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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诗歌新时代诗歌
再出发再出发

探讨新时代中国诗歌，必须强调以人民

为中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走进实践深

处，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表达人民心声。

诗属人民，诗坛共识。然而，偏偏有某权威诗

评家曾在报刊上发声，“诗是小众化的，诗是

贵族的，只有贵族的心灵境界，才能写出具有

很高境界和情趣的诗，影响大众，感化大众。”

这番话在诗坛激起强烈反对。

改革开放已经40年，为什么现在还会不

合时宜地宣扬诗属贵族？又为什么会出现贵

族与平民、小众与大众的阶层分野？很难理

解，所谓“贵族的心灵境界”，究竟是一种什么

样的境界？与大众的心灵境界到底差异在哪

里？为什么唯有“贵族的心灵境界”才能写出

“具有很高境界和情趣”的诗，而大众的心灵

境界就不能写出有很高境界和情趣的诗？他

所称道的“具有很高境界和情趣”的诗，究

竟是什么样的诗？是指已获奖诗歌吗？能

否指出，有哪一部获奖诗是“贵族的心灵境

界，才能写出的”众所公认的精品，大众公认

的范本？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贵族这个词了。诚

然，诗属高雅，但不应以小众化、贵族化误导，

潜意识中成了他们藐视大众的诱因。上世纪

90年代，我曾接待过一位自诩“小众”的现代

诗人。他远道来宁，告诉我他荣获台湾第一

届诗集奖，看得出他尚未从喜形于色的兴奋

和得意中走出来，高谈阔论他的诗只须少数

人看懂就行了，属于大众就不是诗了。就好

比老庄的“道”、佛家的“涅磐”、周易的“太

极”，至今也只是很少的人能懂。要让人人都

读懂了，那还算得什么最高级的艺术。读者

越读不懂，才越出类拔萃。小众诗人为了以

示不同凡响的深奥，故意造句断裂、变形、错

乱、碎片化，胡乱堆砌意象，甚至狂言儋语，艰

涩得不堪卒读。早年《扬子江诗刊》曾批评过

一首被读者揭露读不懂的怪诗：“脸向东/鼻

子向西//手掌石子般/踢开//指甲割破/大地

的血脉//我躺下/潜入河流//倏忽出现/在高

山的头顶”（《散步》）编辑看不懂，读者读不

懂，有一读者勇敢地站出来说，“脸向东？鼻

子向西”，那不就是骂人“不是东西”吗，恰如

诗人雷抒雁形容的，晦涩诗就是将一句明白

的话，说得让人不明白。这分明是贵族小众

对大众的轻慢。这种天书是无法让大众共鸣

的，一定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试想，若在全

民抗战时期，贵族们却躲在象牙塔中写下半

身，绝对不合时宜；汶川大地震时，全民都心

系灾区全力救灾，小众化诗人却写大众产生

读不懂的诗，怎能不遭读者摒弃？

诗属贵族，实乃偏见。然而，报刊上仍频

频出现诗评家宣扬贵族化“晦涩”玄妙的文

章。说“令人费解的诗要比易读的诗强”，“诗

越晦涩越令人费解，则越有思想深度，正是艺

术难度和精髓所在”。这话真有点不顾逻辑，

让人摸不着头脑，使审美标准混乱。既“令人

费解”了，不能交流、沟通、对话，又何从解读

出“思想深度”和“艺术精髓”？我认为，西化

的晦涩不应该是现代诗诡秘的特色，若让读

者百思不得其解，连作者自己也解读不了，这

种晦涩就不只是诗的优劣问题了。其实，新

文化运动中开创了白话新诗的胡适，也提倡

“我手写我口”，其本意，我想也可能想到诗不

能脱离普罗大众，诗的口语化，就是要让人民

大众读得懂、好沟通、能交流，可以让心灵与

心灵对话。

当前诗坛，正处于传统和创新的交汇点，

外表热闹，内里混杂。新诗百年，不可否认随

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同步发展，但发

展得健康与否，得打个问号。自改革开放之

后，随着文艺思想的解放、西方现代主义的引

进、审美取向的多元，的确冲击了中国诗坛，

开阔了诗人们视野。但自朦胧诗出现到现代

诗铺天盖地，再到热衷于抒发个人自我的心

理、生理欲求的先锋派和后现代派，回过头来

再发展到没有诗味的口水诗，什么“天上的云

很白很白，非常白，贼白”，诗从艰涩难懂到连

篇废话，严重远离时代，脱离人民生活，致使

人民冷落诗歌，远离诗歌，成了诗坛堪忧的现

状。这种畸形的不正常现象，正需要有责任

感的诗人诗评家费心费力地把脉纠偏，正确

引导，以促健康发展。

新时代的诗歌强调民族性和人民性，强

调民族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更有着不一

般的现实意义。诗是语言的艺术。诗的语言

比任何文学样式更精辟，更凝炼，更有感情，

更有境界，更富哲思。古人讲究炼字，炼句，

炼意；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讲究言外之意，

弦外之音；讲究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无论翻

