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文史
2022年5月2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赵润琴美术编辑：卞锐

● 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向文艺家们发出请柬

延安原本是一个荒凉、贫瘠的边塞古城。千
百年来，几乎没有经历过近代文明洗礼。由于中
共中央和工农红军的到来，这里成为扬名天下的
中国“红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进步青
年和文化人会聚到延安，使这个只有大秧歌、信天
游的地方，很快成了全国著名的文化城。

为了尽快将源源不断地来到延安的青年学
生培养成党的人才，中共中央陆续创办了抗日军
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尤其是创办了以培养艺
术人才为目标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
艺”），又将奔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集合起来成立
了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等艺术团体，其中最
重要的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人
们习惯把这个团结了边区大部分作家的文艺组
织简称为“文抗”。

从1938年到1941年，是延安文艺界最自
由、最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文抗”的驻地
蓝家坪，先后有30多位作家、艺术家居住过。
这里建有图书室、俱乐部，作家们在相对安定、
自由的环境里过着战时供给制的生活。这里弥
漫着西洋音乐的琴声，漫画和木刻引领全国潮
流，周立波讲授的《安娜·卡列尼娜》吸引着全校
师生。这里不但上演曹禺的《雷雨》《日出》，还
上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蠢货》、莫
里哀的《伪君子》、包哥廷的《带枪的人》等中外
名剧，甚至把苏联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的表演体系也引入戏剧教学之中。

但是，文艺界不切实际、脱离群众、脱离抗
战现实需要的“大洋古”（大戏、洋戏、古戏）的艺
术倾向引来许多老干部，尤其是部队干部的反
感，也让延安的老百姓敬而远之。1942年1月，
鲁艺音乐系举行了一场正规而隆重、具有鲜明
学院派风格的“大音乐会”，被誉为“延安音乐演
奏活动上一次空前的盛大的演出”。时任延安
泽东青年干校教员的王仲方回忆说：“鲁艺的歌
唱家们表演得很得意，名家都出来了，唐荣枚唱
高音，杜矢甲最后唱低音。唱完以后问老百姓
好不好，老百姓说好，说怎么样好，说这个女的唱
得跟猫叫一样。说那个男的呢，说男的跟毛驴叫
唤一样。这对鲁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努
力地给大家唱，老百姓根本不接受，不能理解。”

文艺界多年存在的理论纷争和文学家、艺
术家们表露出来的某些创作倾向，引起毛泽东
深深的忧虑。此前，八路军第120师战斗剧社
社长欧阳山尊曾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前方很需
要文艺工作者的问题，毛泽东很重视，并亲自
给他写了回信。1942年春天，是毛泽东一生中
同文艺界接触最频繁的时期，仅在这年4月，有
文字记载的就有一二十起。后来，毛泽东直接
对时任文化俱乐部主任的萧三说：“我本来不
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
不能不管一下。”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
开工作会议，研究召开文艺座谈会的问题。27
日，毛泽东、周扬、舒群等共同草拟了一份参加
座谈会的人员名单。经审阅后，以毛泽东和中
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发出请柬。以请柬的方
式，邀请文艺家们开会交换意见，拉近了党和文
艺工作者之间的距离。

从1942年5月2日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
中央领导同延安的100多位文艺工作者举行了
3次座谈。23日晚饭之后，毛泽东对几次讨论
作总结性发言。毛泽东以他一贯的幽默用比喻
把深刻的理论问题阐述得透彻明白，人群里不
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笑声。他讲话的大意是，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
题。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
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唯一的源泉。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
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
此就更带普遍性。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
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
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
的源泉中去。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集中地阐述自己的文

艺思想，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
把文艺问题归结为“为什么人”“如何为”的问
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
题。由此，毛泽东在讲话中所提出的“文艺为

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等一系列重
要思想，确立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根本方针。

