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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存在文艺浮华虚荣现象

从党和人民对文艺的新期望出发，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了当下文艺

领域存在的某些弊端：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

“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

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

问题。“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

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不能让文艺成为“无根

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下中国文艺状况的揭示，

令人想起晚年毛泽东在1975年对当时中国文艺

状况的指认：“样板戏太少了，而且稍微有点错误

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

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具有戏剧性比较意义的是，毛泽东揭示的状

况，实际上是由于一种错误的、将文艺捆绑于政

治的“左”的文艺政策的存在，使得文艺创作处于

停滞状态，百花萧杀，由此毛泽东才提出“党的文

艺政策必须调整”。

而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揭示的是另一种状况，

“左”的文艺政策早已不复存在，文艺家的创作自

由得到极大发挥，但实际上当下中国文艺领域出

现了浮华虚荣状态：创作自由事实上被滥用，从

影视、流行音乐、演出、综艺选秀，到畅销小说、新

潮艺术展，再加上明星绯闻、考艺热潮种种，看上

去轰轰烈烈，热烈非凡。但平心而论，热烈过后，浮

华褪尽，除了钞票，除了数量，又有多少能够与这

个非凡的时代、伟大的民族相适应的作品存在呢？

在浮华式的“繁荣”中，人们看到太多的东西

是：或者是“看不懂”的“愚人节”作品，或者是直

接来自于床上、来自于厕所的“行为艺术”，或者

是粉饰、伪造现实的“伪现实主义”盛行、“戏说历

史”成风尚，或者是无意义的“一地鸡毛”之无聊

渲染，或者是以丑为美、美丑不分，以听了让人恶

心的“娘娘腔”去博取笑声，更有甚者，则是对残

忍、猥琐的特殊嗜好，让人不忍卒睹。坦率地说，

这种文艺“繁荣”了，轻者是浪费人们的宝贵时

间，重者则是谋杀人们的心灵。

文艺创作需要自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有

了自由就有了一切吗？现实提出了疑问。如果有

了自由而迷失方向，受到伤害的还是文艺。不要

说与中国古代文艺精品去比，就是与新中国成立

以来、“文革”以前的文艺精品（如《创业史》《红旗

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相比，当下也鲜

有可以比肩者。近来，香港导演徐克以“文革”前

文学题材拍出电影《智取威虎山》，叫好又叫座，

此中反映出的问题是深刻的，值得文艺界深思。

被忽视的审美文化本性

为什么创作自由会滥用于制造低俗平庸呢？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当人们有了自由创作的权利

时，同时也自由地面临了某些错误思潮、特别是

那些远离中国传统与中国现实的西方现代思

潮（从泛性论到生命本体论、形式主义到后现

代主义等）的诱惑，而忘记或者忽视了文艺的本

性到底是什么，以为为所欲为便是文艺的最高

境界。

针对这一思想误区，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

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

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

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

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

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

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

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在这

一段论述中，“永恒价值”和“最高境界”的界定既

是对文艺史的准确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

思想的继承发挥。

从文艺史的认识来说，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

《诗品序》云：“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

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

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

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

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段文字实

际上讨论到了文艺（诗歌）之“永恒价值”和“最高

境界”，其逻辑结构是：社会关系之真（如爱国主

义之崇高），人性之善，必须通过诗歌展现出

来（既“展其义”又“骋其情”），形成“感荡心灵”的

载体，达到美的境界。后人必须注意到，钟嵘所列

之表现题材，无一低俗、平庸，遑论丑恶之物。

《红楼梦》第八十六回通过黛玉之口，表达对

抚琴这一艺术行为的深度理解：“琴者，禁也。古

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

侈。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

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

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

想，气血和平，才能与神合灵，与道合妙。所以古

人说‘知音难遇’，若无知音，宁可独对着那清风

明月，苍松怪石，野猿老鹤，抚弄一番，以寄兴趣，

方为不负了这琴。”应该说，这里依然表达了对真

善美相统一，自然美、生活美、心灵美相统一的追

求，诠释出浓烈的中华美学精神。

从马克思主义美学来说，文艺对真善美的追

求亦是基于艺术与人之基本关系的。马克思主义

美学思想是从审美发生学的事实出发的，确认审

美是人类文明的独特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

化不可取代的特殊形式。按照马克思《1844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的说法，“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

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人

“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人不仅通过

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人的感性，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

