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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历程，文化也经历了从依附到主导、从单一

到繁荣、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文化与意识形态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意

识形态制约和规定着文化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文化也以不同的属性和表现形式影响着意识形态的发

展。先进的文化推动了意识形态的建设，落后的腐朽的文化也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消解作用。基

于文化对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或者显性的影响，我国应该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筑牢意识

形态安全的根基，并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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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的发展
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 谢晓娟 金 鹏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复杂的过

程。这个过程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关。我

们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的发展历程作一个简

单的梳理。

1. 第一阶段：从 1949 年到 1978 年，社会主义文

化在曲折中发展。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8年
改革开放的开启，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文化的

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是在一穷二

白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当时，文化还谈不上真正的

发展，表现为新旧文化复杂交织的状态。1956年党

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正确的论述：“党和全

国人民的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使我国尽快地从落

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从 1956年开始，中

国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摸索。在科学文化领

域，毛泽东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这

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但

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的泛滥及“文化

大革命”的发生对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

响。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

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

火的政治批判。[2]（P193）这种批判导致文化发展受到严

重阻碍，导致文化领域百花凋零、万马齐喑。尽管如

此，文化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到“文

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创作和出版了各类文艺书籍

六万五千多种，生产故事影片六百多部，美术片二百

七十多本。 [3]（P283）话剧、故事片、诗歌、散文、报告文

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都涌现了很多

优秀作品。这个时期的文化作品具有“运动文学”和

“写英雄人物”的特点。有些文化作品与主流意识形

态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直接用文化作品体现主流

意识形态的内涵和价值取向。但是，很多文化作品

也存在着忽视文化表现手法、忽视文化规律、严重超

越现实等方面的问题。

2. 第二阶段：从 1978 年到 1992 年，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逐步确立时期的文化建设。1978年 12月召

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 1976年 10月以来

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次全会坚决批

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开

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

针。 [4]（P201-202）这次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

命运的伟大转折，文学艺术也进入了转变和发展的

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发展时期，文学创作开始关

注人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与人的需要、人的本质

与人的自然欲望等主题，出现了“伤痕文学”和“反

思文学”。《伤痕》（1978）、《新岸》（1981）等作品陆续

问世，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随着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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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行，文化作品也开始关注社会改革，反映农民

工题材的作品逐渐增多。1982年 9月党的十二大

提出必须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此同时，为了解决文化管理

体制中存在的管理僵化、效率低下等问题，有步骤

地部署文化体制改革的工作逐步启动。1986年 9
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把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放在国家战略的突出位置。

1987年 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要解决在精神文明建

设领域“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在市场经济推进

的过程中，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与主流意识形

态保持着一致性，另一方面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

文化主题试图淡化纯政治性的渲染，与此同时，平

民题材和青春元素也逐渐凸显。

3. 第三阶段：从 1992 年到 2012 年，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建设。1992年邓小平的

南方谈话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

1996年 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重要

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

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

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5]（P377）1997年 9月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

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

力和智力支持。”[6]（P441）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

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7]（P113）2004年，党的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

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首次提出了“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2007
年党的十七大确定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的文化建设任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

任务。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时期。在“弘扬

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文化战略下，文化产品的主

题增多，包括农村题材、历史题材、家庭伦理题材、反

腐倡廉题材、青春校园题材等都涌现出优秀的作

品。《亮剑》(2005)、《闯关东》（2006）等爱国主义题材

表达了顽强的民族精神，受到人们的欢迎。随着后

现代文化、新儒家文化、草根文化、自由主义等形形

色色思潮的出现，文化作品也呈现出复杂的局面。

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崇拜、物质主义以及拜金

主义等对文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4. 第四阶段：从 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时期。2012年党的十八大突

出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8]（P24），重点提出要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

来，文化在党和国家中的总体战略地位得到极大提

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9]（P138）2013年 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

出：“一切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都要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积极人生追求、高尚思想

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10]（P583）2014年 10月 15日，习近

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不能

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

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

市场上受到欢迎。”[11]（P132）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继

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

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文化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繁荣景象。2018年全年生产电视剧 323部 13726集，

电视动画片 86257分钟；全年生产故事影片 902部，

科教、纪录、动画和特种影片 180部；出版各类报纸

340亿份，各类期刊 24亿册，图书 95亿册（张），人均

图书拥有量 6.85册（张）；年末全国共有档案馆 4210
个，已开放各类档案 14016万卷（件）。[12]文化产业得

到极大发展，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显著

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得到极大提升。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发展对意识形态安全

的影响分析

意识形态属于文化的范畴，是文化中的核心部

分。但是两者的运行规律和表现形态具有不同的特

点。意识形态对文化具有主宰和控制的作用，也有

统领的作用。文化会对意识形态产生影响，这种影

响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既可以是疾风暴

雨式的，也可以是润物细无声式的；既可以从积极的

层面维护和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也可以

从解构的角度消解意识形态，甚至危害到主流意识

形态的指导地位。

1. 先进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和推动作

用。一方面，我们要明确文化是根植于意识形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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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存在，不是外在的东西。另一方面，文化可

