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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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闻天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突出体现在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对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指导、对延
安文艺大众化工作的领导以及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中国文化与文艺现
实的理论创新中。其中，他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
大众的”四维理论构想，不仅构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础，
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实践的基本理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中国形态的建构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此外，他的辩证性思维、中介性思维
以及适应性思维在文艺问题中的灵活运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维方法的武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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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自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早期中共著名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探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而他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方面所留下的宝
贵思想财富尚未得到全面的清理，特别是这些思想财富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
形态的建构的巨大启发意义，学界还缺少深入的剖析与梳理。本文将集中探讨建国前张闻天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探索中的开拓性贡献，以期弥补学界在此一方面的研究缺憾。

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现实指导

从年青时投身革命活动，到赴俄期间进行社会考察，再到长征与延安时期走上革命领导
岗位，张闻天都在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自觉意识反映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译介中，反映在他对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指导上，也反映到他对延安文艺大众化工作的领导
上。
1、早期的革命文学作品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
与一些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中国革命实践的早期中共领导人不同的是，张闻
天从投身革命活动开始，就非常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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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问题》
、
《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以及《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等著名文章，
以及赴俄期间完成的学年论文《哲学战线的当前分歧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任务》，都是试
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系统论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途，用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对立统一的学说来解释中国社会矛盾。在延安时期，张闻天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不
仅兼任马列学院院长，还亲自兼任该校编译部主任，提出并组织编译“马恩丛书”（十册）
，“列
宁选集”（共二十卷）
，并在自己的窑洞里组织《资本论》学习小组，亲自给学员讲课、辅导。
这些活动的共同特点就是大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时中国的革命现实密切联系起来。
这种中国化的自觉意识也反映到张闻天的文学译介工作中。他十分注重向国内翻译介
绍那些反映劳苦大众命运或者充满反抗精神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如西班牙作家倍那文德、
俄国作家柯罗连科及安特列夫等著名作家的作品），注重其对中国读者的启蒙作用。在文艺
理论方面，张闻天则高度重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文艺理论的指导作用。1921 年 11 月 18
日，他因读日本平林初之辅所作的《民众艺术底理论和实际》（海晶译，载《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11 期）而深受启发，摘录一篇，以《民众艺术和社会改造》为题，发表于十一月二
十日《民国日报·觉悟》“评论”栏，这充分显示了其文艺与社会改造相结合的思想。他在赴俄
期间曾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自觉应用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唯
物主义的“五项公式”解释文艺创作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或社会心理的关系，这为他分析与
理解当时的中国文艺动向，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2、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革命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指导。
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张闻天，早期即以作家和评论家的双重身份参与革命文学运动，这一
点常常为学界所忽视。20 年代早期，他发表了文艺论文《生命的跳跃》
（
《少年中国》1923 年
第 4 卷第 7 期）和《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少年中国》1924 年第 4 卷第 12 期）
。前
文对当时文坛上的“悲观厌世的作品和似是而非的颓废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呼唤知识青年
“投到人生的急流中去奋斗”；后文则明确支持“我们还要革命的文学”的主张。1924 年四、五
月间，他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旅途》和三幕话剧《青春的梦》。
《旅途》以跨国“革命加爱情”
的虚构方式和浪漫主义的精神确立了书写爱情与革命的新策略，即在凸显男女主人公以人格
精神的独立品格去赢得爱情的自主权的同时，“用共同的叛逆性格与理想的革命诉求去彰显
双方内在的情感动因”3，从而以精神的共鸣升华爱情的崇高感。这种书写方式既是“五四”新
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浪漫主义精髓的承续，也开创了革命文学创作的新范式，成为革命文学初
放的花朵。作为《旅途》姊妹篇的《青春的梦》不仅细腻书写了知识青年的苦闷和反抗，更
大胆展示了中国女性冲破牢笼的历程，对于革命话剧艺术的探索也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他的
书信体抒情小说《飘零的黄叶》则采用知识分子长虹在冬夜给阔别十年的母亲写信的方式，
深沉再现了知识青年“冲到人生的战场”后的艰难生活经历、复杂心理过程，抒发了要为“创造
人生的真意义”而去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的革命者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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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广：
《在爱情与革命的浪漫畅想间》
，
《中华文化论坛》2010 年第 4 期，第 107 页。

