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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百”方针从上世纪 50年代提出后，一直就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政策，在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历史意义重大。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它仍是必须始终坚持

的基本方针，对解放文化生产力、推进文化创新、完善文化建设理论体系等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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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建国初期提出，强调不同形

式、题材自由发展，提倡不同学派、观点自由讨论，逐渐发

展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政策，有力推动了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进程。但这一政策的发展历程却颇为曲折，可

谓是几起几落。本文对“双百”方针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

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历史意义及现实价值。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的初衷是毛泽东为了解决

中国传统戏曲改革和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方针问题。1950
年，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百花齐

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主张京剧、各种戏曲都应该保留下

来，并且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改进继承。1951 年

4 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毛泽东为其题词：“百花齐

放、推陈出新”，作为他们的工作方针。从此，这一方针成为

戏曲改革的重要指导方针。1953 年 8 月，新组建的中国历

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就历史研究工作方针向毛泽东请示，毛

泽东提出要“百家争鸣”，认为历史研究可以自由争鸣，并

且学术研究应当充分讨论，允许不同观点交锋碰撞。“百家

争鸣”开始成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方针。
在 1956 年之前，“双百”都是针对某一具体工作分别

提出的方针。真正成为艺术、学术领域的指导方针是在

1956 年。1956 年 4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

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双百”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

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

针。”[1]555 月 2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提出要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发展艺术、学术的指导方针，

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让几

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

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2]4915 月

26 日，在中科院和中国文联组织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

会议上，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全

面系统阐释了“双百”方针的内涵、背景和具体政策。《人民

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一报告，将党和国家这一重要文化政

策正式向全社会公布。9 月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

中提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出科学上的

真理应愈辩愈明，艺术上的风格应兼容并包，要通过自由

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双百”方针由艺术、学术领域发展到其他文化领域，

并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政策则是在 1957 年。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上，毛泽东

提出将“双百”方针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而

不只是局限于艺术、学术领域。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

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1]229 在 3 月召开的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放”还是“收”的方针问题作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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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重申了“双百”方针的重要性，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

暂时性的方针。”并且将“双百”方针推广到其他工作领域，

“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

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1]279。
至此，“双百”方针正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基本政策之一。
二、“双百”方针的曲折发展

“双百”方针提出后，在文化建设、科学发展等方面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知识界的春天到来。但它的发展并

非一帆风顺，经历了颇多曲折。
1.1957- 1962年“双百”方针在质疑中艰难发展
1956 年“双百”方针公布后，文艺界科学界进行了广泛

讨论，表示热烈拥护这一新政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被充

分调动起来。但不久即出现不同声音，开始质疑“双百”方
针。1957 年 1 月，陈其通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

有些人只强调了“双百”，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可以不强

调了等。文章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对“双

百”方针也存在怀疑态度，认为是唯心论又抬头了，唯物论

声音却鸣得不高。面对这些质疑，毛泽东在几次会议上给

予了尖锐批评，强调必须坚持“双百”方针这个符合马克思

主义的正确方法。“双百”方针得以继续执行。随着 1957 年

6 月反“右派”斗争的爆发，思想文化界的春天骤然遭遇寒

流，“双百”黯然失色。1958 年“大跃进”运动提出“人人作

诗，人人画画”等极“左”思想，文化建设明显违背自身规

律，“双百”方针严重受挫。
1961 年底至 1962 年初，党和国家决定对经济、文化等

政策进行调整，相继制定了《科技十四条》《文艺八条》等条

例，全面清理调整“左”的文化思想路线，召开“七千人大

会”“剧作家座谈会”“广州会议”等，重新强调发扬艺术民

主和尊重艺术规律，要进一步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对学

术和艺术问题要自由讨论。但是这种调整相当短暂，1962
年 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左”倾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多次强调阶级斗争的存在，认为不抓阶级斗争，国家

就要变色。对文化思想领域的批判也越来越政治化，“左”的
偏差愈来愈严重，调整时期提出的方针政策被抛弃。

2.1966- 1976年“双百”方针全面停顿
对文化思想领域过火的政治批判成为“文革”的导火

线。整个“文革”十年期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受到空前浩

劫，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国以

来提出的各项文化政策全面废止。文化专制主义使文化发

展陷入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状况，“四人帮”更是叫嚣，

“百家争鸣，最后听江青的”[3]。
3.1978- 1985年“双百”方针价值体系恢复重建
1978 年，文化思想领域发生了两件重大事情，一是关

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大讨论，二是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两件事情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1981 年 6 月十一届六中

