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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月月22日日，，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明确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总体要求明确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出要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指出要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加强文艺加强文艺
评论阵地建设评论阵地建设，，强调要强化组织保障工作强调要强化组织保障工作。。

《《意见意见》》的发布的发布，，在我省文艺评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在我省文艺评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加
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总体要求和
具体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指出，加
强新时代文艺评论首要的是要把好文
艺评论的方向盘，坚持正确的文艺导
向。

要把好文艺评论的方向盘，首先要
倡导“批评精神”。一个时期以来，很多
文艺批评缺乏客观的评判，不负责任的
叫好和庸俗的吹捧，既不能给创作者提
供专业的意见，也不能给读者、观众提
供正确的引导，遂使商业操作、“刷分控
评”等不良现象大行其道。因此，《意
见》强调要健全文艺评论标准，把社会
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坚持以理立
论、以理服人，增强朝气锐气，做好“剜
烂苹果”的工作。

要把好文艺评论的方向盘，同时要
倡导“专业精神”。专业精神和专业能
力是文艺评论权威性的来源，文艺评论
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创造性劳动，对于评
论者的价值取向、审美修养、知识结构、
思维方式乃至文体风格等等都有很高
的要求。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
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
系，不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

美，是当前增强文艺评论专业性和权威
导向作用的重要前提。

要把好文艺评论的方向盘，还要
切实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当下文
艺评论阵地呈现出多平台共存、多层
次互补的格局。其中至少包括传统文
艺评论阵地、新媒体评论平台和大数
据评价机制等。要通过巩固传统文艺
评论阵地，组织有分量、说理充分、能
够透过个别现象发现宏观倾向性问题
的专业评论；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平
台，及时推出微评、短评、快评和全媒
体评论产品，对新人新作、热点文艺现
象发声，引导舆论、市场和大众，增强
评论的时效性和传播效果；还要健全、
完善现有基于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建
立、规范网络算法推荐，用正确的算法
引领大众评价与文艺评论形成正向互
动。

新时代文艺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健
康积极有效的文艺评论，文艺创作和评
论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必须相互砥
砺，携手攀登高峰。我们要以《意见》为
指导，提升和强化我省文艺评论，在文
艺工作中积极发挥文艺评论价值引导、
精神引领和审美启迪作用，补齐短板，
使健康的文艺评论工作成为提升我省
文艺创作水平的重要支撑。

文艺评论是文艺活动极为内在而有机的
组成部分，科学理性的文艺评论会对文艺创
作、文艺接受乃至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
重要的影响。因而夯实评论工作者的专业基
础和思想根基，营造风清气正的评论氛围，既
是文艺评论自身的本体要求，也是文艺健康
发展的基本保障。近日，由中央宣传部等五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
工作的指导意见》，既深刻地阐明了当前文艺
评论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又明确地指出了新
时代文艺评论的方向与出路，同时也为中国
文艺评论形态的有效建构提供了极为宝贵的
思路。笔者以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
来把握《意见》的要义与亮点。

重申文艺评论的评判功能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价值判断都是
评论的基本构成要素。《文心雕龙·论说》有言
曰：“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
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又曰：“评者平
里。”通俗地说，这里的“论”可以理解为阐发
道理，“评”理解为“评判、裁夺”。而从评论的
西方词源学角度来看，英语的 criticism，法语
的 critique,德语的 kritik，均源于希腊文 kriti⁃
cos，意思是辨明、区分、判断。尽管评论一词
最早并不特指文艺评论，但是价值判断显然
构成了评论的基本要素或核心内涵。

一般说来，文艺评论的功能主要有三个：
一是描述功能。描述功能解决的问题主要是

“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评论家通过对文艺
现象、文艺作品进行概括和描述，让人们对评
论对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描述功能是评论
家进行理论阐发和价值评判的前提和依据。
但无论评论家对评论对象的描述有多么精
准，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也只是一篇
不错的报道，并不能称其为评论。二是阐释
功能。阐释功能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的问
题。评论家借助一定的文艺理论对评论对象
进行阐释，使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文艺对
象。较之于描述而言，阐释因评论家依凭的
话语范式、批评观念、批评个性等方面的差
异，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阐释必然导向评
判目的，如果没有价值判断为旨归，那么阐释
的力度和深度就会大打折扣。三是评判功
能。评判功能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和“应
如何”的问题。作为文艺评论的核心内容，价
值评判功能就是要将评论对象置于一定的价
值关系中，依据一定的价值尺度褒优贬劣、激
浊扬清。价值评判功能无疑是文艺评论最根
本的功能，也是文艺评论的基本特性，不作评
判的文艺评论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之为批评。