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首要贡献是从理论与行动方针上纠正了
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1932 年 11 月 3 日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 30 期上发
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针对左翼文艺批评家在“文艺自由论辩”和“文艺大众化”
讨论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对其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进行了严肃的
批评。他明确指出，那种“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
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是“非常错误的极左
的观点”。他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拿所谓超阶
级的观点去批评艺术（如胡秋原）
，但同时他也不是疯狂的宗教的信徒。”4张闻天的这篇文章
不仅指出了左联在与“自由人”、“ 第三种人”的论争中的不良倾向，还批评了“文艺大众化”讨
论中的“左”的倾向。在他看来，文艺的大众化“应该采取各种通俗的大众文艺的形式”，但那
种认为“利用这种‘有头有脑’的说部、唱本、连环图画之类的形式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艺
的观点，无疑的是错误的。”5在该文中，张闻天对于“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出现的否定“五四”文
学新形式的倾向也提出了反驳，认为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应当注意吸收“五四”以来的文艺
新形式。这篇文章发表后，冯雪峰即按照其主要精神发表了《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
论》
（
《现代》1933 年第 2 卷第 3 期）一文。正是这两篇重要文章改变了左翼文坛的“关门”论
调，使得多数言论能够立即从团结“同路人”的角度来重新看待“第三种人”。可以说，正在张
闻天的指导下，“文艺自由论辩”趋于结束，“促使左翼文艺运动从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
的、半公开的与公开的方面去”6。左翼文坛的混战局面也由于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主管宣传工作的张闻天的亲自干预而停止，并成为左翼文坛克服“左”倾错误求得真正发展的
一个转机。这是作为文学家和革命家的张闻天在成为党的领袖人物后，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
的基本方针、基本方向所作的重要调整，也是他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道路上所
做出的重大贡献。
3、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工作的理论指导。
在延安时期，中共发起成立的重要研究机构如中国问题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党建研
究会等，张闻天都是主要负责人。比如 1938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马列学院，张闻天
兼任院长。该院开办三年，招生共五届，先后毕业学员达八、九百人，教学上贯彻的是理
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张闻天亲自授课、辅导，作专题报告，并组织《资本论》学习小组，
不遗余力地在政治、哲学、文化诸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工作进行实际的理论指导和
组织形式的建设，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否认的。
在中共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到底由谁最先提出，目前在学界还有很
大的争议，学界主流意见认为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由毛泽东正式提出并加以了精辟而深
张闻天：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
，
《张闻天文集》第 1 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年，第 307310 页。
5 同上，第 310-311 页。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张闻天年谱上卷（1990-1911）
》
，张培林主编，北京，中共
党史出版社，2000 年，第 186-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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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阐释。实际上，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王明、陈云、张浩等领导人的讲
话或发言都是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除极少场合继续使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外，更多的是使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
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与之统一的提法。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
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过程才提出来的，这其中，对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或者叫“命题”、“原则”）的提出、应用、解读，张闻天都做出过重大
的理论贡献。从 1936 年起，他在中央的会议和一些文章及报告中，多次对此做出了自己的
阐述。比如，1936 年３月，张闻天在政治局报告中引述了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后，首次提出
了将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指示“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的观点。1936 年 10
月，在讨论白区工作的讲话稿中，他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与公式，而是行
动的指南”，因此，“任何一国革命的经验，都不能机械的搬运到别一国来”，中国共产党人
必须“能够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具体的环境，并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一定的行
动方针”，“应该把他们的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7。在 1937 年 9 月 10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
委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在作会议总结发言时明确提出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工作“要中国化”。
在他看来，宣传教育工作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不适合于情况与具体需要，“宣传教育工作就是
要向什么人说什么话”，“主要原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事实上这一点做得很少，理论一定
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8。在 1937 年 11 月 14 日的延安陕公大礼堂举行的特区文化协会
成立大会上，张闻天作了题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报告，
肯定了过去文化运动的成绩，同时也指出过去“左联”、“社联”等文化团体中存在的关门主义
（或宗派主义）、公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和把文化团体当成“第二党”的错误倾向。报
告还评价了当时流行的通俗读物，指出这些读物能够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具体化、
中国化，贡献自然不少；可是具体的程度还不够，而且犯了“差不多”的毛病。报告指出文
化界的当前任务是：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他希望每一个文化人都到
群众中、斗争中，以及到前线去生活、去锻炼。9在 1938 年 7 月 26 日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第三期毕业生所作的题为《论待人接物问题》讲演中，他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
要求估计到中国社会各阶段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区别，而是也要求认识一
切中国人所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风俗习惯的各种传统与特
点。”10在 1938 年 10 月的一次报告中，他强调“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并在报告中
明确指出中国化的首要条件是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要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
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并且提出在教学上应“依照
程度，由浅入深，由近（中国）到远（中国），由具体到抽象，由少到多；以启发、发挥
同上，第 382 页。
同上，第 493 页。
9 同上，第 523-524 页。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张闻天年谱上卷（1990-1911）
》
，张培林主编，北京，中共
党史出版社，2000 年，第 5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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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性、真能懂得为原则。”11在 1939 年 5 月的一次工作报告中，张闻天在其提出的改进与
加强的“八项”要点中对中国化的方向、方法、方式等问题都作了全面的阐述。1940 年 1 月
3 日，他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该指示共十条，对学
习的主旨、课程的安排、教材的编印、教员的来源、学习的制度等问题均作了原则性的规
定，其中第一条即指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
用。”12这些材料充分显示，张闻天在各类报告、演讲中常常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放在
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有着极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
张闻天正是在上述这种自觉意识下去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的，这些讨论
大都带有方向性和高屋建瓴的特点。比如在 1939 年 8 月 24 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他就文艺问题发言指出：“文艺问题我们的方向是民族化、大众化，恩来同志提出民主
化是对的。关于旧形式与民间形式中是否有艺术，我个人认为民间形式在某一方面是降低了
些，但到真正创造民族的艺术，这是必经的阶段。中国艺术的提高须要深入民众中去。”13可
以说，这些发言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中国化提供了民族化、大众化的两极，为毛泽东
的延座讲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他还就文艺大众化问题上曾发表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
他强调“应反对在文化领域中的门户之见”14，反对文艺工作“成为教条主义与公式主义的叫喊”
15，鼓励“要善于采用通俗化的的形式，群众所能了解的语言，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6。他高