● 抗日战争时期
文艺凝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1942年文艺座谈会之后，整个文艺界都明
确了创作思路和方向。几十年后，已是耄耋之
年的与会者蔡若虹（时任鲁艺美术系主任）这样
评价《讲话》：“他（毛泽东）的讲话，对于我个人
来说，完全是想不到的，他提出为工农兵服务这
一点，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上海画画的时候，
只晓得为革命，不晓得为工农兵……从这一点
上，我的脑子打开了。”诗人、剧作家贺敬之也说
过：“从我18岁开始到60年后的今天，（《讲话》）
一直是我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最重要的教科
书。它从‘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两个方面给包
括我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和科学方法。”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艾青、萧三、塞克赴南
泥湾，陈荒煤去延安县，柳青、高原到了陇东，丁
玲、刘白羽和陈学昭也都下了基层。广大文艺
工作者深入到农村、机关、部队，创作了一大批群
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其中，戏剧是首先出成绩
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43年年初鲁艺教员王
大化和学员李波在延安街头演出的《兄妹开
荒》。他们摒弃了旧秧歌剧中常有的丑角，取而
代之的是欢乐的劳动场面，塑造了在革命环境
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形象。首场演出时，针对的
观众主要是陕北人民，演出用的也是陕北方
言。当时在没有扩音设备的条件下，观众达到
了两万多人。毛泽东观看完《兄妹开荒》后，对其
服务于工农兵的表演主题表示了高度赞扬。《兄
妹开荒》自首场演出成功后，又进行了多次表演，
对边区秧歌剧运动的开展以及新歌剧的创作都
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鲁艺秧歌队的带动之下，
中央和地方都相继成立了秧歌队。据不完全统
计，从1943年农历春节至1944年上半年，创作并
演出了三百多个秧歌剧，观众达八百万人次。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以宣传抗日、反映抗战

斗争为主要目的的文艺创作仍然是广大文艺工
作者的工作重心。

1943年秋天，晋察冀边区抗联委派华北群
众剧社的40多人组成若干小分队到平西根据
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百姓坚持抗战。剧
社成员住在农民家里，深入农民生活，他们注意
到民歌《霸王鞭》的音乐舞蹈形式为农民喜闻乐
见，于是围绕抗战主题用民歌曲调填写新词，创
作了两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两首批评消极抗
日的歌词。在此基础上，曹火星受《评〈中国之
命运〉》书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句话的
启发，以满腔爱国热情创作了《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中国》这首抗日救亡歌曲。
不久，这首反映群众心声的《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中国》传遍了整个根据地，大大提高了农民
的政治觉悟和抗战积极性。抗日战争胜利后，
毛泽东在这首歌曲中添了个“新”字，成为《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坚定人民群众跟党走
的信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与此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到部队和乡

村组织文艺晚会、节日慰问等活动，甚至推动一些
地区形成了在开会或开饭前唱歌的习惯。这些激
昂的歌声在给根据地带来活力的同时，更是成为鼓
舞民众抗战到底的有力武器，正如盐阜区负责人曹

荻秋所说，“教唱一首歌，抵得上一堂政治课”。
在对抗日文艺工作进行阐述时，毛泽东始

终强调要做到大众化，要真正为群众所喜闻乐
见，“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
喜欢”。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西北战地服务团
在通过戏剧进行抗战宣传的过程中，采用了大
量当地的传统文艺形式，如杂耍、大鼓、快板、相
声等，同时经常演一些群众容易看懂的，包含着
高跷、秧歌、花鼓等元素的话剧和歌舞剧。

对晋察冀边区群众极富吸引力的《打倒日
本升平舞》，就是西北战地服务团利用西北秧歌
创作而成的，借鉴了地方小调、对口快板等传统
文艺形式，每次在集市街头演出时，观众都是里
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听着我们的小调，
看着我们的舞蹈，人人喜笑颜开，鼓掌喝彩”。
有些群众甚至因为观看表演而忘记吃饭，表演
结束后经常出现群众要求加演的情况。

在评价该团文艺工作的成效时，参观解放
区的民主人士李公朴指出，在战争环境下戏剧
突破重重困难，发挥出了解释、说服的作用，唤
醒了群众的觉悟，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多
少壮丁，由于看了一出戏，而自觉的、坚决的参
加了抗日的部队。不少顽固分子受到戏剧的感
动而悔过自新”。