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

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艺术就是这个“对象世界”之特殊部分，通过

它，人才能肯定自己，提升自己。马克思后来以音

乐为例指出，“钢琴演奏家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

们的音乐感，不是也某种意义上生产了音乐感

吗？”“钢琴演奏者刺激生产，部分地是由于他使

我们的个性更加精力充沛，更加生气勃勃，或者

在通常的意义上说，他唤起了新的需要，为了满

足这种需要，就要用更大的努力来从事物质生

产。”可见，人性的提升，文明的进步，证明艺术这

个“对象世界”必定是以真善美为规定的，否则人

性与文明的主流就不是这个样子。

真善美应独立于市场机制

此外，当人们有了自由创作的权利，却又自

由地面临了市场化经济利益的诱惑时，也会漠视

文艺的真善美本性，迷失创作的方向。在市场经

济机制之下，文艺的真善美本性是否将不复存

在，创作的出路是否只服从市场化的逻辑，把自

己变成利润增长的机器呢？或者说，文艺作品的

优劣是否由市场说了算呢？

对此，在肯定文艺的真善美本性的基础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

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

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一部好的作品，应

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

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必须知道，市场经济并非始于中国改革过

程，而是最早成熟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而马

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早已接触到

了文艺的审美本性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

己的科学见解。

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集中研究了这个

问题，他使用的基本概念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

产，其基本关系是：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总是迫

使精神生产服从自己，一方面，由于“物质生产领

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

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

坏，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总是好的”；另一方面，

“一切职能都是为资本家服务，为资本家谋‘福

利’”，“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

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

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

马克思的意思是，资产阶级已经不在乎最高

的精神生产之自身规定性，只看其是否能够带来

物质财富，这就是指文艺被当成市场的奴隶，即

市场化对文艺审美特性的侵蚀。

但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逻辑是社会的惟一

逻辑，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尽可能地以

利润追求去破坏艺术的审美性，但真正的文艺家

还是会坚守审美性——否则他就不是文艺家了，

这里的问题在于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就形式上说，精神生产是一个统一的概念，

但精神生产这“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

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就是说，当精神生产给资本

带来利润时，它是“生产劳动”，而它作为自我表

现而存在时，它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以诗人

约翰·密尔顿为例说：“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

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

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

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

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 5 镑。但

是，在书商的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

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

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

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

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

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

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

正是在否定出卖艺术创造的个性、服从市

场利益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论

断：“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

术和诗歌相敌对”，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美学

并不认为精神生产、特别是艺术必定要追逐物

质生产机制，而是应该坚守真善美特性，否则就

消解了艺术。

由此可知，马克思坚持认为审美现象最核心

的本质是人用以表达真善美的精神世界，即使在

市场经济机制的社会中，也是不可改变的，因为

艺术是人的天性的能动表现，本来就不是为物质

利益而发生的。因此，习近平同志在提出“文艺不

能当市场的奴隶”时，同时强调文艺家要“以自己

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服从市场是为了赚钱，服

从艺术个性才是出于真善美的内在需求。在这一

点上，习近平同志的论述与马克思的审美原则立

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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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是文艺繁荣的永恒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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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文学化”不是个好东西，就像“泛市场化”、“泛商品化”不是好东西一

样。这个贬义词不是谁人的随意杜撰，它就隐身于当下文坛甚是汹涌的当家潮

流。实际上，有许多文学同行都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强势存在，只是不便于，或不

愿意用“泛文学化”这个贬义词点破或戳穿它。有人用“赝品时代的赝品写

作”（上海，吴亮），有人用“现代文学的终结”（北京，格非） 暗指它。我读《文

艺报》时，至少两次碰到有人使用“泛文学化”，只是态度暧昧地轻轻一碰，是褒

是贬，语焉不详。这不仅是因为“泛文学化”正当潮流，更因为“泛文学化”是

头顶着标榜政治正确的“文学创新”招牌堂皇登场的。

原以为“泛文学化”是当代中国作家们的原创，其实不然，它是现代主义

“反文学性”（反审美、反艺术、反形象塑造、反阅读） 的自然衍生，或者说，现

代主义本来就是“泛文学化”的原初形态。中国当代作家学步现代主义的反文学

作派推动“泛文学化”是出于非常私人化的目的，即为了化解、躲避他们走进文

学时遭遇的难处，这难处也可以解释为“门槛”，“泛文学化”就是为文学的拓边

和扩容。拓边即敞开文学的边界，踢翻文学的门槛；扩容是宴请非文学语体大摇

大摆走进文学文本。文学写作于是对非文学语体大敞妖门，文学不仅好做了，而

且又可以做多，不愁打造不出空前的大繁荣的景象来。

当绝大多数当代作家都开始视文学先贤们纯熟驾驭的“感性方式”文学语体

为畏途的时候，群起而作废它的所谓“文体创新”的大动作便堂皇开场了。这是

上世纪末的事情。所谓“文体创新”，有一大串另外的名称，诸如“跨文体写

作”、“无体裁写作”、“文体整合”、“超文体诗学”、“凸凹文体”、“混沌文体”