显然，那种不进行价值评判、不及物的、论
而不评的所谓的文艺评论不仅于文艺创作、文
艺接受、市场引导、社会效益等无益，也严重地
损害了批评的公信力。为此，《意见》提出：“弘
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不为低俗庸俗媚俗作
品和泛娱乐化等推波助澜。”可以说，既是对文
艺评论整个行业在行风上提出的要求，也是对
文艺评论价值评判功能的重申。

重塑文艺评论的人民立场

“人民”既是一个历史概念、政治概念，也
是一个文化概念；既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也
是一个价值概念。当我们谈人民的时候，一
定是在谈一个有着历史积淀、文化传统的民
族共同体，也一定是在谈一个有着共同理想
信念、奋斗目标的民族共同体。文艺评论的
人民立场，要求文艺评论家在进行文艺评论
时，把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情感、
人民的要求等作为评论的前提和旨归。

作为理解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以及文化内
涵的关键词，“人民性”不仅构造了社会主义
文艺的基本面貌，也构造了文艺评论的基本
尺度或评价准则。文艺评论的人民立场是社
会主义文艺评论的基本特质，也是中国文艺
评论彰显自身逻辑的魅力所在。实践证明，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
者。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
世界历史的动力。”因而，社会主义的文艺必
然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文艺就应该反映人
民的心声，而要反映人民的心声，就要坚持为
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

一段时期以来，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文艺
的娱乐功能被无限夸大，快餐式的文化大量
地充塞了我们的文化空间。人民的文艺被无
病呻吟、矫揉造作、粗制滥造的娱乐至上、娱
乐至死的浅薄之作所排斥、所放逐。文艺的
社会功能和精神引领作用被弱化了。尽管当
前我们的文艺评论事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但仍有一些不良风气在制约着评论的发
展。不仅如此，一些文艺评论彻底背弃了人
民立场，使文艺评论降格为消费文化的一个
构件，从而为商业利益摇旗呐喊。

针对此种现象，《意见》指出：“健全文艺

评论标准，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
评判者，把政治性、艺术性、社会反映、市场认
可统一起来，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
位，不唯流量是从，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
代艺术标准。”为此，我们要重塑文艺评论的
人民立场，将及物的评论、人民的评论贯穿于
整个评论活动中去。

重构文艺评论的中国话语

《意见》指出：“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
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
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和话语体系，不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
审美，改进评论文风，多出文质兼美的文艺评
论。”这既是对文艺评论中国主体的充分强
调，也为中国文艺评论话语形态的建构路径
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纷繁多样的文艺批评理
论一下子涌进国门。一定程度上，这些理论
对于建构当前我国文艺评论话语形态有着一
定的借鉴价值，但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理论
背后所附着的价值观，不加批判地应用，不仅
对我们的文艺构成了某种伤害，也极易导致
本土批评理论的“贫血”。

我们应该回归我们的批评传统，向我们的
古人学习，那些闪耀着诗性光芒的诗评、文评，
以充盈着评论主体的个性、悟性、诗性的语言，
以一种开放的生产性的体悟方式以及独特的
话语范畴诸如“风骨”“境界”“滋味”等，指导着
彼时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接受，并引领着当时的
文艺潮流和社会风气。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有
着谙熟中国美学传统的诸如《文心雕龙》《诗
品》的文艺理论的浇灌，以及大量的诗评、文评
的培植与斧正，中国才出现了唐诗宋词元曲明
清小说等一个又一个文艺高峰。

总之，《意见》在我国文艺评论事业蒸蒸
日上的当下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广大
的文艺评论工作者应该自觉重视文艺评论的
价值评判功能，内化文艺评论的人民立场，建
构文艺评论的中国话语，从而使新时代的文
艺评论走向文艺评论的新时代。

文艺评论是文艺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新时
代中国特色文艺评论，对于
弘扬中国精神，繁荣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
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
义。

首先，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传统文化的契合共识中确立中国特色
文艺评论的基本原则。

