艺；反过来说，文艺体现

六、党与文艺的关系:“党性与人民性、政治立场
与创作自由统一”
党与文艺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

了党的意图，从根本上也就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在
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优秀的作品往往都能够实现
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党在文艺的领导和管理

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领导着中国的发展，

中，总是把党性和人民性视作统一体，从来没有以党

统筹着中国的各项事业。习近平指出:“文艺事业是

性排斥人民性，而是把充分体现人民性的文艺作品

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

看作是对党性的最好体现。

战线。”这就引发出两个问题，一是党如何领导和指

关于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实际上主要

导文艺？二是文艺怎样贯彻和体现党的路线、方针、

是政治导向与创作选择的关系。任何人都会有自己

政策和基本意图？这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

的立场（包括政治立场），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代

题。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

表了谁的利益？体现了谁的政治?社会主义的政治

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家站在最广大人民利

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

益的立场上创作，就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当

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

然，政治作为国家和政党的治理行为，有总体性要

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

求，有阶段性任务，也会有变化和调整，但最广大人

系。”这一论断精辟地揭示了党的领导与文艺创作的

民的根本利益不会变，作家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内在关系。

而创作，有充分的自由。事实上，在维护最广大人民

首先，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

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创作没有禁区，作家（艺术家）

证。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文艺政策

完全可以在内容、题材、形式、体裁、流派等方面自由

是文艺发展的基本保障。党根据国家大局和文艺实

选择和探索，党的文艺政策是“百花齐放，百家争

际，对文艺工作统筹规划，共同推进与其他事业协调

鸣”，凡是人民群众喜欢的，即是党和国家倡导的；凡

发展，是文艺事业繁荣的制度支撑。其次，党的根本

是对人有害的，人民反感、反对的，就是党和国家禁

宗旨与文艺创作的追求存在最终的一致性，即为人

止的。

民服务。这说明社会主义文艺的最终和最高追求，
完全能够贯彻和体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基本意
图。再次，党与文艺的关系，具体体现为党性和人民
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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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通俗地讲，即文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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