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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视角下习近平文艺

思想研究

崔雅萍　张　晶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

大等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目标任务和发展方

向，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在实践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以中国精神

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些论述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思

想为指导，以新的视野丰富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思想、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问题、文艺事

业发展的灵魂和历史使命的具体内涵，充分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华并进行了具体化

实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习近

平文艺思想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导向和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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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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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判断基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

国内外形势，科学地把握了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

位。当前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生

产总值稳居世界前列，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日益完

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文艺是社会

生活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就

意味着社会主义文艺工作也进入了全新阶段。新形

势下文艺工作应坚守什么方向？文艺工作的性质和

发展规律是怎样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化的视野，创造性地

回答了这些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

化研究的内容，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习近平文艺思想“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问

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讲话”[2]，主要包括《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

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以及在《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中有关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和发展的表

述等。在这些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文

艺发展的性质、任务、基本原则等根本问题作出了

明确的阐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一部分，它开辟了现阶段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

新视阈，阐释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前进方

向，是发展新时代文艺工作的行动指南。为更好地

分析与把握习近平文艺思想，本文主要探讨习近平

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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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对于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具有重大的应用和

指导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文艺的人民性、社

会性与思想性最能体现其理论核心。文艺的人民性

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首要价值

观是“人民至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文献中，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

的重要力量，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民群

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是文艺作品的主要来源，因

此，文艺作品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特

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将文艺人民性的思想

融入社会观，还将文艺人民性的内涵融入其艺术

观。文艺创作的源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

文艺作品应该反映他们的生活，因为社会实践的主

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人民性思想的基本内涵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的

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反映出其区别于其他任何理

论的最本质的理论品性”[3]，因此，文艺的人民性

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内容和主旨思想，文

艺人民性也成为文艺工作中进行艺术实践的根本 
方向。

那么，要实现文艺的人民性，必须重视广大

人民群众的艺术创造力。文艺创作应取材于人民群

众的现实生活，观察和描写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这才是文艺创作的原材料，这样的文艺才是以人民

为主体的文艺。它具有人民性，代表人民的观点。

“在新时代，文艺要把彰显人民性视为艺术卓越性

追求的根本价值导向，视为建构新时代文论话语体

系的根本遵循，是当代文艺追求‘强起来’的一个

重要标志。” [4]

对于文艺的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作出了明确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

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

讲，就是人民的文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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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反映出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文艺人民性”的核心内涵，是对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和补充。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和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创

造人类历史和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所起的决定性

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

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6]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深刻阐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精

神文化的贡献作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贯穿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始终，文艺的人民性成为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人民是历史和时代的

创造者和推动者，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为文艺创作提

供不竭的源动力。这一观点完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中“文艺人民性”的核心思想。

习近平文艺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中的“文艺人民性”，强调人民性是社会主义

文艺的根本属性，为人民群众服务是社会主义文艺

的根本方向。人民群众是文艺的表现主体，是文艺

作品的鉴赏者和评判者，文艺的生命力依托人民的

价值判断。习近平文艺思想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理论基础，并以

此作为文艺实践中的指导思想，代表了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

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

‘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7]这一观点要求以

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文艺评价标准。一部好的作品应

该经得起人民的评价、专家的评价和市场的检验，

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统一。文艺工作者要铭记人民是历史创造者

的真理，将群众路线作为创作基础，实地观察人民

的现实生活，虚心听取人民的意见。列宁强调艺术

属于人民，艺术作品以劳动群众的生活为根基，必

须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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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

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精神作出了重要论述。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

强国之魂。党的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明确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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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事业

需要伟大的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文艺

的作用不可替代。[8]文艺是人类精神的写照，又反

过来推动人类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有灵魂的文艺作

品才能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只有将中国精神注入

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文艺事业才能够不断地兴旺

发展。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可以看到，习近

平文艺思想强调文艺的引导和教育功能，指出文艺

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

要求文艺工作者充分认识到自己肩上所担负的历史

使命和责任，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

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要借助有思

想、有温度的艺术作品教育和鼓舞人民，启迪思

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引

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和道德

水平，要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充分

发挥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所

具有的独特作用，使之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这些论述完全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有关文艺的作用与功能的基本 
观点。 

马克思在《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乌兰内

姆》等作品中指出，文学艺术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

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的一种社会意识

形态。[9]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又可以塑造和

改变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

作用。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

在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落后的、反动的、

不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这也是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的理论基点。马克思鼓

