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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也是我国文化政策风雨兼程、创

新发展的70年。70年前，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说了这么

一段话：“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

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

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

了。”“站起来”是中国一切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我们思考、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

前提和基础。没有站起来，还是积贫积弱，还是任

人宰割和凌辱，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一种重新找回了失落了百年之久文化自信后的

一种扬眉吐气的宣示，一种意气风发的表达。正是

有了这种文化自信，70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虽然历

经风雨坎坷，但是依然不忘初心，朝着坚定的文化

目标，不断修正航向，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70年来中国文化政策的发展是新中国革命与建

设、改革与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历史

进程与全部逻辑的反映。站起来、富起来、强起

来，构成了新中国70年发展的大历史和大逻辑，概

括了新中国70年来的辉煌而伟大发展的基本特征。

70年新中国文化政策发展是其历史的反映和记录。

与之相对应，作为其精神反映和记录，构成了新中

国国家文化治理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政治治理、

经济治理和文化治理。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

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

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离开这

一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今天的一切发展

都无从谈起。新中国的诞生是全新的出发点，新中

国是和旧时代根本不同的新国家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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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来”需要一个捍卫与巩固阶段的历史需

求。当不能有效地巩固政权，无法有效地建设新中

国的时候，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是新中国必须

完成的使命。文化毫无疑问，要承担这一使命，并

且要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开辟新中国文化发

展的新道路、新事业、新方向而不懈努力。文化要

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提供舆论支持和生态环境塑

造，文化本身首先就需要一个自我改造。所有的改

造都是艰难的。除旧布新，历史要前进和发展就必

须要忍受新旧转换过程中凤凰涅槃式的痛苦。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文化发展价值观和文化发展目的观。他们构成

了70年中国文化政策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只能有

这样的社会主义文化政策价值观，而不可能有其他

的主义的文化政策价值观。“站起来”所提出的巩

固政权的政治治理的要求，必然地构成了它在第一

阶段的文化政策特征。话剧《龙须沟》、电影《上

甘岭》《铁道游击队》、小说《红旗谱》《红日》

《红岩》、音乐《歌唱祖国》《梁山伯与祝英台》

等一大批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共同

唱响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青春之歌”。这些作品

构成了新中国、新社会、新文化的典型亮色与构

图。他们表现了新生活，塑造了新形象，也融入和

建构了新中国精神文化的图景，以创造性文学艺术

实践，诠释了新中国70年“站起来”时候的社会主

义文化政策史。它是青春式的。青春的成长必然遭

遇青春期成长的烦恼。但是，多少年后，王蒙还

是喊出了他胸中对于那个时代的欢呼：“青春万

岁”。没有精神文化上的“站起来”，何来“青春

万岁”的激情表达？

二

中华民族不仅要站起来，而且要富起来。物质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贫穷同样不是社会主义。

文化要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消费多样性的需求，就

必须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同时，发

展文化生产力，丰富、扩大和提高文化生产力，努

力提高文化产品供给的丰富度、市场的丰腴度和人

民文化消费的富足度。当社会福利性的文化生产与

供给政策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需

求的时候，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

应的文化市场体制，极大地提高文化供给和文化资

源积累的财富创造能力，也就历史性地把中国文化

政策发展推到它的第二个阶段：经济治理。

改革开放开启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开

始了新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新时期，开创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创造性建设的新时期。通过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与经济领域里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

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按照市场经济规律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满足人们多样性和个性化

的文化需求，创造性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创

新型发展，也就历史性地成为第二个阶段的显著特

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中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提供和应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配置能力的

时候，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开辟了国际化道路。积

极发展文化产业重新激活了蕴藏在中国文化机体内

的巨大创造力，不仅赋予了文化与政治和经济关系

的新内涵，而且丰富和扩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政策的新领域。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积极推

动中国文化走出去，重新赋予了中国文化历史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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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时代特色。目前，中国电视剧和图书年产量稳

