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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命”与“⾃然”的界限：⾰命群众⽂艺运动的真理瞬间及其危机时刻 

      朱⽻（上海⼤学⽂学院） 

⼀、作为“⽂化⾰命”的群众⽂艺实践 

（⼀）克服⾂属性：⽂化⾰命与⽆所畏惧的“主⼈” 

迄今为⽌，中国的⾰命群众⽂艺运动最为极端的展⽰即⼤跃进群众⽂艺实

践——尤其是⼤跃进时期的新民歌与新壁画运动。然⽽我们⾸先需要承认，研究

“⼤跃进群众⽂艺”这⼀对象⾯临着种种理论和历史上的困难。且不说诸如“伪民

间”、“取消现实与理想的距离” 等当代评价已经为深⼊甚⾄是“接近”这⼀对象1

设置了层层障碍，就算是在当时，新民歌等也并未得到完全肯定的评价。据说

“民歌搜集”的发起者⽑泽东也曾认为“社会主义新国风”《红旗歌谣》“⽔分太

多，选得不精”，“还是旧民歌好”。 ⽽中共中央在1962年批转《关于当前⽂学2

艺术⼯作若⼲问题的意见（草案）》，实际上是重新确认了⽂艺“专业化”的必

要性，因此有学者也称其为1960年代初⽂艺“重回秩序”的标志。 ⽂艺上的调3

整对应着现实政治、经济⽅⾯的调整。⼈民公社这⼀“缺乏经验的前⽆古⼈的⼏

 关于“伪民间”，参看梅秀：《论〈红旗歌谣〉的“伪民间”因素》，《当代⼩说》2010年第8期。“取消现1

实与理想的距离”参看单世联：《⽂化实验与政治⼯具：⾰命⽂艺的双重性质》，http://www.aisixiang.com/
data/9899.html

 周扬：《〈红旗歌谣〉评价问题》，见《民间⽂学论坛》1982年创刊号。2

 参看李洁⾮：《⼯农兵创作与⽂学乌托邦》，《上海⽂化》2010年第3期，第32页。3



亿⼈民的社会运动” ，经过1961年3⽉的⼴州会议到6⽉的北京会议再到19624

年初的中央⼯作会议，可以说是步步退却：缩⼩社队规模，取消供给制和公共

⾷堂，发放⾃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给⽣产队。虽然

⼈民公社保留了“政社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两个基本特征，但与1958

年那座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公”的“⾦桥”已相去甚远。 也正是在19615

年，中共中央正式放弃了喊了三年的“⼤跃进”⼜号。 “⼤跃进”理论宣传的“失6

误”在党内引发了反思；《⼈民⽇报》对于诸如“⾼速度”、“共产主义觉悟和共

产主义教育”、“不断⾰命论”、“资产阶级法权”、“外⾏领导内⾏”等问题“简单

化”、“主观主义”的报道遭到批评。 这⼀系列反思与否定提醒我们，深深卷⼊7

“⼤跃进”和⼈民公社建设初期之历史情境、体现着“全民跃进”的冲天⼲劲和劳

动热情的新民歌、新壁画⾄少在历史效果上颇似“速朽”的⽂艺。随着将在不远

的将来建成共产主义这⼀氛围的迅速消散（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1959-

1961]进⼀步⽡解了丰裕想象），这些“群众⽂艺创作”很难简单在内容和形式

上落实⾃⾝的意义。虽然国家肯定了其历史地位 ，但是这⼀⽂艺实践⾃⾝的独8

特性和强度却随着时势的变换变得难以接近。这些困难不仅是政治上的同时也

是美学上的，甚⾄于讨论这些“浮夸”、“幼稚”、“粗糙”的⽂艺本⾝仿佛会遭遇

“被压抑物的回归”。然⽽这终究涉及：我们是否有可能⾔说“消逝”，如何呈现

艺术中已经消失的部分，如何在已然过于常态化的思维中来思考“⾮常”状态。 

针对层层叠叠的意识形态中介（这种意识形态最清晰地呈现在某些“主流”

话语之中，诸如市场/计划、个体/集体、⾃由/压迫等⼀系列僵硬⼆元对⽴的构

 ⽑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27⽇），《建国以来⽑泽东⽂稿》第⼋册，北京：中央⽂4

献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林蕴晖：《中华⼈民共和国史第四卷·乌托邦运动——从⼤跃进到⼤饥荒（1958-1961）》，⾹港：⾹港5

中⽂⼤学出版社，2008年，第696页。

 参看罗平汉：《邓⼩平与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的调整》，罗平汉：《当代历史问题札记》⼆集，桂6

