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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德，原名郭运德。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二级研究员。曾

任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人民日报社文

艺部主任，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市

文物局） 局长等职。系中国作协、中国

影协、中国视协会员，马克思文艺理论

工程专家组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著有 《云德文选》（六卷）、《期待

的视野》《文化的视点》《审美的视角》

《直面文坛》《守望精神》《全球化语境

下的文化选择》《新时期文艺思潮概

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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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革开放同步进大学读中文，毕业后一
直在文艺部门工作，虽不在创作一线，但却亲
眼目睹了这40年中国文艺的发展历程。除因工
作关系参加某些重要的文艺活动、有幸当面聆
听过当年尚且健在的巴金、曹禺、丁玲、艾青
等文艺大师的教诲外，还通过观赏、调研、会
议和评论方式直接参与诸多文艺思潮起落兴衰
的过程，作为这段文艺史的见证人或许不算滥
竽充数。应约对新时期文艺发展做个扼要梳
理，算是一个亲历者的肤浅观感吧。

可以说，新时期文艺发展与改革开放40年
的变革进程同步展开，凌厉中彰显朝气，宏阔
中蕴藏活力。尽管其间或许少了点韧劲，存在
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却有效地建立起与当
下社会的良好“信任关系”，每个阶段的创作热
点，每种文艺思潮的起伏更迭，都能找到现实
的支点，饱含着变革时代的精神底色，承载着
鲜活的历史记忆。

感应时代跳动的脉搏

感应时代跳动的脉搏，与中国社会同频共
振，是新时期中国文艺最为突出的特征。以四
五运动为代表的街头诗，于无声处听惊雷，吹
响了冲破“文化革命”精神牢笼的第一声号角。
上大学时，油印的 《天安门诗抄》 几乎人手一
册。进入新时期，以卢新华小说《伤痕》命名的

“伤痕文学”和同期小说《班主任》一道开启了
新时期文学最初的征程。文学率先从万马齐喑的
状态中觉醒过来，以其敏锐的艺术触角和最为直
观的形象化语言，传递出历史进步的足音和民主
意识苏醒的先声。另外还有像《小镇上的将军》

《内奸》《月食》《李顺达造屋》《灵与肉》 等小
说，像 《枫叶红了的时候》《丹心谱》《于无声
处》《曙光》《权与法》《报春花》《救救她》《灰
色王国的黎明》等戏剧，以及《小花》《苦恼人
的笑》《生活的颤音》《归心似箭》等电影作品，
都用强烈的义愤和鲜明的爱憎直面人生，唤起了
亿万群众发自内心的共鸣。当是时，文艺走在这
个时代思想解放的最前列。

如果说，伤痕文艺思潮直接把控诉和批判
的矛头对准了“文化大革命”，用强烈的义愤和
鲜明的爱憎直面人生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像

《剪辑错了的故事》《黑旗》 等反思文艺的出
现，已表明社会审美意识开始了深层苏醒。于
是，改革文艺乘着社会变革的东风迅速走上文
坛，《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改革者》

《龙种》《花园街五号》《浮躁》《血总是热的》
等，既感奋时代进步，又触及生活时弊，用一
种激昂豪放的声音，奔腾向上的气势，为改革
摇旗呐喊，表现了一种急于改变现状的良好愿
望和迫切心情，用一种激昂豪放的声音，奔腾
向上的气势，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表现了一
种急于改变现状的良好愿望和迫切心情。先锋
文艺所表达的反叛意识是极左思潮激发出来的
逆反心理，脱不开与现实生活的千丝万缕的干
系，一代人忧国忧民的意识从未轻言放弃。新
写实主义的出现，表明文艺开始了新一轮的现
实主义回归，《风景》《塔铺》《烦恼人生》《单
位》《继续操练》等都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顺
时序的结构形态叙写底层社会人生，它们所展
示的琐细、逼真、甚至有些残酷的生活现实，
虽然在不动声色中娓娓道来，没有太多的典型
化处理，但它却深切地揭示出当下芸芸众生的
活生生的生存状态，把哀痛和悲悯寓于平实之
中，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当代文艺再次找
到了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世纪之交，改革进
入了关键阶段。艺术家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
带着对历史负责的美好憧憬投入创作，把敏锐
的目光和笔触，大胆触及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
象和官僚主义等敏感问题。如《人间正道》《中国
制造》《车间主任》《生死抉择》《国家干部》《大雪
无痕》《命运》《人民的名义》等作品，反映了社会
变革和发展进程的艰难步履，揭露了腐败现象对
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态带来的严重危害，高扬了
时代精神旋律，彰显出社会正义的力量和对历
史进步的热情呼唤，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对社会的褒贬与反
思，无论是对文化的臧否和继承，还是对人性
的赞美或拷问，传统的文艺的“载道”精神都
在新时期中国文艺家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
弘扬，他们普遍地怀着一腔热血，充盈着变革
现实、强国富民的热望，热情关注社会生活的