来复去怎么变，只要诗人心中以人民大众为

中心，必能让读者读出诗意，纵使可意会不可

言传，也必能思而得之，引发共鸣。

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人民群众中藏龙

卧虎，潜藏着各类人才，比如早先的木匠齐白

石，最终成了世界级国画大师；当然不乏诗

人，比如原先的普通青年女工舒婷，终于成了

当代很受读者喜爱的著名诗人。他们都不是

贵族，不是小众，而是不折不扣的大众，谁也

不能闭着眼睛不承认《致橡树》《祖国啊，我亲

爱的祖国》是高雅的精品。宽泛一点说，纵使

被人推崇后来成了诗仙、诗

圣的李白、杜甫，也何尝是

贵族？“安能摧眉折腰事权

贵”的李白是典型的流浪诗

人，全国山川几乎都可以觅

到他浪迹的诗踪；杜甫一生

颠沛流离，忧国忧民，没有

任过府以上之职，对底层百

姓的困苦耿耿于心，方能写

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

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

天下寒士俱欢颜”和“三吏”“三别”等代代盛

传不衰的诗篇。

诗属人民大众，我从来不认为诗歌是少

数人的事业，从《诗经》起，千百年来诗歌一直

是属于平民百姓的。中国自古有诗国之称，历

来百姓人家对孩子都重诗教，孩提时代便能

背诵许多诗词，比如教孩子爱惜粮食吃饭不

掉饭粒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诗歌伴着人的成长、陶冶

人的情操，都有很显著的效应，千百年来家喻

户晓，一直活在人民口头。写这些诗的诗人许

多均是无官无职的平民大众。新时代需要有

更多接地气高质量的精品活在人民口头。

中国诗歌要健康发展，必须深入剖析、研

究诗坛现状，一定要将失控的诗坛有序地回

归人民大众。诗人是人民中一分子，责无旁

贷关心时代进步，关心社会发展，关心人民疾

苦，也就是应具有“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忧国

忧民的责任感，才能写出有很高境界和情趣

的诗来。诗可以流派纷呈百花齐放，但不能

小众化，不能将诗困死在小圈子里孤芳自

赏。不应无视大众，不应否定生活中涌现的

大众诗歌，我觉得网络诗歌也许正是未来繁

荣大众诗歌的契机，关键在于正确引导。

诗应该是生活底蕴和时代精神的感悟。

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能心灵与心灵

对话，才能有社会的和谐、诗美的共享，最终

潜移默化，培德铸魂。

铸魂先须诗有魂。诗之魂，情和志。情

动于中而形于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人若

无魂，行尸走肉；诗若无魂，口水泡沫。诗魂

必须具有不可或缺的诗核、诗质、诗情、诗

意。有魂之躯才是完人，有魂之诗才能感

人。诗魂彰显一个诗人的精神境界。境界高

低，不在贵族小众，而在内蕴。

现时没有诗魂的矫情之诗大行其道。有

这样一首诗：“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

场 所/的 卫 生 间/大 便 后/不 冲 刷/便 池/的

人”。有读者说，这分明是写在卫生间警示牌

上的一句普通标语，也是诗？再看另一首抗

日战争时期的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

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

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田间诗）虽然也

是一句生活中的大白话，却凝聚了诗人胸中

的激情，一旦引爆，多少心灵被强烈震撼。两

相对照，有魂无魂昭然若揭，真诗非诗一目了

然。这大概是人民对现时诗歌失望的主要原

因。诗歌缺失魂魄，难以引人共鸣也不能使

人动情，难怪人民会不屑诗歌避而远之。中

国民间有种旧俗“叫魂”，替丢了魂的病人把

魂叫回来。有人说，该为诗歌叫一叫魂了。

虽是一句调侃之语，我们却不能不反话正

听。诗歌是否真的丢了魂，值得所有新时代

创新者深思。

鉴于此，我诚望，有志于纯洁诗坛的诗人

们，走出小圈子，老老实实到火热的社会生活

中去，与人民大众患难与共，同呼吸，共命运，

找回失落的诗魂。诗有魂，不拘大众小众都

具有诗性，诗无魂，纵使贵族的心灵境界也无

诗质。

诗，只有走向人民大众才有生命力。

诗，只有反映时代精神才有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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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春节期间，，中国科幻电影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流浪地球》》成为最成为最