林：⼴西师范⼤学出版社，2006年，第229页。

 参看胡乔⽊：《⼤跃进中理论宣传的⼏个问题（1961年5⽉25⽇在中共中央⼯作会议⼩组上的发⾔）》，7

《胡乔⽊⽂集》第⼆卷，北京：⼈民出版社，1995年，第372-376页。

 参看周扬：《我国社会主义⽂学艺术的道路》（1960年7⽉22⽇），中共中央⽂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8

重要⽂献选编》第⼗三册，北京：中央⽂献出版社，1996年，第457页。



造），本章并不准备直接从⼤跃进⽂艺作品的阐释⼊⼿ ，⽽⾸先关注这⼀⽂艺9

运动本⾝的历史、政治内涵。⼤跃进运动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加速”确实带来

了⼀种别样的时间经验（“跃进”）和令⼈震惊的主体情感（⼲劲冲天、⽆所畏

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跃进⽂艺实践只是⼀种孤⽴的历史现象或单纯的“乌

托邦运动”。 我想强调的是，从社会主义实践的脉络来看，它其实联通着⼀个10

重要的谱系——“⽂化⾰命”。通过“⽂化⾰命”这⼀视⾓，通过这⼀“⾎统”上的关

系，⼤跃进时期的群众⽂艺实践不但可以更为具体地呈现⾃⾝的历史逻辑，也

能够彰显出⾃⾝更为复杂的难题结构。 

说起社会主义“⽂化⾰命”的“源起”，不能不提到列宁写于1923年的《论合

作制》（被视为“五⼤政治遗嘱”之⼀ ）；正是在这篇⽂章中，列宁⾸次明确11

提出了“⽂化⾰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联系： 

我们⾯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

动地从旧时代接受下来的简直毫⽆⽤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

年来的⽃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我们的第⼆个任务

就是在农民中进⾏⽂化⼯作。这种在农民中进⾏的⽂化⼯作，其经济⽬的

就是合作化。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

但完全合作化这⼀条件本⾝就包含有农民（正是⼈数众多的农民）的⽂化

⽔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整个的⽂化⾰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

的。……现在，只要实现了⽂化⾰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了。  12
• • •

这⼀“⽂化⾰命”嵌⼊在新经济政策语境之中，其具体任务是使苏联公民“⽂

 事实上，是否可以沿⽤分析“经典”作品的⽅式来处理⼤跃进⽂艺，是⾸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也意味着9

⾸先反思我们⾃⾝“解读”、“阐释”⽂艺的⽅式的历史规定性。

 探讨“跃进”的时间观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会是⼀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在⽑泽东的构想中，10

“跃进”是⼀种⾰命的时间性，可以说是对“⾃然史”的克服，是给予时间以“压⼒”，甚⾄是改造“时间”的尺
度。⽑泽东在1964年依旧坚持“跃进”的时间观，虽然“⼤跃进”实践已然过去五年。参看《⽑泽东读读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华⼈民共和国史学会编，2002年，第230-231页。 

参看韩真：《列宁“政治遗嘱”中的⽂化⾰命问题》，《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3期，第15页。11

 列宁：《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7-68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12



明到能够了解⼈⼈参加合作社的⼀切好处，并把参加合作社的⼯作做好。” 此13

⼀“⾰命”的当务之急⾃然是识字扫盲。但是有评论者仅仅将这⾥的“⽂化⾰命”

理解为“补习”普世的先进⽂化（包括科学知识）或西欧“⽂明”，则显然是⼀种

去历史、去政治的读法。 他们没有抓住列宁“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述14

所包含的政治意味。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就认为，这个⽂本完全可以

与列宁《国家与⾰命》⾥的相关论述放在⼀起考察。所谓“⽂化⾰命”不单是提

⾼劳动者的“⽣产能⼒”，更关乎主体性的⾰命转型。 对于列宁这⼀概念过于15

“实证化”的评论有意⽆意地忽略了社会主义脉络⾥的“⽂化⾰命”改造主体性和

“移风易俗”的诉求。在中国⾰命史上，瞿秋⽩所设想的⽂化⾰命正是指向“底层

⼤众的⽂化造反”，尤其具体表现为“拉丁化”这⼀⽂字⾰命。 ⽑泽东则早在⼟16

地⾰命时期就已强调“农民⽂化运动”的重要性，⼒主解除统治阶级加在⼯农群

众精神上的桎梏并呼吁创造崭新的⼯农苏维埃⽂化 ，这⼀想法在他的“在延安17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了更为辩证的表述，即“向⼯农兵普及”，“从⼯农

兵提⾼”。 可见“⽂化⾰命”始终与⼯农群众创设⾃⾝的⽂化并进⽽争夺⽂化领18

导权联系在⼀起。新中国成⽴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暴风骤⾬式

的阶级⽃争的暂时停息并没有动摇⽂化⾰命的核⼼诉求。甚⾄可以说，1950年

代末的中国与列宁提出“⽂化⾰命”时的苏联有着更多的相似性——都⾯临着⾰命

建国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1958年5⽉，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向第⼋届全国代表⼤会第⼆次会

 列宁：《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3页。13

 参看韩真：《列宁“政治遗嘱”中的⽂化⾰命问题》，《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3期，第21页。以及张14

⽂：《列宁“⽂化⾰命”思想试探》，《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1期，第95页。

 Fredric Jameso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9), p.15

270.