变迁，关注民众的疾苦痛痒，不懈为社会的发
展进步鼓与呼，现实主义精神成为贯穿始终的
一条主线。

人的苏醒与“人学”正能量的高扬

新时期文艺在恢复和发展“人学”的过程
中，始终洋溢着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新时期
文艺正本清源的结果，在承继反封建主题的同
时，完成了对文艺复兴“人本主义”和五四新
文艺传统的成功链接。不仅在人性的层面恢复
了文艺的“人学”传统，而且对人的价值、尊
严和根本权利给予了直接的肯定，“人”成了文
艺创作与批评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成为支
撑新时期文艺的重要思想支柱。

新时期伊始，文艺就从造神与造鬼的羁绊
中解脱出来。如果说早期的作品大多还只停留
在人物坎坷命运的表层描写上，到反思阶段，
就开始了对国民性严肃地自审与自省，开始摒
弃二元对立的线性思维，人的复杂性多面性得
到重视，“人”从此进入了文艺创作的中心。特
别是在物欲横流和文化危机的双重冲击面前，
各种文艺思潮普遍注重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注
重对人的情绪、感觉和内心世界的深层揭示，
刻意展示他们在价值变革中的两难处境和精神
渴望。《芙蓉镇》《人，啊人》《三生石》《盖
棺》《人生》《人到中年》《杂色》《平凡的世
界》《抉择》《大厂》《分享艰难》《大法官》《士
兵突击》《闯关东》《巴山夜雨》《人·鬼·情》

《老井》《变脸》《秋菊打官司》《洗澡》《黑炮事
件》《晚钟》《那山那人那狗》《集结号》《老
炮》《我不是药神》等，都较好把握了特定历史
条件下人的处境，展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
复杂性。这里既有践踏人性、扭曲灵魂、恃强
凌弱、损人利己等不道德行为的鞭挞和揭露，
也有对美好人性、人情和人道的热情歌唱和赞
颂，更有对人的神圣价值和尊严的呐喊和呼
唤，在强大的艺术张力中彰显出人们在重构人
生价值中的困惑与执著。

尽管也存在某些宣扬抽象人性论，传扬利
己主义或者展示人的动物性本能的倾向，但总
体上不影响新时期文艺“人学”思潮正能量的
发挥。在当下特殊的历史情境中，“人学”以一
种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方式，完成了一次历
史性的、以人为本的人文革命。这与全球性审
视人的本质、重估人的价值、寻求人的全面发
展的潮流同步， 在不断超越与自新中建构起一
条沟通历史、链接世界、通向未来的文化路径。

在否定之否定中曲折前行

文艺不断地创新与演革是文艺生命延续的
至关重要的契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领域
的发展不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新时
期文艺以观念和方法的创新为动力，在不断地
否定之否定中向前发展，其接续拓新的过程，
构成了它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有序的嬗变梯度。

否定首先是文艺观念上的革新，表现为文
艺自在意识的觉醒。从拨乱反正开始，文艺尽
管充满了政治色彩，但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自
足体，开始承担起久违了的审美功能。在坚守
文艺反映论的同时，心理、感应和幻想在创作
中有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似曾相识的文艺共性
成为有意识回避的东西，创作个性越来越成为
人们主动追求的目标。

其次，体现在文艺随社会需要而不断地自
我调整。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时期文
艺的催生剂，社会变革需要文艺的助力，群众
的郁结需要文化抒解，伤痕文艺适应了这种需
求，赢得了社会共鸣。寻根文艺试图改变朦胧
诗和先锋主义晦涩、模糊和费解的弊端，从文
化角度独辟蹊径。通俗文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
应运而生，赢得可观的码洋。当巨量文化垃圾
让文艺沦落为金钱的奴仆时，报告文学、纪实
影视创作和新写实主义等，更加快捷地展现了
当下鲜活的多彩图景，成为受众了解现实生活
的审美窗口。