引人注目的作品引人注目的作品，，这部电影除了显示中国在特效这部电影除了显示中国在特效

技术方面的进步之外技术方面的进步之外，，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一种有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一种有

主体性的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主体性的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这种带着地球去这种带着地球去

流浪的拯救方案和用一代又一代子子孙孙来创造流浪的拯救方案和用一代又一代子子孙孙来创造

新家园的愚公移山精神新家园的愚公移山精神，，都内在于百余年传统中都内在于百余年传统中

国向现代中国艰难蜕变的征程之中国向现代中国艰难蜕变的征程之中。。可以说可以说，，当当

下中国再次处于新时代的蜕变过程下中国再次处于新时代的蜕变过程，，我们一方面我们一方面

需要感知到中国的新变化和新状态需要感知到中国的新变化和新状态，，另一方面又另一方面又

要辩证地总结中国现代历史的文化经验要辩证地总结中国现代历史的文化经验。。

中国文化的新状态中国文化的新状态

很多人都感受到很多人都感受到，，近十余年来中国又发生了近十余年来中国又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深刻的变化。。这不只体现在更加便捷的高铁这不只体现在更加便捷的高铁、、更更

快速的移动互联网和更多绿水青山的乡愁快速的移动互联网和更多绿水青山的乡愁，，还体还体

现在中国县城和乡村也迅速地城市化和现代化现在中国县城和乡村也迅速地城市化和现代化。。

春节期间我返回山东西南部的故乡春节期间我返回山东西南部的故乡，，昔日的县城昔日的县城

已经焕然一新已经焕然一新、、高楼林立高楼林立，，乡村集市也挤满了各种乡村集市也挤满了各种

型号的汽车型号的汽车。。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改革开放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改革开放4040

年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从年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从““北上广北上广””地区向三四线地区向三四线

城镇延伸的广度和深度城镇延伸的广度和深度，，也使得城乡二元结构在也使得城乡二元结构在

现代化硬件指标上逐渐缩小差距现代化硬件指标上逐渐缩小差距。。可以说可以说，，中国中国

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这对于近代以来这对于近代以来

始终处于文化自卑感和现代焦虑症的中国来说始终处于文化自卑感和现代焦虑症的中国来说，，

是一种新的主体状态和文化经验是一种新的主体状态和文化经验。。

2020世纪世纪8080年代以来年代以来，，在传统与现代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中国与

世界世界、、乡村与城市的二元框架下乡村与城市的二元框架下，，中国自我指认为中国自我指认为

未完成现代化的传统中国和乡土中国未完成现代化的传统中国和乡土中国，，以欧美为以欧美为

代表的西方则是现代化的代表的西方则是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

是中国渴望抵达的是中国渴望抵达的““世界世界””所在所在。。如电影如电影《《黄土地黄土地》》

（（19841984年年））和和《《红高粱红高粱》（》（19871987年年））等都把中国书写等都把中国书写

为一处没有时间演进的为一处没有时间演进的、、非现代的乡土空间寓非现代的乡土空间寓

言言。。这种五四以来形成的基本问题意识在这种五四以来形成的基本问题意识在8080年年

代被转换为推动改革开放的文化动员代被转换为推动改革开放的文化动员。。在这种意在这种意

识之下识之下，，形成了两种文化心理形成了两种文化心理。。一是文化自卑感一是文化自卑感，，

也就是对传统的批判和反思也就是对传统的批判和反思，，因为传统意味着落因为传统意味着落

后后、、愚昧和非现代愚昧和非现代，，是传统的羁绊导致中国无法进是传统的羁绊导致中国无法进

入现代入现代。。这种激烈地反传统思潮背后是五四新文这种激烈地反传统思潮背后是五四新文

化运动化运动所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所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的特殊关系，，用新文用新文