度赞扬鲁迅“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17。1936 年 10 月 22 日他在中国文艺
协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以文艺的方法具体的表现去影响全国人民促成巩固的统一战
线》中明确提出了“作家要同工农相结合”的思想。在 1940 年 10 月 10 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
《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他又明确反对将文艺狭隘地政治化或公
式化，在他看来，“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该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
以政治口号与狭隘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我们一方面应正确的
评他们的作品，使他们的努力向着正确的方向，同时鼓舞他们努力写作的积极性，不使他们
因一时的失败而灰心失望。”18

二、新文化的“四维”理论构想及其重大意义

新文化的理论构想是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逐步

同上，第 590 页。
同上，第 625 页。
13 同上，第 616-617 页。
14 张闻天：
《发展文化运动》
，
《张闻天文集》第 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年，第 115 页。
15 张闻天：
《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
，
《张闻天文集》第 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年，第 152 页。
16 同上，153 页。
17 张闻天：
《哀悼鲁迅》
，
《张闻天文集》第 2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第 191 页。
1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张闻天年谱上卷（1990-1911）
》
，张培林主编，北京，中共
党史出版社，2000 年，第 638-6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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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最重要贡献之一。这一重要贡献突出体现在他于 1940 年 1 月 5 日出席陕甘宁边区文
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所作的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
中。这一报告主要是讨论新文化建设问题的，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的探索却
有着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张闻天的这个报告对新文化的性质、内容、任务与发展前途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充分
显示了张闻天在系统地攻读马列原著后结合中国革命文化与文艺的具体实践的勇于理论创
新和理论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气质。报告共分十五个问题展开：（一）日本灭亡中国的
奴化活动与奴化政策；
（二）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及其中心任务；
（三）中华民族
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
（四）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旧文化；
（五）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外国文
化；
（六）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三民主义；
（七）中华民族新文化与社会主义；（八）关于中
华民族新文化与大众化问题；
（九）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形式问题；
（十）中华民族新文化
的历史发展；
（十一）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历史发展中的特征及其前途；
（十二）中华民族新
文化运动当前的具体任务；
（十三）关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十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基本
队伍；
（十五）全力为争取抗战建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报告在论述新文化的性质时将新文
化的特征概括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特点，这四个特征的归纳与总结，
不仅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文艺中国化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维度，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文
化与文艺中国化问题的探讨有着全局性的、方向性的引领作用。如果我们把这个报告同稍后
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四个维度的确立与毛泽东构建新民主
主义文化体系的设想是高度一致的。我们不妨来对读这两个对中国新文化建设有着至关重要
影响的文本：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救国报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
（一）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
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
（二）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
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
（三）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
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真理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
（四）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
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大众的、平
民的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
上述新文化的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
的。任何一种主义，一个学说，只要对于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
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
（五）为抗战救国服务、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与大众的因素作为自己内容的中华
民族新文化的性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
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最彻底的一翼的作用。19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
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
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
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
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20