以通过思想、观念、信仰的塑造来影响意识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反映了不同历史时

期的精神成果和精神贡献。先进文化之所以能够

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一是因为先进文化与占

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本质是一致的；二是

先进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上倡导的

道德规范是一致的，比如爱国主义等等。新中国成

立以来，先进文化极大地推动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建

设。文化越来越承担起举旗帜、育新人、展形象的

作用，成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最好的表现形式。

2. 落后腐朽的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和

阻碍作用。所谓落后的文化不是指表现手法的落

后，而是内容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不能起到振奋人

心、鼓舞斗志的作用，更不能起到凝聚共识、引领方

向的作用。一段时期以来，占据荧屏的是帝王将

相、宫闱争斗等影视作品，传递的是宫廷争斗、弱肉

强食、计谋与权术等内容，这些主题与时代主题相

背离。随着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我国，美国大片、韩

国电视剧、日本漫画等在中国广泛传播，其中隐含

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普世价值观、消费主义、泛

娱乐化主义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对我国

的意识形态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网络中，戏

说历史、戏谑英雄、恶搞经典等文化作品大行其道，

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文学作品以“重修历史”“回归

历史”“探寻历史真相”为幌子推行历史虚无主义，

颠倒历史的真相，试图从根源上动摇中国共产党的

执政根基。

三、从文化的角度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

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

作。”[13]（P140）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是一项国家战

略。从文化的角度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建

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对外传播，并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维护国家

意识形态安全。

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筑牢意识形态

安全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要实

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

神力量。”[14]（P139）新时代赋予文化新的使命。文化要

自觉地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展形象的使

命和任务，必须是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的文化，是

健康向上的文化，是催人奋进的文化，是滋养心灵

的文化，是凝聚共识的文化。为此，文化工作者、文

艺工作者要努力创造出更多的反映时代主题、反映

时代诉求、反映共产党治国理政伟大成就的优秀文

化作品。利用这些优秀的文化作品宣扬马克思主

义，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共同思想基

础。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更要加强对网

络文化的监管和引导。网络文化业态增多，内容错

综复杂，管理难度大，因此要开展具有前瞻性的研

究，掌握网络文化的发展规律，营造风清气正的网

络文化空间。同时，鉴于 70多年来文化发展的历

史教训，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谨记：文化有文化的

发展规律，有与意识形态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形态。

我们既不能把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又不能使文化

成为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脱缰野马”。从发展的

角度看，把文化变成了意识形态本身，文化发展就

缺少了文化的韵味和艺术的气息，与人们的需要

“渐行渐远”。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

文化的价值定位下移，随之而来的是庸俗文化、低

俗文化、媚俗文化的增多，精神追求和审美标准的

下降。因此，在以文化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功

能定位中，文化既要反映人的自然需要和本性需

要，又要反映人们的审美需要，更要反映国家的意

志和国家的发展目标。

2.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对外传播，破

解域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误读”、歪曲和攻击。从

文化发展的角度讲，我们对西方文化经历了从封锁

到开放，从盲目崇拜到理性认知的转变过程。这是

伴随着我国总体实力提升的一个过程。我们曾经的

自卑源于我们曾经的落后，但是我们的强大不会让

我们自大和狂妄。这是由我们的文化基因决定的，

更是由社会主义的属性决定的。但是，即使我们一

直以来始终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践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求大同”“尚和合”的理念，

也依然无法改变某些国家一贯的冷战思维和对中国

的战略误判，无法改变西方国家某些政客、企业家、

媒体对中国的“误读”、歪曲乃至攻击和谩骂。随着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上“中国威胁论”

“中国崩溃论”“中国新殖民主义”“遏制中国”等论调

不绝于耳，甚至愈演愈烈。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

因为西方国家“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惯性思维，对马

克思主义的敌视，对社会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反动

和惧怕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恐惧。面对这种复杂的国

际局势，我们要积极应对，改变“挨骂”的境况。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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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走出去”在维护国家意识形

态安全方面取得了十足的进步，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得到极大的提升，国家形象逐渐改善，话语权和主导

权逐步扩大，但也依然存在着文化传播的渠道和手

段单一、文化的时代内涵单薄模糊、对文化的传播对

象认知不足等问题。因此，从文化的角度破解西方

国家对我国的文化威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必

须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现代内涵，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智慧和中

国气派，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一是制

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确定国家文化发展的阶段性

目标和主要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机制以激发文化发

展的活力和创造力。二是梳理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内涵，不是简单地复古或模仿过去，而是要挖

掘“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

同”的时代价值，并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展示。三是

“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15]（P155）。通

过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尊重中国

的制度选择和道路选择，并为广大后发国家的发展

提供借鉴。

3. 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

全。意识形态建设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建

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教育。针对目前面临的国内外复杂形势，意

识形态建设也要有所创新。一是要敢于借鉴和善于

通过文化等形式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要把意识形态

的价值导向、思想导向等蕴含在文化的载体和形式

之中，成为文化的灵魂。二是要勇于向各种错误的

文化现象展开旗帜鲜明的斗争。伴随着市场化进程

的加快，各种享乐主义的娱乐文化、功利主义的拜金

文化、公然挑战法律权威的黑色文化以及消极低沉

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文化等等都有各自的存在土

壤和受众群体。对此，要勇于开展批判和斗争，牢牢

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三是要旗帜

鲜明地反击各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对各种诋毁社会

主义制度、诋毁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诬蔑和诋毁党和

国家的历史及英雄人物的行为展开旗帜鲜明的斗

争，捍卫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四是开展意识形态

工作要遵循规律性，提高针对性，增强有效性。新时

代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要避免“假大空”、硬性灌输和

思想强制，而要采取各种隐性方式使主流意识形态

走进人们的内心世界。当前，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建

设工作就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共识，成

为人们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要突出时代性、彰显人民

性、体现引领性，既要有统一宏观的教育和学习规

划，也要有各地方、各领域、各部门的教育创新和学

习创新；既要有深刻的理论解读，也要开展适合广大

人民群众的简洁易懂的普及学习；既要有涉及国家

总体战略目标等层面的理论宣讲，也要有与人民群

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解读。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

过程，转变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动力和实践伟力。只有这样，

才能在“立”中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破”中扫

除意识形态建设的障碍，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不

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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