化来启迪民智化来启迪民智、、传播现代思想也是一种政治实传播现代思想也是一种政治实

践践。。二是现代焦虑症二是现代焦虑症，，就是对现代的强烈渴望和就是对现代的强烈渴望和

崇拜崇拜。。从近代以来中国就开启了学习和追逐现从近代以来中国就开启了学习和追逐现

代化的进程代化的进程，，建立一个具有现代价值的文明国家建立一个具有现代价值的文明国家

是最重要的社会共识是最重要的社会共识，，以至于在现代中国文化中以至于在现代中国文化中

很少出现对现代的反思和批判很少出现对现代的反思和批判，，现代以及与现代现代以及与现代

相关的科学相关的科学、、科技科技、、理性理性、、现代化等概念都是正面现代化等概念都是正面

的词汇的词汇。。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WTO、、深化社会深化社会

改革和经济实力崛起改革和经济实力崛起，，这种传统中国这种传统中国、、乡土中国的乡土中国的

形象开始被现代中国形象开始被现代中国、、现代主体的位置所取代现代主体的位置所取代，，中中

国的文化意识也发生了转变国的文化意识也发生了转变。。这体现在三个方这体现在三个方

面面，，一是重估传统文化一是重估传统文化，，传统不再是守旧的封建糟传统不再是守旧的封建糟

粕粕，，而是优秀的中华文明的代表而是优秀的中华文明的代表，，那些流传至今那些流传至今

的的、、非现代的传统习俗非现代的传统习俗、、民间工艺也成为宝贵的非民间工艺也成为宝贵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这说明近代以来所确立的传统与这说明近代以来所确立的传统与

现代的激烈对抗消失了现代的激烈对抗消失了，，包括传统在内的文化本包括传统在内的文化本

身去政治化了身去政治化了，，不再代表特定的政治价值不再代表特定的政治价值，，因此因此，，

传统从负面债务变成了正面遗产传统从负面债务变成了正面遗产。。在这种大背景在这种大背景

之下之下，《，《中国诗词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朗读者》《》《国家宝藏国家宝藏》》等传等传

统文化统文化、、人文修养类电视综艺节目获得观众认可人文修养类电视综艺节目获得观众认可；；

二是二是，，中国变成现代中国中国变成现代中国，，如电影如电影《《战狼战狼11》（》（20152015

年年）、《）、《湄公河行动湄公河行动》（》（20162016 年年）、《）、《战狼战狼 22》（》（20172017

年年）、《）、《红海行动红海行动》（》（20182018年年））等用特种兵来代表的等用特种兵来代表的

现代中国军人现代中国军人，，不再是小米加步枪式的弱者不再是小米加步枪式的弱者，，而是而是

从武器装备到军事素养都高度现代化的士兵从武器装备到军事素养都高度现代化的士兵，，中中

国成为现代国成为现代、、理性的代表理性的代表，，与此同时与此同时，，城市中国也城市中国也

成为故事叙述的前提成为故事叙述的前提，，出现了把乡村他者化出现了把乡村他者化、、诗意诗意

化化，，把工业空间废墟化把工业空间废墟化、、博物馆化和异度化的现博物馆化和异度化的现

象象；；三是三是，，以人类的视角讲述全球化的故事以人类的视角讲述全球化的故事。。在西在西

方作为现代文明和普遍历史的参照之下方作为现代文明和普遍历史的参照之下，，中国只中国只

能讲述民族的能讲述民族的、、本土的本土的、、特殊的和充满差异的故特殊的和充满差异的故

事事，，不具有全球化的视角不具有全球化的视角，，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崛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崛

起以及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起以及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如科幻片如科幻片《《流浪地流浪地

球球》》就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全球叙事就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全球叙事，，中国人也尝试中国人也尝试

以人类的名义拯救地球以人类的名义拯救地球，，采用的还是中国方案和采用的还是中国方案和

中国精神中国精神。。

这些都显示了这些都显示了80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讲述中年代以来所形成的讲述中

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前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前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化，，那种对传统中国的激烈批判态度和对西方现那种对传统中国的激烈批判态度和对西方现

代文化的盲目崇拜心理都已无法呈现当下中国的代文化的盲目崇拜心理都已无法呈现当下中国的

时代精神时代精神，，这也是中国真正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这也是中国真正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的开始自信的开始。。

中国的现代精神中国的现代精神

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放置在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放置在