文化尤其文艺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是民族的基因血脉。中华民族的文化创
造，经过五千年的历史演进和积累，已经
形成了一条波澜壮阔的文化长河。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
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支撑。在纵向的
历史向度上，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
化基因和血脉。在横向的文化坐标上，
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版图上彰显着
中国特色。

马克思主义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
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中华文明历久弥
新，在与时俱进中日益彰显强大的生命
力。中国特色文艺评论只有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的融合中，以马克
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汲取传统文化的优
秀基因，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才能在创新
中彰显中国气质。

其次，我们要在“古为今用”与“洋为
中用”中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文艺评论
话语。

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一样
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衍变中形成了
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论传统。

第一，中国古代文艺评论的美学传
统表现为文艺评论的主体化。中国古代
文艺主要以抒情言志为主，文艺评论具
有明显的主体化倾向。一是重情趣，注
重从创作主体的情感表现探讨文艺创作
的艺术品质。二是重人品，注重作家的
人品与修养，认为文艺作品的思想价值

和艺术风格与作家的道德品质、个人修
养密切相关。三是重“才、识、胆、力”，强
调作者的创作才能、创新胆量、学识水平
和表现能力。

第二，中国古代文艺评论的美学传
统表现为评论的意象化。主要表现为：
一是崇尚自然，主张“天人合一”，所谓

“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叶
燮《原诗·内篇上》）、“诗者，天地之心”
（刘熙载《艺概·诗概》）。二是提倡含蓄
美。所谓“诗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
短”（严羽《沧浪诗话》）、“不著一字，尽得
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

第三，中国古代文艺评论的美学传
统表现为评论体式多元化。我国古代文
艺评论在历史衍变中形成了诸多体式，
譬如综合体、诗品体、序跋体、诗话体、点
评体等。中国历代文艺评论家既重视对
传统文艺批评话语的继承，又勇于创新
和发展。因此，许多传统文艺评论话语
历经时代变迁至今仍然充满活力，诸如

“情”“景”“言志”“传神”“意境”“神韵”
“境界”“比兴”“豪放”“婉约”“风骨”等，
这些传统文艺评论话语仍然活跃于当下
文艺理论和批评中。

时移世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艺”，
文艺评论必须要“与时俱进”，在继承中
创新。毋庸讳言，有很多传统文艺评论
话语在新的时代语境和新的文艺现实面
前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活力，这就需要重
新激活和革故鼎新，而这一创新过程则
需要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在依
据和基本逻辑，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
不能“食古不化”。

同样，我们在借鉴西方文艺评论方

法和评论话语时，也必须坚
持马克思主义“扬弃”的原
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
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
审美”，避免“食洋不化”。

再次，我们要在构建新
时代中国特色文艺评论中重

塑文艺评论形象。
当前，文艺创作取得了繁荣发展的

可喜局面。当然，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
出的那样，“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

‘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在新的时代
背景和文化语境中，面对丰富多彩而又
纷繁复杂的文艺创作实践，文艺评论则
显得相对滞后和弱化，甚至出现了一些
不良倾向。一方面文艺评论表面繁荣，
各类文章不计其数；另一方面文艺评论
的影响力与实际效能日益式微，信任度
和亲和力也逐渐萎缩。新时代，构建中
国特色文艺评论，亟须避免不良倾向，重
塑评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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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主
要是通过对文艺作品的鉴赏评论，洞烛
幽微，评价得失，一方面通过对具体作品
真诚合理的分析评价，帮助作者总结经
验，认识不足，从而提高创作水平；另一
方面通过批评阐释，传递真善美，帮助读
者提高鉴赏水平和认识能力。因此，新
时代文艺评论工作者需要有高尚的道德
情操和深厚的文艺修养才能真正做好文
艺评论工作。在以市场经济和商品消费
为时代语境的新形势下，作为审美“导
师”的文艺评论家“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应该加强自身道德
修养，重塑新时代文艺评论形象，明辨义
利，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真诚精到的
评论褒扬真善美，贬斥假丑恶，积极发挥
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作用，
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繁荣发展。

编者的话

牢牢把好
文艺评论的方向盘

□ 叶 青

在融合创新中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文艺评论

□ 李洪华

开
启
中
国
文
艺
评
论
的
新
时
代

□

苏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