再次，表现在文艺对生活的认识方式和审
美形式自身的不断探索上。新时期文艺从政治
的单一视角开始，逐渐转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空
间。在观念变革的同时，其传递艺术感觉的方
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革。伤痕文艺的内容大于
形式，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形式大于内容，经
过反思、寻根阶段之后，两者的统一渐成目
标。在40年文艺探索发展的过程中，从困惑于
纯客观的写实到“向内转”的探索，从客体到
主体，从人物塑造的典型化到人物的二重性格
组合，从曾经的无情无性文艺反拨到人情人性
热，甚而形成“人性文艺”潮流，从呼吁中国
的现代派到向民族文化寻根再到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从雅文艺失去轰动效应到消费主
义文艺大潮勃兴，从完全听命于市场的商品化
浪潮到文艺精品意识的提倡，新时期文艺就是
在不断地适应社会和文艺自身需要、不断地在
与读者磨合的探索调整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其
表现力的巨大进步应该是有目共睹的。

创作与批评两翼齐飞相得益彰

尽管人们不时诟病批评的“滞后”“缺席”
和“不作为”，但凭心而论，处在巨大的社会变
革时期，文艺创作披荆斩棘的每一个进步，都
离不开批评的逢山开道、遇河架桥，离不开批
评的合作与助力，评论与创作共同构筑起新时
期文艺繁荣的大厦，这是毋庸置疑的。

批评在“伤痕”文艺带动下走上舞台，立
刻以其凌厉的锐气和锋芒跃入思想解放的时代
洪流，沉寂多年的理论与批评开始显露出它应
有的生机与活力，勇敢地承担起激浊扬清、拨
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在这里，批评不仅为清理
文艺领域诸多的理论是非，为加快落实文艺政
策、平反文艺领域的冤假借案，为文艺生产力
的解放创造了良好文化环境，而且为摆脱单一
的思维模式，辨析各种错综复杂的文艺现象，

把握文艺的本质特征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
撑。新时期文艺批评在梳理文艺与政治、文艺
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启蒙等关系的同
时，坚定地走出纯粹以社会本体为主的思维定
式，大胆地对文艺本体进行多侧面的深入探
索。对文艺主体、文艺对象、文艺表达方式以
及文艺与民族传统及外来文化关系的处理上，
超越直线对位、简单比照线性思维，特别是在
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创作中动机与效果的对
立统一、特殊表现形式对创作的制约作用、文
艺价值的实现、文艺审美接受的多种可能等一
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见解，极
大地开阔了创作的文化视野，深化了对文艺内
在规律的把握。

新时期文艺批评始终密切关注创作现象和
思潮，及时掌握文艺发展动态，并不断做出客
观中肯的分析评价，确保了创作的健康发展。
许多中青年文艺家，许多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优
秀作品，都与批评的热情评价和推荐是分不开
的；许多重要的文艺现象，都是批评以其敏锐
的洞察力，发他人所未见，给予科学的阐释和
美学定位的结果；许多重要文艺思潮，都有批
评的直接参与，或者由批评首先发现并进行理
论概括，帮助其不断在实践中发展完善并逐步
被全社会所认可。如果没有文艺批评的全程参
与与精心呵护，那是难以想象的。

在评价作品、臧否人物、辨析文艺现象和
思潮的过程中，新时期文艺批评始终保持着清
醒的理论自觉和鲜明的个性追求，有意识地进
行学科的重建与设计。比如关于生活真实与艺
术真实、关于反映论与表现论、关于主体性与
本体性、关于创作心理和审美意识、关于个性
与典型性、关于倾向性与共同美、关于创作方
法与批评方法以及关于文艺的形象思维、审美
特征、人文精神、性格二重组合、商品属性与
社会功能等的重新认识与深入研究，早已逐渐
走出文艺外围的理论描述，不断进入到对文艺
本质问题的深层次探索，积累了崭新的学术成
果，稳步确立了自身日益独立的学科地位。

与世界文艺发展的潮汐相伴涌动

随着国门的打开，世界各国特别是亚、
欧、美和拉美各种风格流派的文艺作品和学术
著作争相涌了进来，其陌生而又新奇的感受引
发了强大的观赏效应，极大地开阔中国文化人
的眼界和视野，对于提高当代文艺的审美鉴赏
和创造能力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
时期文艺正是在追寻着世界文艺涌动潮汐的同
时，在中外文化的密切交往中发展进步并迈开
了走向世界的步履。