等。这是一伙审美文化准备不足的所谓“文学新生代”为了快速入主文学，仿效

现代主义彻底反传统的姿态，粗野的文体造反宣言。文学所允许“言说的自由”

是有限的，就是为传播情感和营造感动，而用词语作刻刀塑造形象；舍此而把各

种语体搬到文学里混用，“极大限度的言说自由”倒是有了，但真的文学怕是丢失

得没有了踪影。

“文体创新”论如此轻易得手的直接后果是加速了文学语言的非文学化。马尔

克斯说，他写作是“同每一个词搏斗”，因为“希望他的作品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

行都能紧紧抓住读者”。“文体创新”论，彻底解放了作家，作家写作根本用不着

这样辛苦“搏斗”了。按着“超文体”、“混沌文体”操作，不论是说明、记叙、

议论，怎样写顺手、自由就怎样写就是了，再也用不着为了用词语“作画”，而劳

神费力。这样，作家们的写作明显是提速了，但也明显是：“去精致化”了，而走

向杂芜化、粗糙化、沙化了。

这时，企图校正作家们语言的退化倾向的批评家也不多。李建军在他的 《修

辞学研究》 里，设专章挑剔池莉、莫言、贾平凹、阿来等人的语言杂芜化、粗糙

化的毛病。最近期的例证是 《文学报》 新批评栏目有一篇 《给贾平凹先生的大礼

包》 的文章，对 《古炉》 全书的各类语病，分别以“人物关系混乱”、“时空错

乱”、“叙事屡屡穿帮”三大类一一列举，并详加说明。躲开了文学的难度，文学

获得了“拓边”、“扩容”。个体的文学创作和整体的文学发展，都空前地“提速”

了。“泛文学化”迅速地开创了“无门槛”的文学大繁荣的局面。据黄桂元发表在

《文学报》上的一篇文章透露：近年纸媒长篇小说出版呈逐年递增态势，2010年就

突破了年产 3000 部大关。如此匪夷所思的文学出版规模和速度，足以令世界瞠

目，却一点也没吓着我们自己。其实，进入发行渠道的纸媒文学，还有中短篇小

说、诗歌、散文及报告文学诸多单项，把它们的年产量也统计出来，还有多少个

3000部就说不清楚了。（还有广大的自费印刷、自行散发的民间文学，以及无法计

数的无边的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

曾经有一个人想提醒我们从“泛文学化”打造的文学繁荣中醒悟过来，但是，我们错待了这个

人。这个人就是德国友人顾彬。他不远万里只身来到中国，做的事情竟然是对中国“繁荣”的当代文

学说三道四，而且还是当着甚是志得意满的当代作家、批评家的面儿这样说。结果是顾彬立马落入

“重围”。一场很显同仇敌忾的“抗顾”文事，在当代文坛热闹了好一阵子。现在，这场文事和明显是

接续这场文事的全国性的“重估当代文学”大讨论，都已经结束多时。到了“冷场”的时候，可以

冷静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了：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顾彬批得体无完肤了吗？或者这样反思：顾彬真的

不曾说过一些对话吗？

“泛文学化”是一种无边界的文学，被解说为文学的“拓边”或“扩容”，实际是文学向非文学的

大踏步退化或异化。在这种情势下谈论文学“回到难度”，按理应该是试着为文学重新划一划边界才

对，劝导文学重新回归到文学应该的位置上，现成的叫法是“让文学回到文学”。其实，按照文学先贤

们对文学的塑造，文学与非文学的不可混淆之处，简言之就这样两点：一是文学用形象、形象体系说

话，二是文学是“情感解决问题”亦即“营造精神感动”；在人类创制的所有文种中，文学因为最具感

性魅惑力和丰富的情思蕴藏而成为流布最广泛，钟情者最众多的美丽文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做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中央

政治局围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集体学习。先进

性别文化的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

内在的联系，如何在物质财富有了较大增长

的今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如何建立一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先进

性别文化规范，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一项重要

课题。

先进性别文化的内涵。在人类历史的发

展过程中，性别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平

等自由、天赋人权产生了近代男女平等意识，

从出于维新变法富国强民的需要而解放妇

女、放足启智、培养新式贤妻良母，到“新文化

运动”呼唤“新女性”，再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对

“社会劳动者”、“勤俭持家能手”、“铁姑娘”、

“女劳模”的要求与塑造以及改革开放以来，

对“女强人”的贬斥和对“女人味”的回归，性

别文化的深刻变革改变着人们的性别观念与

性别关系。性别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

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进的性别文化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的