励作家群体既要重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

用，又要重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自觉

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克服错误的思想意识，始终

坚持崇德尚艺，不断提高艺术水平，创作出能屹立

不倒甚至超越时空限制的经典作品。毛泽东认为文

艺是帮助民众觉醒的强大工具，文学对教育人民、

提高群众思想觉悟有重要作用，文艺作品中应当包

含作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和毛泽

东的观点，倡导发挥文艺的教育作用，鼓励文艺工

作者要努力成为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用具有丰

富、积极的思想内涵的作品引领文艺的发展和社会

的进步。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灵魂是中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精神的高度分析社会主义文艺

的功能和文艺工作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指出中国

精神是我们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宝贵

的精神财富，展现了中国人民独特的精神风貌，体

现了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汇集了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粹。它的发展脉络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基

本吻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

九大开幕式上指出：“我们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

量。”[10]有关中国精神的论述是习近平文艺思想中

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对中国社会主义文艺

事业的发展模式所进行的建设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作为先进的力量，

无产阶级承担着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以及世界优秀文

化遗产的重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

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

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

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1]由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艺理所当然地需

要承袭和弘扬自身文化的精粹，需要从中华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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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倡导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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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等于排斥学

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这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中无产阶级文艺的历史使命不谋而合。马克思恩

格斯提出无产阶级文艺的历史使命是为否定旧世

界、创造新世界服务[12]，“否定旧世界、创造新世

界”就是文艺工作者要运用文艺这个重要的精神武

器彻底揭露和无情批判腐朽罪恶的旧的社会制度，

热情讴歌新的社会制度以及各种新生事物。马克思

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

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

世界。”[13]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文艺作品要歌颂倔强

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塑造高大的艺术形

象，反对对现实的歪曲和脱离现实的毫无意义的 
抽象。[14] 

无产阶级除了需要承担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

的重任，还应该借鉴吸纳世界其他优秀文化遗产，

这样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当代文艺工作

者们应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艺

创作中的根本任务和崇高使命，把爱国主义作为文

艺创作的主旋律，这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艺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核心价值观

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

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

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文艺工作者在牢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

作的主旋律，引导社会大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家

国观念，增强自豪感和满足感，促进社会的和谐 
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精神与文艺作品和文艺

工作者结合起来，赋予了文艺工作者时代感和使命

感。作品是展现创作者思想的关键载体，文艺是铸

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必须

发挥好文艺的教化、培育功能。当代文艺要继承和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文艺思想中有关中国精神的论

述，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的补充和创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入

了新活力。

三、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社会主义文艺在国家整体建设发展中至关重

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使命所决定

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需要遵循科学的方针

和政策才能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文艺思想

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党性原则也作出了明确的阐释，

指出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文艺的各项工作都要在党

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繁荣

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保证。文艺的根本宗旨

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是以“人民至

上”为价值取向，都以人民为中心。党和文艺的关

系只有在正确把握这一立足点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妥

善处理并更加完善，才能使社会主义文艺真正能够

担负起其历史使命。正如黄力之教授在其文章《加

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中指出：“中国共

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改变中国的历史命运时，由于

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把握，意识到文艺

这一审美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的积极作用，也意识

到无产阶级的正义事业必将提升文艺本身的品性，

文艺的繁荣与人民改造世界的事业是相一致的，因

而，党在重要的历史时期对文艺实行了正确的领

导，既通过文艺促进了人民事业的胜利，也创造了

文艺本身的繁荣。”[15]改革开放以来，文艺事业的

百花齐放与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的领导方针与政策

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领导核心。党对各项事务的领导自然也包括对文

艺事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

坚持文艺事业的党性原则是习近平文艺思想对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的具体化实践。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把文艺归入社会意识领

域，认为文艺的发展依赖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

发展变化会决定文艺的走向。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

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与社会制度密不可

分。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宗教、观念与思

想意识，都由统治阶级主宰，体现统治阶级的物质

生产关系。[16]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建之后，拉法

格、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普列汉诺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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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进一步发展和补充了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1905年，列宁发表了《党的组织和党

的文学》一文，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

明确了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党性特质，规定了无产

阶级革命文艺的性质、对象和任务，并根据文艺的

特征提出了尊重文艺规律的论断，指出“文学应当

成为党的文学”“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

事业的一部分”“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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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不能把

党的文艺事业“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

刻板地等同起来”。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对文艺事业

的领导权问题，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

党转变为为工人利益代言的执政党后，党必须加强

对文艺和写作事业的领导、组织和管理，党还要重

视成立文化协会。毛泽东明确提出文艺工作的党性

问题：“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

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

的‘齿轮和螺丝钉’。”[18]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

的文学》一文中也提出了文艺工作的党性原则问

题，指出无产阶级文艺工作是党领导下的文艺工

作；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

策主张。这些都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理论来源。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