18401840年以来近代史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年以来近代史的大背景下来理解，，确实确实，，这这

100100多年来多年来，，中国的基本任务是救亡中国的基本任务是救亡、、图存和发图存和发

展展。。现代以来现代以来，，除了原发的欧美除了原发的欧美、、日本之外日本之外，，就只就只

有韩国有韩国、、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台湾、、新加坡等新加坡等““亚洲四小亚洲四小

龙龙””在冷战特定格局下完成现代化转型在冷战特定格局下完成现代化转型，，而像中国而像中国

这种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国家这种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国家，，能够在列强环能够在列强环

伺伺、、殖民掠夺的历史中完成国家独立和现代化任殖民掠夺的历史中完成国家独立和现代化任

务是非常罕见的务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中国还是唯一没有被中断而且中国还是唯一没有被中断

的的、、不断自我革新的文明古国不断自我革新的文明古国。。面对现代性的严面对现代性的严

峻挑战峻挑战，，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把现代价值内化到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把现代价值内化到

中华文明的长河中中华文明的长河中，，使得中国文化再次焕发新的使得中国文化再次焕发新的

生机生机。。在这种民族涅槃的过程中在这种民族涅槃的过程中，，我觉得中国积我觉得中国积

累了三种现代精神累了三种现代精神。。

一是高度自主性和独立精神一是高度自主性和独立精神。。与传统中国的与传统中国的

王朝更迭不同王朝更迭不同，，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殖民与被殖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殖民与被殖

民民、、生存与灭亡的斗争生存与灭亡的斗争，，中国遭遇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三千年未有之

大变局大变局””，，也就是亡国灭种的危险也就是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摆脱被殖为了摆脱被殖

民和被奴役的宿命民和被奴役的宿命，，很多有为之士都用不同的方很多有为之士都用不同的方

式救中国式救中国，，最终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了完全最终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了完全

主权独立的国家主权独立的国家，，保证中国有更大自主性和独立保证中国有更大自主性和独立

性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性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从而避免像从而避免像

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那样虽然获得国家独立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那样虽然获得国家独立，，但在但在

政治政治、、经济经济、、社会等领域依附于西方强国社会等领域依附于西方强国，，自主性自主性

和独立精神就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和独立精神就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

验验。。正是这种自主性正是这种自主性，，使得中国在冷战时代走与使得中国在冷战时代走与

美国美国、、苏联不同的发展路径苏联不同的发展路径，，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

又率先进行改革开放又率先进行改革开放，，同样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同样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路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路。。中国之所以能够不中国之所以能够不

断地根据国际形势和基本国情断地根据国际形势和基本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选择适合自己的

道路道路，，与独立自主的状态和自力更生的精神是分与独立自主的状态和自力更生的精神是分

不开的不开的。。

二是人民主体和平等精神二是人民主体和平等精神。。近代以来不同的近代以来不同的

政治力量都想改变中国政治力量都想改变中国、、拯救中国拯救中国，，为什么中国共为什么中国共

产党可以取得胜利产党可以取得胜利，，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有效地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有效地

组织和动员了广大人民组织和动员了广大人民，，把散兵游勇的群众变成把散兵游勇的群众变成

国家和社会的主体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才赢得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才赢得八年抗战和三年内

战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中，，发挥人民和动员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人民和动员基层群众的积极性，，也是社会也是社会

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所在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所在。。这体现在两种基本的这体现在两种基本的

国家治理理念国家治理理念中中，，一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让

人民过上现代化的人民过上现代化的、、舒适的生活舒适的生活，，共同富裕和全民共同富裕和全民

共享是最基本共享是最基本也是最终的目标也是最终的目标，，这体现在硬件基这体现在硬件基

础设施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都由国家统一础设施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都由国家统一

调配调配，，即便最偏远的地区也能享受到通水即便最偏远的地区也能享受到通水、、通电通电、、通通

路路、、通讯等基本的现代化便利通讯等基本的现代化便利；；二二、、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在具在具

体的工作和发展过程中体的工作和发展过程中，，重视组织群众和下基层重视组织群众和下基层，，

依靠成千依靠成千上万名基层领导干部来完成党的政策上万名基层领导干部来完成党的政策、、

国家意志与基层群众的有机连接国家意志与基层群众的有机连接。。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中中

国的现代化更强调一种人民的共享国的现代化更强调一种人民的共享、、普惠和平等普惠和平等

精神精神。。

三是三是““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硬道理””和工业精神和工业精神。。中国近代中国近代