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坚持实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

用和地位。“双百”方针开始得以恢复。
为恢复和重建“双百”方针的价值体系，邓小平作了很

大努力。1979 年 3 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强调

“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允许有

丝毫动摇”[4]183。10 月，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

表大会上指出，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条件日益

成熟，文艺工作要继续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1980 年 1 月，在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他说：“我们要永

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4]256 他对“双百”方针

的一再强调，使其再次成为一项长期坚持的重要文化政策

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
4.1986年以后“双百”方针得到不断巩固并发扬
1986 年 9 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必须坚决执行“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和鼓励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

营造科学文化发展必需的良好环境和气氛，使其更好地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党第一次以全会形式专

门讨论文化建设，并将“双百”方针用党的决议形式明确下

来。从此，“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基本政策，得到始终坚持和发扬。党的十三大、十四大

报告都强调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努力建设精

神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1997 年 9 月，十五大报告专门

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强调必须坚持

“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党的十六

大、十七大指出要继续坚持这些基本方针，大力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提供智力支持。2011 年 10 月，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

继承和创新相统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从历次党代会对“双百”方针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出，伴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精

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提高，“双百”方针在文化建设中的

作用逐渐显现并扩大，内涵也不断丰富和提升，成为促进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
三、“双百”方针的现实价值

“双百”方针实行五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历程中作用明显，正如陆定一所

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

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3]从其发展历史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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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史意义深远，突出表现在两

方面：一是充分尊重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党和

国家对文化发展内在规律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二是提出

了一条有效解决文化建设问题的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即

通过学术民主形成生动活泼的局面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发展的道路。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背景

下，坚持“双百”方针，对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处理好“双百”与“二为”的关系是“双百”方针发挥作

用的前提。“双百”方针的发展历程表明，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之下的“放”和“鸣”，是在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根本方向下的“放”和“鸣”，
这样才能保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先进性，充分体

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反之，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双百”就会陷入歧途，文化建设难免受到资产阶级

自由化思想的侵蚀。
对于这一问题，党和国家有过系统的论述，始终强调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属于人民，必

须坚定不移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且强调这是

文化建设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毛泽东指出，“无论在党

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

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1]197。邓小

平坚决反对把“双百”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

方针，他指出，“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

‘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4]256

2.“双百”方针既是基本政策和方针，也是重要策略和

方法，是推进文化创新的有效途径。“双百”方针作为党和

国家指导文化建设的基本政策和方针，在文化建设的宏观

层面发挥了指导性、全局性作用。而从微观层面来看，它也

是一种推进文化创新的重要策略和方法。文化建设是需要

极大地发挥个人创造性的领域，必须培育一种相对宽松、
自由的适合文化发展的生态环境，鼓励文化建设者勇于探

索和尝试，促使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学术风气的相对自由

与开放，为学术创新、理论创新提供良好氛围。
对自由创造和自由讨论的尊重和倡导正是“双百”方

针的精神实质和生命力所在。它在尊重人类社会和精神世

界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前提下，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即通

过倡导建设主体自由发展，通过弘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使文化建设思想更活跃、道路更宽广、方法更丰

富，有利于培养文化名家，产出文化精品，实现理论观点、
方式方法的创新，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

3.坚持“双百”方针有利于完善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

系初步形成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

时期，经过第二、三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指导思

想、根本目标、建设内容和措施、原则和方针等主要政策上

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发展，渐趋成熟。党的十六大以

后，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的文化发展观，强调要解放和发展

文化生产力，改革文化体制，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

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

系更为丰富和科学。
这些新的文化建设理论的提出，是党和国家更加尊重

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加注重发挥文化建设主体创造性

的具体体现，充分体现了“双百”方针的科学内涵，显示出

党和国家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对文化建设的创新

思考。新的建设理论又使文化建设实践朝着更加丰富多样

的方向发展，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得到充分释放。建设实

践与建设理论的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将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更具开放性、针对性、科学性，

不断丰富和完善，对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

的促进作用也将日益凸显。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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