受此鼓舞，人民群众也自发创作了不少文
艺作品。较为典型的如陕西葭县农民李有源创
作的著名歌曲《东方红》，抒发了人民群众热爱
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真挚感情，歌颂了人民革命
胜利时代的到来。陕西商南农民汪庭有创作的
《绣金匾》，以纯朴的曲调唱出了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边区人民过上好生活的愉悦心情，歌
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改善边区人民群众生
活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孙万福创作的《咱们的
领袖毛泽东》，是一首被广泛传唱的红色歌曲，
反映了劳苦人民对领袖的爱戴。
总体而言，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党领导的文

艺工作最大限度地凝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
抗战的背景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大量的
大众化的文艺作品，有力激发了根据地民众的
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贡献
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 解放战争时期
“仗打到哪里，歌声就唱到哪里”

进入解放战争后，党领导的广大文艺工作者
进一步结合革命需要，创作了一系列高唱解放战
歌、鼓舞军民斗志的文艺作品。在这一时期，涌现
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成为教育和鼓舞
人民团结战斗、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其中流传甚广、影响较大的如：赵树理的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
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孙犁的《荷花淀》；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
雨》；柳青的《种谷记》；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
《政治委员》；周而复的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
恩断片》；鲁艺师生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
《女英雄刘胡兰》《王克勤班》，话剧《九股山的英
雄》；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

这些大众化的作品，有的创作于抗战时期，
有的始作于抗战时期而完成于解放战争时期，有
的创作于解放战争时期，但都在解放战争的特殊
年代因其集教育与娱乐于一身，贴近生活，形象生
动，富于感染力，而为广大军民所喜闻乐见。

“仗打到哪里，歌声就唱到哪里”，这是许多参
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同志的亲身感受。解放战争时
期，更是优秀革命歌曲不断涌现的时期，这些旨在
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歌曲，真切表
达了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以及对解放战争
胜利的渴望。如歌曲《山是我们开》中唱道：“山是
我们开，树是我们栽。抗战胜利的鲜果，是我们的
血汗换得来。……抗战胜利的鲜果，我们决不能
让给那害人的顽固派！”通俗易懂的比喻，写出了
解放区军民抗敌的坚定决心。
其他，有直接反映人民解放军战斗生活的，如

《说打就打》《人民炮兵上战场》《解放军大反攻》
等。这些歌曲从多个侧面描写战士们英勇杀敌、
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场面，以激励将士们奋勇作战，
多打胜仗。有歌颂和塑造人民军队形象的，如《人
民战士英雄汉》《我是一个兵》等。这些歌曲的歌
词通俗易懂，易于传唱，歌颂了战士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和我军“人民军队为人民”
的根本宗旨。有反映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愿望的，
如《靠我们打胜仗》《起来，穷人们》《打倒蒋介石解
放全中国》等。有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如《解放
军老百姓是一家》《军爱民民拥军》等。有反映广
大农民土改后喜悦心情的，如《五朵花儿开》《翻身
歌》等。还有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夕广大工人阶级
积极投身祖国建设的，如《咱们工人有力量》《工人
进行曲》《工人就是战场》等，这些歌曲旋律雄壮豪
迈，歌词催人奋进，体现了工人阶级为解放战争和
建设新中国努力劳动、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

正如周恩来所言，只有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
中去，才可能产生真正感人的艺术作品。这一时
期的音乐作品大多数源自作曲家的亲身经历，所
以即使创作技法稍有欠缺，但其因为真情又获得
了部分弥补，使这些作品在当时深受广大战士和
群众的喜爱。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作品进一步体现
了《讲话》所要求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题精
神，配合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随着时代的脉搏一
起跳动，这些文艺作品诞生于战火的硝烟中，对争
取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
用，并深深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文艺创作。

● 建设时期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1949年7月，600多名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
文艺工作者齐聚北平，在党的领导下召开了中华
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进一
步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
的总方向，这对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新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建设起到了推动作
用。如作家巴金所说，“在这个大会中我的确得到
了不少的东西……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和生活揉
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和在一块儿创造出来
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
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