的落后的落后，，主要是工业水平的落后主要是工业水平的落后，，工业是现代文明工业是现代文明

的基石的基石，，因此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硬指标因此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硬指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都围绕着提升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都围绕着提升中国

工业的硬实力来展开工业的硬实力来展开。。而中国保持自主体和独立而中国保持自主体和独立

性的前提也在于有完善的工业基础和国家体系性的前提也在于有完善的工业基础和国家体系，，

在核心技术上不受制于人在核心技术上不受制于人，，这也正是五六十年代这也正是五六十年代

中国人民勒紧腰带过苦日子也要搞原子弹中国人民勒紧腰带过苦日子也要搞原子弹、、导弹导弹

等等““两弹一星两弹一星””的原因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中国更加

重视重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硬道理””，，全面提升中国的工业硬实全面提升中国的工业硬实

力力，，除了凭借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加工厂之外除了凭借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加工厂之外，，也也

出现了一系列出现了一系列““大国重器大国重器””和和““超级工程超级工程””，，以华为以华为、、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通信腾讯等为代表的通信、、互联网产业的崛互联网产业的崛

起起，，都体现了中国的工业实力都体现了中国的工业实力。。这种工业精神也这种工业精神也

体现在体现在《《流浪地球流浪地球》》中用工业力量来拯救地球的方中用工业力量来拯救地球的方

案案，，电影中工业不再是废墟和异度空间电影中工业不再是废墟和异度空间，，而是生产而是生产

性的性的、、建设性的工地建设性的工地，，坚信工业和科技的积极作坚信工业和科技的积极作

用用。。中国之所以能完成工业化中国之所以能完成工业化，，与国家大力发展与国家大力发展

工业工业、、实体产业以及对从事工业生产的实体产业以及对从事工业生产的““工匠精工匠精

神神””的肯定密不可分的肯定密不可分，，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

工业文明的优势所在工业文明的优势所在。。

可以说可以说，，中国的现代经验更代表一种第三世中国的现代经验更代表一种第三世

界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界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其基础其基础

在于国家政权和基本制度的稳定在于国家政权和基本制度的稳定、、对人民的动员对人民的动员

和集中力量发展工业的精神和集中力量发展工业的精神。。这些都来自于中国这些都来自于中国

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社会社会、、国家治理的理念国家治理的理念。。

未来的文化挑战未来的文化挑战

十八大以来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政治生态对政治生态、、经济结构和社会治理等作出了积极经济结构和社会治理等作出了积极

调整调整，，以适应中国经济崛起时代的新格局和全球以适应中国经济崛起时代的新格局和全球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稳定风险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稳定风险。。对于未来的中国对于未来的中国

文化来说文化来说，，需要面对三重挑战需要面对三重挑战。。

首先首先，，精英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群众文化协调发大众文化与群众文化协调发

展展。。90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中国文化的基本格

局已经从体制内的文化事业单位为主体转变为三局已经从体制内的文化事业单位为主体转变为三

种种：：一是精英文化一是精英文化，，如严肃文学如严肃文学、、小剧场话剧小剧场话剧、、当代当代

艺术等艺术等，，受众面虽小受众面虽小，，但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品质的但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品质的

象征象征；；二是大众文化二是大众文化，，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力发展文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力发展文

化产业化产业，，使得文化产品极大丰富使得文化产品极大丰富，，满足了普通百姓满足了普通百姓

文化消费的需求文化消费的需求，，文化产业化一方面盘活了文化文化产业化一方面盘活了文化

市场市场，，另一方面也带来文化市场的唯利化和娱乐另一方面也带来文化市场的唯利化和娱乐

化化，，容易受到资本驱动和利润绑架容易受到资本驱动和利润绑架；；三是群众文三是群众文

化化，，国家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国家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系建设，，如城市出现更多公益性的博物馆如城市出现更多公益性的博物馆、、图书馆图书馆

等公共文化空间等公共文化空间，，农村地区也有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地区也有广播电视村村通

工程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等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等，，

这些公共文化产品惠及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这些公共文化产品惠及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这这

三种文化具有不同的功能三种文化具有不同的功能，，彼此之间不是非此即彼此之间不是非此即

彼的关系彼的关系，，而是满足不同阶层而是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人们享不同区域的人们享