从时间上看，张闻天的这个报告要早于毛泽东的《讲话》两三年之多，其开拓性意义更
大。在这两个文本中，除了毛泽东将“民主的”看作是“大众的”题中应有之义外，他们对新民
主主义文化的体系构成、基本内容、性质等方面的理解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因为，张、毛
所处的救亡图存、不断革命的紧迫现实与动荡时代为他们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现实环境与时代契机，这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密切联系中国新文艺实践
的基础上去创新和调适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在希冀构建文艺的新的观念化意识形态、
新的科学化意识形态、新的制度化意识形态和新的社会化意识形态方面，以及在消解和清除
旧文艺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迅速确立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话语理性权威与
由其为指导的基本研究范式方面，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坚决性、主动性和一致性。其中稍有不
同的是，张闻天把建立新文化的主要使命放在“抗战救国”（毛则放在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
新中国）上，特别提到新文化之民主性的重要性（而毛则将之归到“大众的”之中，视其为“大
众的”题中应有之义进行了合并，这也为后来文艺界延宕对文艺民主性问题的讨论，也为后
来“文革”期间的文艺专制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将“科学”与真理的追求联系起来（而毛则突出
“科学的”的基本涵义在于“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更凸现如何追求“科学”的方法论及基
本原则问题 ），将“大众”定位于少数特权者的对立面（而毛则将之明确定位于“工农劳苦民
张闻天：
《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
，
《张闻天文集》第 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年，第 38-39 页。
20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706-7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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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但这些差别不能掩盖毛泽东与张闻天在建设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
共同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平民价值观，以及都注重从社会视角与政治建构的角度对文化问题进
行深刻考察。综合起来看，这两个文本涉及的文化问题之广、之深、思考问题之全面、文化
理论建构视域之广阔，都是前此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所不曾有过的，都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逐渐成熟的重要形态和标志性成果。现在回看这两个文本，我们可以看到，
“民族的”是对于文化的民族特性、民族形式、民族传统的关怀与强调，在纠正“苏维埃文化”
及其所谓“国际主义”、“国际路线”所存在的非民族性、反民族化倾向中透露着强烈的文化自
觉与理论自信；“科学的”强调的是“五四”启蒙文化精神，其中包含了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
主义文化的启蒙运动中的实绩的认可，以及对外国先进文化的巨大启蒙作用的认同；而“大
众的”凸显的则是革命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如果说《新民主主义论》“完成了从苏维
埃文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转换，实现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系统
整合，弥合了传统文化、启蒙文化、革命文化之间的裂隙”并使“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中华民
族抗战建国的理论纲领和文化旗帜”的话21，那么张闻天的这个报告同样集中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创新。正基于此，邓小平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
任务及其努力方向》报告中也同样祖述了张闻天对新文化基本性质的理解，强调新民主主义
文化的核心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22我们也真切地看到，在随后几十年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求过程中，文艺理论界的大多数努力及其探索都并没有超过张、毛二人
的基本框架。