记以中国化的视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在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

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所取得经验的基础上，着重分

析党的文艺工作不断蓬勃发展的推动因素，从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的维度指明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和具体的工作方法，“形

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领导的科学认识

论和方法论”[1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选好配

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

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

来。”[20]针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原则问题，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了在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中应

该遵循的两条基本原则，并对文艺评价的职责与标

准提出了相关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条基本原则，其一是要

紧紧依靠文艺工作者，在深入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精

神需求的基础上，虚心听取文艺工作者在当前创作

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对未来文艺工作管理

机制的建议，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

劳动，在政治上给予充分信任，在创作上给予热情

支持，让他们能够在良好的创作环境里工作，并要

求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切实加强对

文艺工作的指导和扶持，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引导

和团结，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其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要尊重文艺

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

能破坏这一规律，应当从实际出发，致力于科学、

高效的文艺工作管理模式。在长期的社会主义文艺

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传统文艺创作、

生产和传播的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措施。随

着计算机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发

展，诸如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

新的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新的文艺形态应运而生，

促使人民群众的文艺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当

前文艺工作出现的新对象、新方式、新手段以及

新机制，在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文艺产品传播方

式、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习惯变化的前提

下，应通过深化文艺管理的模式改革、完善文艺事

业的相关政策、健全文艺领域的体制机制，尽力打

造能够“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各级

党组织应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充分认识文联、作协

的重要作用，指导推动文联、作协深化改革、发展

事业，加大政策支持和保障力度。

针对文艺评价的职责与标准，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指出文

艺批评要的是真实的批评，主张文艺批评要有批评

精神。文艺工作者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

导，继承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的优秀遗产、批判

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

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用美学观点和历

史观点衡量评价作品是其中主要的评价标准。恩格

斯在分析歌德的世界观和作品创作时秉持严谨的批

评态度和科学的批评方法，提出了评价作品要坚持

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在评论拉萨尔的悲剧《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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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时，恩格斯明确指出：“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

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

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

见。”[21]这一评价标准要求对文艺作品的评价要基

于艺术审美角度，以把握作者完整的艺术构思和作

品的客观效果，也要着重对作品的社会历史进行科

学分析。对具体作品的评价，有的需侧重艺术审美

角度，有的需侧重社会历史角度。从“美学的观

点”看文艺能够深入揭示文艺的审美本质，从“历

史的观点”看文艺，可以更进一步关注文艺的历史

使命，以及社会的职责与功能。[22]只有坚持美学观

点与历史观点的统一，才会对作品作出客观的评

价，这是恩格斯对评价作品提出的科学方法。[23]毛

泽东强调了文艺批评的重要作用，指出“文艺界的

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提出“文艺

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

准”。他进一步指出，按照政治标准来说，能够有

利于社会主义建设，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

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文艺作品，反之

便都是坏的；按照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

的作品就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作品则

是坏的，或较坏的。习近平文艺思想一方面吸收了

“美学”“历史”和“艺术”的评价标准，另一方

面将“政治”标准明确为“人民”尺度，使“人

民”成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之一。从四重维度评价文

艺作品是对恩格斯、毛泽东文艺评论观点的继承和

发展，是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原则。

列宁指出：“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

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不会穷尽它）；而

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

我们什么也得不到。”[24]习近平文艺思想以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艺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和补充。习近平文艺

思想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始终倡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加

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思想、无产阶

级文艺的党性问题、文艺事业发展的灵魂和历史使

命的具体内涵，对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建构性

价值，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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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Xi Jinping's Literary Thought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CUI Yaping    ZHANG Jing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Xi Jinping has delivered a series of speeche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s at the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s Work, the 10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s, and the 9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where he put forward the objectives and orientation. He emphasizes 

that socialist artists should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creation orientation, uphold Chinese spirit as the soul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s, and persist in the CPC’s leadership. Guided by the core ideas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Xi Jinping's statements above inherit 

and develop Marxist literature and arts thought, and form Xi Jinping’s socialist literary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ith a new outlook, it enriches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socialist literary thought, the party character of proletarian literature and 

arts, the soul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and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its historical mission. Xi Jinping’s literary thought fully absorbs 

the essence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nd conducts specific practice. It is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t 

literature and arts in the new era of China’s socialist development. It is also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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