受多样的文化需求受多样的文化需求。。

其次其次，，互联网文化的崛起与网络社会治理的互联网文化的崛起与网络社会治理的

关系关系。。在全面信息化的时代在全面信息化的时代，，各种文化媒介都转各种文化媒介都转

型为数字化媒体型为数字化媒体，，从电子书从电子书、、网络影视剧网络影视剧、、微信等微信等

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抖音短视频到即将到来的抖音短视频到即将到来的55GG时代时代，，数数

字化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已经成为文化生产和消费信息化和智能化已经成为文化生产和消费

的基本形态的基本形态。。借助中国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普借助中国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普

及及，，中国拥有最多的互联网人口中国拥有最多的互联网人口，，并且在移动支并且在移动支

付付、、电子商务等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电子商务等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互联网互联网++””

不仅改变传统行业不仅改变传统行业、、实体经济的形态实体经济的形态，，迫使各行各迫使各行各

业转型升级业转型升级，，而且移动互联网也深刻地改变了每而且移动互联网也深刻地改变了每

个人的日常生活个人的日常生活，，让个体拥有更多自主化的媒体让个体拥有更多自主化的媒体

空间空间，，每个人都参与到互联网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每个人都参与到互联网文化的生产和消费

之中之中，，使得文学使得文学、、新闻新闻、、娱乐娱乐、、媒体等领域出现去职媒体等领域出现去职

业化业化、、去专业化的特征去专业化的特征。。可以说可以说，，互联网使得自上互联网使得自上

而下的而下的、、中心与边缘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去中心中心与边缘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去中心

化和扁平化化和扁平化，，这也需要社会治理适应新的状态这也需要社会治理适应新的状态，，既既

要面对社会空间虚拟化所带来的高风险要面对社会空间虚拟化所带来的高风险，，又要保又要保

障网络社会空间的多样性和多元状态障网络社会空间的多样性和多元状态。。

最后最后，，中国文化与海外传播的关系中国文化与海外传播的关系。。随着中随着中

国资国资本本、、企业和劳动力走向海外企业和劳动力走向海外，，中国文化的海外中国文化的海外

传播就不只是文化展示和交流传播就不只是文化展示和交流，，更重要的是宣传更重要的是宣传

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普遍性的价值观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普遍性的价值观。。中国故事不中国故事不

能只是民族性能只是民族性、、差异性的故事差异性的故事，，而应该拥有能够包而应该拥有能够包

容不同文明容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价值理念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价值理念。。近些近些

年年，，中国提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和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主张的主张，，这些都是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世界视野这些都是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世界视野，，这这

就需要中国建立和就需要中国建立和““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相匹配的历史相匹配的历史、、社会社会

知识知识，，也只有充分了解也只有充分了解、、认识他者认识他者（（尤其是欧美之外尤其是欧美之外

的亚非拉地区的亚非拉地区），），中国企业才能更有信心地开中国企业才能更有信心地开拓海拓海

外市外市场场，，更好地融入每一个在地社会更好地融入每一个在地社会、、与不同的文与不同的文

化形态进行对话化形态进行对话。。因此因此，，在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国中国

故事要实现更有效的国际传播故事要实现更有效的国际传播，，通过展示中国的通过展示中国的

悠久文明和现代精神悠久文明和现代精神，，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故事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故事

的普遍性和参考性的普遍性和参考性，，相比欧美国家的现代性经验相比欧美国家的现代性经验，，

强调独立自主和普惠性发展的中国道路更适合发强调独立自主和普惠性发展的中国道路更适合发

展中国展中国家的国情家的国情，，这也是中国故事的优势所在这也是中国故事的优势所在。。

新时代的中国新时代的中国，，需要新的中国故事需要新的中国故事。。在中国在中国

基本完成现代化的各项指标的同时基本完成现代化的各项指标的同时，，也会面临现也会面临现

代化所携带的各种挑战和问题代化所携带的各种挑战和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

文化文化、、文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来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回应时代精神就形成了一种回应时代精神、、探讨社会问题探讨社会问题

的文艺传统的文艺传统，，很多时期很多时期，，现代文艺引导现代文艺引导、、参与到重参与到重

大议题大议题、、政治事件的进程之中政治事件的进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意义上，，新新

时代的文艺需要继承时代的文艺需要继承、、发扬五四新文艺的精神发扬五四新文艺的精神，，重重

建文艺与社会建文艺与社会、、时代时代、、人民的有机性人民的有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