1956年，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
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
展科学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极大激发了广
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
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当代文学中极具分量的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吴强的《红日》、罗广斌和
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
史》、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

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电影行业
也结合大众需求及审美，推出了《上甘岭》《英雄儿
女》《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冰山上的来客》等
影片。音乐方面，涌现出《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
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等一大
批优秀歌曲。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
歌》成为划时代的佳作。《江姐》《洪湖赤卫队》《刘三
姐》等歌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华彩乐章。舞
蹈艺术方面，积累了《荷花舞》《红色娘子军》等许多
被群众喜爱的作品。美术方面，艺术家们面向大
众、深入表现生活，创作了《蛙声十里出山泉》《祖国
万岁》《洪荒风雪》《征服黄河》等。

这一时期，文艺题材内容的广度、深度、表现
形式不断拓宽，如昆剧《十五贯》，短篇小说《组织
部新来的年轻人》，新编京剧《将相和》，话剧《茶
馆》，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诗歌《雷锋之歌》，叙事
诗《阿诗玛》，音乐交响诗《嘎达梅林》，等等。此
外，军旅歌曲《打靶归来》《学习雷锋好榜样》，话剧
《战斗里成长》《霓虹灯下的哨兵》等，都深受广大
群众的喜爱，至今仍脍炙人口。

这些大众化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整整鼓舞了
一代人，一方面真实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社会飞速发展、生活快速变化的现实；另一方
面，也成为直接催生中国人精神火花的力量，最大
限度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
情。当时许多年轻人就是高举红旗，朗诵着郭小
川的《向困难进军》，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
需要指出的是，自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党和

国家先后召开了4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
会”，推进了文艺工作的发展。1979年10月，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
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
致祝辞。祝辞重申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精神，特别强调了文艺的“双百”方针和“二
为”方向，同时提出了“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的著名论断，精辟阐述了人民与文艺的关系。
邓小平的讲话为新时期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

和广阔道路，对文艺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
一致向前看，进一步解放文艺生产力，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从此，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进入了一个
崭新的时期，一个文艺发展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平
凡的世界》《白鹿原》，电影《红高粱》《焦裕禄》《秋菊
打官司》，电视剧《渴望》《最美的青春》，歌曲《在希
望的田野上》《走进新时代》，油画《父亲》，摄影《大
眼睛》等作品之所以有口皆碑，也是因为创作者以
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生
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心愿、心情、心声，真正做
到了人民文艺为人民。

● 结语

2014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发表讲话，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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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和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是
一脉相承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
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
根人民、扎根生活。”文艺工作者能不能体悟生活
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决定作品能否感动人心、荡
涤灵魂。粤剧艺术家红线女说过一句非常质朴、
令人动容的话：“我的生命属于艺术，我的艺术属
于人民。”柳青《创业史》中的人物之所以栩栩如
生，离不开他在陕西皇甫村14年的体验和积淀。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成功并广受赞誉，与
其“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一
创作理念不无关联。
可以说，一切优秀作品无不体现了扎根人民

的创作经验。在艺术史上留名的徐悲鸿的《愚公移
山》、刘文西的《黄河纤夫》，以及阎肃的《红梅赞》
《敢问路在何方》等，都是深深扎根人民生活的艺术
结晶。这些作品记录和传达了一个历史时代的风
云潮汐、春暖秋寒，展现了生活其中的人们的跌宕
命运、喜怒哀乐，反映了时代变迁中众多普通人的
梦想与奋斗、理想与情怀，真正让人们感受到个人、
集体与民族国家命运如此息息相关、休戚与共。

总之，只有融入人民火热的生活，艺术才会
自觉地表达和反映人民的情感、意志、愿望及呼
声，在精品创作中生长出创造性的力量和文化自
信的根基，在价值引导中肩负起提高全民族文化
素质的使命。

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
——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方向和力量

陈建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文艺工作。1 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召开了文艺界的
座谈会，确立了“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方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
话》”）作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基石，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面貌。在《讲话》精神
的指导下，党领导的文艺工作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今年是延
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回眸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历程和经验，在新时代依然有其重要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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