对外来文化的引入、学习与借鉴，是新时
期文艺发生巨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先锋主
义的畅行，将国人兴奋、观望、怀疑、迷茫的
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尽管也有完全照搬照抄
全盘西化的杂音，但探索中大多蕴含了对中国
文化融入世界的美好愿望。新时期文艺就是在
各种观念的碰撞和艺术化的回归中，形成自己
探索创新的鲜明轨迹。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
小说、实验戏剧、新潮电影、抽象画派、无标
题音乐等，都注重追求外来文化同中国传统与
实际的有机结合并取得了坚实成果。文学创作
方面像《红高粱》《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习惯死
亡》《心灵史》《尘埃落定》《暗算》《狼图腾》《生命
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案例。许多作家如莫
言、张洁、贾平凹、苏童、冯骥才、铁凝、余
华、麦家、李洱、刘慈欣、曹文轩等在国际上

不断获奖，其作品同样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
实验戏剧、小剧场戏剧突破传统戏剧创作

思维，一改现实主义戏剧一统舞台的格局，大
胆进行新形式探索，超越第四堵墙的束缚，追
求全新的自由多样的舞台样式与情感表达样
式，比如《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WM我
们》《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桑树坪纪事》
等等，都极大地促进了戏剧内容的拓展和形式
的创新。电影方面，第四代电影导演的整体辉
煌的亮相和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崛起，完整地诠
释了中国电影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探索电
影的出现、西部电影的开发、主旋律电影的进
步、娱乐电影的兴起、贺岁片的崭露头角，特
别是“大片”时代的到来，都标志着中国电影
在内容拓展、手法创新、技术应用和产业开拓
等方面的历史性进步。电视艺术从单纯的媒体
宣传进入产业化的过程，更是全球化媒介融合
的一个缩影；纪实、谈话、直播和各种“秀”
的游戏娱乐类栏目日新月异，电视剧的蓬勃发
展，国产影视剧在世界各大赛事上摘金夺银，
且出口海外，大大提升了当代文艺在国际上知
名度。还有在杂技、音乐、舞蹈、美术等方
面，都追寻世界文艺涌动的潮汐，民族的、流
行的和新潮的艺术交相发展，把传统与现代、
民族与外来、主流与前卫、写实与写意、唯美
与乡土的相互排斥相互吸引相互融合的复杂过
程，演绎成新时期文艺发展的独特的文化景观。

在“网络是重中之重”的时代，网络文艺
日渐成为中国文化政策的关注重点。从依托传
统出版行业到线上自负盈亏，网络文艺的发展
道路越来越清晰。网络文艺的衍生品涵盖了电
影、电视、话剧、图书、音乐、游戏等各种大
众艺术形式。

几点启示与结论

回眸当代文艺4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成功
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至少可以给我们留下几
点启示：（1）文艺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而独立生
存，没有深厚的生活积淀和深刻的生命发现，
创作就不可能有深刻动人的力量。但如何以长
远历史的眼光真实表达时代，是文艺必须面对
的现实问题；（2）处在社会变革时期，对于某些
标新立异的作品和创作现象要耐心观察思考，
不宜匆忙下结论；（3）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我们
在提倡大胆突破时，一是不能忽视传统的制
约，二是面对可能的创新失误，社会要给予足
够包容；（4）无论是创作生产还是文化管理，都
必须尊重艺术规律，违背文艺规律的行为都会
受到历史的惩罚。创作者的心灵自由、个体能
动性的发挥、人性深度的开掘和艺术形象的形
神统一永远是优秀作品成功的标志，谁也逃不
过规律的铁门槛。

新时期文艺走过 40 年。这是追踪历史足
音，紧扣时代脉搏跳动的 40 年；是回应人民心
声，努力满足精神需求的 40 年；是坚持探索创
新，不断寻求艺术进步的 40 年；是潜心审美创
造，切实收获丰硕成果的40年。这是一个拨乱反
正、勇于探索、开拓进取、创造奇迹的时代，这是
一个真正的文艺发展的黄金时代，其历史定位或
许可以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苏联的解冻文艺和中
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相提并论。我们深
信，发展并延续这个良好格局，当代文艺就能在
全球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发出属于自己的独到声
音，在强手如林的世界文坛上彰显属于一个古老
民族的独特风采。

（本报记者 卫 庶整理）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1.5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1.5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