居世界第一，电影产量高居世界第二。2018年，全

国电影总票房达到609.76亿元，同比增长9.06%；

国产电影产量为1082部，总票房为378.97亿元，同

比增长25.89%，市场占比为62.15%；全国艺术表

演团体共演出312.46万场，国内观众达13.76亿人

次，总收入达366.73亿元。

三

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会

同步强起来。让文化在富起来之后，必须要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文化强起来，对人类做出

较大的贡献。1956年11月，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

先生》一文中说：到了21世纪，“中国应当对于人

类有较大的贡献。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

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邓小平后来也

说：“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

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

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作更多的贡献。”他

们把对中国是否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用来衡

量中国作为一个古老文明大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标

准。这种标准，不仅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而且

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而要对世界做出较大的贡

献，必须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主席说：“我

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

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能力。”这种贡献不仅是政治上的、经

济上的，还应当是文化上的。为世界进步、为人类

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性期待中被历史性地写进

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伟大日程表。70年新中

国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发展进入了第三个历史发展阶

段：文化治理。

“以人文而化成天下”，这是中国5千年以来

对于文化与天下关系的认识。上马打天下，下马治

天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华民族是以

独特而优秀的文化影响世界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作

为历史的文化中国的继承者，中国重新站到一个崭

新的历史高度上，在回归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不

忘携手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与文明的国家，共同建设

一个和平文明的新世界；在积极参与推进全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忘提供中国方

案，贡献中国智慧；在共同消除全球文化危机，克

服与防范文明冲突中，以文明互鉴、文明互融、文

明互通、文明互惠的新文明观，创新中国与世界文

化政策的新文明价值，把中国新文化政策的创造性

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政策有机地结合

起来，让世界分享中国文化政策发展的文明成果。

“一带一路”从一国倡议到被写入联合国文

件，它代表了全球人类交往的新的地理要素选择和

文化空间的塑造。它在创造性地建构了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文化政策价值新目标的同时，也为与世界各

国的文化政策的文明价值相对接提供了可能。政策

相通，不只是经贸政策相通，而且也是以民心相通

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相通，文化政策相通。在垄断的

资本主义世界文化市场体系中，“一带一路”提供

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化市场选择的结构性可能与创造

性想象。它为摆脱资本主义殖民文化和殖民文化市

场的统治与垄断提供了新发展道路。截至2019年8

月，中国已同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5

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文化交流与人文

合作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就为中国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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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文化市场积极参与沿线沿路国家的文化产业发

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和市场空间。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只在联合国等国际机

制。通过创新中国文化政策价值观，把中国的文化

发展与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人

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性需求作为制定中国文化政策的

新价值坐标，从而使得在有效地不断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能够让世界分

享中国文化发展的文明成果。以人类文明发展的需

求，创造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创新

型发展，把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性需求同世界文化

发展的历史性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全球治理创

新的历史进程中，推进中国文化治理的历史性进

程，从而创新中国文化政策决策的时空观和义利

观，正在成为文化治理中国，构成推进国家文化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成为中国文

化政策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气象：一种大文化政策

气象。这一气象正在塑造中国文化力量全新的生态

形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

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正在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政策观。习近平说：“一带一

路源自中国而属于世界。”这就是新时代中国文化

政策的新特征、新气象、新胸襟、新格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将在这个伟大的历史中获得中华文

化伟大复兴的历史实现。

四

新中国文化政策70年也是不断受到外部环境引

力影响的70年。世界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美经贸摩擦将长期影响和贯穿于两个百年之中，也

将对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繁荣发展带来深刻影

响，增加了中国文化安全发展的风险系数。中国的

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世

界文化市场有着如此深刻的交融性。我们必须未

雨绸缪，提前预警、提前规划，把对中国文化产业

与文化市场未来发展可能遭遇到的“美国式的国家

安全阻击”，列入国家重大文化政策与战略设置议

程。这是中国文化政策发展跨入下一个70年的时候

不能不作准备的。

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的同时，也为中国文

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发展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增添了不确定性。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在享受着经