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维方式的创新性发展

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上述理论建构中，还体现在他探
讨文艺问题时对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所作的创新性发展与应用上。综合起来看，这种创新性
发展与应用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综合性辩证思维。即张闻天善于对文艺现象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
的全面的综合的辩证性的认识与考察。这一点在他对新文化性质、内容、原则、方向等问题
的全面阐述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关于新文化问题，张闻天对诸如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与其
它党派与学说的关系，文化理论与文化策略的关系，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新文化与外
国文化的关系，新文化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关系，无产阶级文化与
三民主义文化的关系，“五四”启蒙文化与左翼革命文化的关系，新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新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党的集中领导与作家的创作自由的关系，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的关
系，文艺形式与政治立场的关系，文艺作品的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等复杂的文化与文艺内外
周平远：
《新民主主义理论创新论》
，
《湖南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 期。
邓小平：《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文艺
出版社，1987 年，第 109-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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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关系问题，每每都能以辩证视镜加以综合考量，将之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中加以
检验，形成了自己开放性的综合辩证思维特色。
二、中介性思维。即张闻天善于通过分析文艺现象中所呈现出来的矛盾的复杂性、多样
性，在充分认识文艺活动中矛盾对立的两极的基础上，也承认矛盾对立之外存在的东西，及
事物矛盾的中间状态，并注意引导其向非对立的方向转化。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对左翼文艺
战线上的“左倾”关门主义的批判上。在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中，由于受党中央“左”
倾思想的影响，文艺界曾出现过“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其突出表现就是否认当时中国文艺具
有第三种文学或第三种人存在，将中国文坛简单区分为无产阶级阵营和资产阶级两个对立阵
营，甚至连鲁迅、茅盾等作家也被激进的革命文学家们批判。这实际上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处理复杂的文艺问题。张闻天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运
用唯物辩证法的中介性思维，对文艺战线上的这种左倾关门主义思想进行了科学的剖析和尖
锐的批判。他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障碍物，却是‘左’
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第一，表现在‘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定”，“第二，表现
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他还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文学
家是我们的同盟者，对于他们要进行“忍耐的解释、说服与争取”，要执行“广泛的革命的统一
战线”。他进一步指出：“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决不是每一文艺作
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的作品。甚至许多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某一
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品，而是因为它们描写了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在他看来，如
果排斥这种文学，骂倒或打倒这些文学家，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其实质就是抛弃文艺
界的革命统一战线，最终只能使无产阶级文学陷于孤立。因此必须正确对待小资产阶级文艺
创作，正确估计其革命性的一面并克服自身的弱点。正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中介性思维，张
闻天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文坛现状，正确阐述了中共的文艺政策，为中共的文化统一战线的形
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适应性思维。即张闻天十分注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来工作方针，保证党的文艺路线、
文艺方针、文艺政策在具体的运行中实现与客观文艺活动实际的协调一致。这不仅表现在他
能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根据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或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或
应对策略上（如遵义会议前后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以及西安事变前后从“反蒋抗日”到“逼蒋
抗日”到“联蒋抗日”的策略的转变）
，也表现在他对左翼文艺实践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思
考中。比如，他对“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出现的否定“五四”文学新形式的倾向就明确提出了不
同的看法。在 1937 年的《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提
出文艺运动要适应当前抗战形势。关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他明确指出：“一切文化人，只
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
直接的关系”。在他看来，“发扬文化人的精神生活，为实行他们的理想而斗争，提高他们创
作与研究的积极性，关心他们创作的命运----这是发展与巩固文化统一战线的最重要的方法。”

针对统一战线内部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也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认为“统一战线内部的意见
上的某种不一致、意气之争、门户之见，一般是不可避免的。应经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各种
争论。应该提倡自由辩论与讨论的风气。争论一时不能解决也不要紧，不必过早做结论。对
某个文化人的缺点的提出，也要经过适当的方式”。23在 1939 年 2 月 5 日出席《新中华报》
编辑部召集的在延安的文化人座谈会上，他就《新中华报》的改进办法明确指出：“《新中华
报》以后要多方面地反映现实，文艺、歌咏、木刻、漫画、科学、哲学都可以刊登，特别在
副刊上更需要有多方面的内容。”“《新中华报》过去编辑比较呆板，以后要再活泼生动的各
种形式中表现我们坚定的政治立场。”24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张闻天十分注重在接触实际和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思考以适应新的发展变化着的文艺现实，从中寻找
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同中国文艺现实的契合点，并由此形成更加深入的理论思考。

结语

张闻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探索，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极为丰富、生动和深刻的，
既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如革命文学作品和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翻译与介绍），
也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入阐释（如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辩证认识以及用唯物史观考察
新文化运动及其特征）；既能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学的实际相结
合（如纠正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反对文艺宣传工作中的“党八股”；推动“文艺大众化”运
动的理论探讨和现实实践等）
，也能创造性地提出文化与文艺理论体系的构想（其新文化“四
化”维度的理论构想即是典型一例）
；既善于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创新性转换（如提出
“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等）
，也善于进行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创新
性发展（如中介性思维在文艺论争中的巧妙运用）。总之，他对于如何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
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化，如何理解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如何理解文
艺形式，如何理解“五四”文学革命同延安工农兵文艺的关系等诸多重要文艺问题，都作过卓
有成效的理论指导。在转变领导文艺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推动戏剧与报告文学的发展，
支持“文协”等文艺团体的成立和发展，历史地考察新文化运动及其特征，总结“联”的历史经
验诸方面，张闻天则就如何将党的文艺政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革命文艺现实有效
结合起来进行了不懈的理论原则与方法论的探索，这些都集中体现了早期我党在文艺战线上
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探索的自觉意识，其历史贡献是不容质疑的，对于建设当代
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体系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张闻天年谱上卷（1990-1911）
》
，张培林主编，北京，中共
党史出版社，2000 年，第 625 页。
24 同上，第 605 页。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