一个重要方面，先进性别文化指的是与社会

发展相适应，有利于性别平等、公正、和谐发

展的文化，它的核心内涵是男女平等，理论依

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

从宏观上说，先进性别文化是人类在历

史和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形成的有利于男女

平等和公正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总和。具体来说，它是在特定社会、时代

和具体环境中对男女两性社会价值、地位和

作用产生的正确认识的一种外在的文化积

淀，以及两者在外界促动或本体意识作用下

内化的个人性格、态度、行为等层面和关系的

总和。是以男女平等为基础，发扬民族精神，

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积极、健康、向

上的一种文化；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

优秀性别文化传统从微观上来说，先进性别

文化是指历史上男女两性在生活和生产发展

过程中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

思想，以男女平等为核心，有利于促进男女平

等、公正和两性协作、和谐，可持续性发展，最

终促进妇女与社会同步发展的性别意识、观

念、道德、理想、追求、价值、标准、审美情趣、

社会制度、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等。简而言

之，先进性别文化就是人们对男女两性社会

价值、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正确的

客观认识，是能够促进男女平等和谐和可持

续发展的一种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先进社会性别文
化建设的关系。奥古斯丁·倍倍尔在 《妇女

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这样预测男女平等的到

来：“新社会的妇女在社会上、经济上是完

全独立的，她们不再遭受任何统治和剥削，

同男人一样，她们享有自由和平等，并且是

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妇女完全解放，男女

完全平等是我们文明发展的目的之一，地球

上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止这一目的的实

现。”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一个了解一点历

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

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

的 （丑的也包括在内） 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

衡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

达。如果说发展先进生产力是新时期妇女运

动的根本任务，那么建设先进性别文化就是

新时期妇女发展的内在要求。先进性别文化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如果先进性别文化内容没有融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就显示不出其真正的

先进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先进性别文化建
设的重要理论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从这个意义来看，先进性别文化

的核心内容是男女平等。它是正确评价男女

两性社会价值作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积淀，

是一种能够促进男女平等、和谐、可持续发

展，最终达到妇女与社会同步发展的先进文

化。先进性别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基本要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有着必然的联系。

先进性别文化建设有益于社会公正和稳

定。先进性别文化是能够鼓励、教育和推动

男女两性平等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是服

从和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线，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的一种文化；建设好先进的性别文化，是保

证两性的平等，推动社会发展的需要。

先进性别文化建设有益于社会的民主和

进步。民主和进步不是一句空话，它必须以

人民的素质和参与为前提，否则只是一句空

谈。长期以来，思想意识领域中的“男尊女

卑”、“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文化，仍然

潜移默化地在人们头脑中滋生，所以必须改

变这种封建落后的性别文化，促进占人口一

半的妇女素质提高，使她们有能力有机会参

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高民主化水平，

促进社会的进步。

如何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建立了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

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然而，男女不平等

的事实依然存在。可见，男女不平等的原因

与社会制度的规范有关，与一种看不见却处

处深受其影响的文化形态有关。因此，我们

应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建立一

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先进的性别文化规

范，以保证两性的平等，推动社会的发展。

第一，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地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

的传播和发展，重要一点就在于其理论的科

学性。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成功，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在性别文化多元并存的时代，

我们更需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

有统一思想，坚定信念，才有可能建立起新

的先进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性别文化规范。

第二，要观念先行，始终把男女平等的

文化认同作为首要任务。男女平等是新时期

性别文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课题，

男女平等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我们要充分合理地利用好这种巨大

的性别资源，塑造一种男女平等的文化氛

围。只有男女平等成为了人们普遍认同的主

流文化，性别文化建设才有希望，社会方能

朝着和谐、有序、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前进。

第三，要加强性别意识教育，树立两性

和谐发展的社会性别观念。构建先进的性别

文化，并不能等同于解放妇女或消除对女性

的歧视，而是要在男女平等、两性互动的基

础上实现男女均衡和谐的全面发展。中国几

千年的封建社会不仅造成了对妇女的歧视，

同时也形成了男女两性的对抗。我们没有理

由把文化和制度的性别后果都归咎于男性，

这些文化和制度影响之所以常年不散，也与

许多女性坚守着传统角色或者从传统的性别

规范要求男性有一定关系。盲目地把两性对

立起来，其结果反而导致两性之间更大的隔

阂与不和谐。现代社会男女地位的改变，男

女两性所固有的长处和短处构成一个和谐的

整体，互相补偿、互相补充，形成人的完整

画像。和谐发展是核心价值观的主题，也正

是构建先进性别文化的目的。

总之，先进的社会性别文化建设应该与

现实的社会文化状况保持一致，既不能落入

到传统性别文化的窠臼，也不能掉进资本主

义性别文化规范的陷阱。先进的性别文化建

设，既要实事求是，又要与时俱进，体现时

代特色与时代精神。

促进先进性别文化的发展
□胡桂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