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增长红利的同时，也将承受着经

济下行压力带来的风险。经贸摩擦将不可避免地波

及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快速发展。

中国正在进入两个百年的发展期和规划期，优

化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结构，不断推进文化产业与

文化市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满足克服文化产业与

文化市场区域发展不平衡需求，和进一步满足人们

对渴望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求，将同时从两个

方面建构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价值取

向和新时代特征。

传统与现代、国际与国内、城市与乡村、虚拟

与现实，正在构成我国前所未有的现代文化政策体

系的基本结构。传统文化市场向现代文化市场转

移，中国文化市场向全球文化市场开放；城乡文化

市场融合发展，现实文化市场与网络文化市场交相

辉映，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政策发展鲜明趋势。

文化有文化的逻辑，政策有政策的规律。历史

造就和决定了我们。文化的逻辑和政策的规律，在

不同的国家和时期是不一样的。他们既互相冲突，

也互相融合。我们不能因政策的规律而否定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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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也不能因文化的逻辑而否定政策的规律。两

者的矛盾运动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这

也构成了70年中国文化政策运动的特性。

70年前，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

会议开幕式上，毛主席展望新中国前景：“随着经

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

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

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

界。”7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日益接近这个目标。

新中国文化政策70年，是文化政策不断创新发

展的70年，是文化建设不断发展壮大繁荣的70年。

再过70年，中国的文化事业将与所有各个方面的事

业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建设起

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距离产生历史。时间让历史公正。70年风雨历

程，70年辉煌与付出，无论我们怎样评价70年新中

国文化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和文化政策发展

史，它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不懈奋斗，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苦而忠诚的卓越努力，都

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理想的伟

大实践，都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政策的伟大成果。没有新中国70年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艰难探索和不断创新，就没

有70年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这是我们今天纪念新中国70年文化政策发展得出

的结论。

责任编辑：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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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70 Years’ of Aesthetics Development in New China
Chen Bohai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discipline of aesthetics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70 years. Aesthetics 

thrives becau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hundred principle” in this field, that is, various ideas can be fully developed through the 

free debate in a more relaxed environment, and on this basis, the opposing tendencies are likely to absorb each other and synthesize new ones. 

At presen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problems: first, we should bring all aspects of “life world”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observ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life.The second is how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western (especially modern) aesthetic concepts and Chinese ideological traditions.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esthetics will not only become a symbol of the maturity of Chinese aesthetics,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human aesthetic cultur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70 years of Literature Development in New China
Meng Fanhua

The 70 years’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taken is of the same synchronous structure of the 70 years’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17th ye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were eight classics created in literature such as The History of Entrepreneurship, which belongs 

to the same pedigree with the red classics about Yan’an. Literature turned to another stage around 1979, when a dialogue with the west and indigenous 

traditions began. The new century actually began in the 1990s, which is featured as a period of integrating local literary experience, narrating 

Chinese literary experience and Chinese stories. Over the past 70 years, literature of village has been the most successful type in literature.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70 Years’ Cultural Policy Development in New China

Hu Huil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policy in the past 70 year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ath, reflecting its historical process and logic. Standing up and becoming rich and strong constitute the history and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summariz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illiant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Correspondingly, it constitutes three stages of nation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new China: political governance,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Capital and Zhu Guangqian’s Prediction of “Future Aesthetics”
Lu Xiaoguang

In his later years, Zhu Guangqian predicted that the theory of “labor” in Marx’s Economics Philosophy Manuscript and Capital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s that most of us have not imagined, and they will cause a complete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aesthetics.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s of Zhu Guangqian’s aesthetic prophecy are mainly from Marx’s Paris Manuscripts and Capital, whose core 

value is “labor”. In this sense, it can be said that what Zhu Guangqian “predicted” at that time was “labor aesthetics”.

To Pry a Gap in “Economic Determinism”: 
Zhu Guangqian and “High Floating Theory of Ideology”

Liu Fengjie
As an organic part of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in the new era, Zhu Guangqian provides sufficie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seeking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literature by reinterpreting Engels’s “ideology floating theory”, rewr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ransforming the proposition that literature serves politics and depends on politics into that literature can be independent of politics so as to act 

on politics subjectively. But limited to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own academic position, Zhu Guangqian fail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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