 参看杨慧：《多重缠绕的词语政治——瞿秋⽩“⽂化⾰命”概念考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010年16

第1期，第92页。

 参看张京华：《从列宁到⽑泽东——⽆产阶级⽂化⾰命概念述评》，《湖南科技⼤学学报》，2006年第17

1期，第31页。

 参看⽑泽东：《在延安⽂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实编：《⽑泽东集第⼋卷·延安期IV》，东京：北18

望社，1972年，第126页。



议的⼯作报告》⾥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化⾰命”的任务： 

扫除⽂盲，普及⼩学教育，逐步地做到⼀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般的

专区和许多的县都有⾼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完成少数民族⽂字的创制

和改⾰，积极地进⾏汉字的改⾰；消灭“四害”，讲究卫⽣，提倡体育，消

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开展群众的⽂化娱乐
• • • • • • • •

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学艺术；培养新知识分⼦，改造旧知识分⼦，建

⽴⼀⽀成千万⼈的⼯⼈阶级的知识队伍，其中包括技术⼲部的队伍（这是

数量最⼤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学家、艺术家和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19

这⼀长串内容既包含了社会主义中国对于“近代⽂化”（在⽑泽东看来，它

对⽴于地主阶级的“古⽼⽂化” ）的吸纳，也凸显出创设社会主义新⽂化和新20

主体的⾰命诉求。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破除迷信”，虽然在这⾥它主要传递

了字⾯意义，但旋即就成为⼤跃进时期的核⼼话语之⼀，指向⼯农克服依赖性

和畏惧感、⽣成新的主体性的思想与⽂化运动。在这⼀脉络⾥，“⽂化⾰命”绝

⾮是⼯农群众被动接受启蒙的过程，⽽是“⼯农群众和知识分⼦双⽅各向⾃⼰缺

乏的⽅⾯发展” ，它的要义在于“⼯农群众知识化和知识分⼦劳动化”。在柯庆21

施看来，⽂化⾰命是“群众⾃⼰解放⾃⼰的事业”，其关键之⼀正是劳动⼈民“破

除迷信”和“反对⾃⽢落后的⼼理”。 这就在很⼤程度上触及了消除劳动群众22

“⾂属性”的问题。“⾂属性”这⼀葛兰西式概念指的是弱势阶级精神上的次等感

和服从的习惯。⾂属性看似是⼼理学范畴，却有着客观的经济、政治起源（往

往为后殖民批评所⽤）。另⼀⽅⾯，它虽然在客观上由经济和政治关系决定，

却又⽆法通过纯粹客观的经济和政治转型来取消，因为“旧习惯”仍会发挥效⽤

 刘少奇：《中共中央委员会向第⼋届全国代表⼤会第⼆次会议的⼯作报告》，中共中央⽂献研究室编：19

《建国以来重要⽂献选编》第⼗⼀册，第304-305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泽东：《同⾳乐⼯作者的谈话》（1956年8⽉24⽇），《建国以来⽑泽东⽂稿》第六册，第178页。20

 陆定⼀：《陆定⼀副总理在全国群英会上讲话》，《安徽教育》1959年11期，第2页。21

 柯庆施：《劳动⼈民⼀定要做⽂化的主⼈》，《红旗》第1期，1958年。22



（这凸显出“移风易俗”的重要性）。 因此，⽂化⾰命在这⼀“克服”⾂属性的23

过程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即构造新的习惯和⽣活⽅式，也可以说是“⽣

产”新的内在⾃然、新的⼼理机制、新的“⼈性”，⽽⾮对于“等级关系”的简单颠

倒。 

如果说克服⼯农群众⾂属性的冲动始终存在于⽆产阶级⾰命史之中，那么

⼤跃进实践则为之赋予了别样的⼴度和具体性。在⼤跃进话语脉络⾥，克服⾂

属性涉及两个重要对象：⼀是⾃然界及其“法则”或“规律”，⼆是⼴义的⽂化知

识（两者又是互相中介的——“征服⾃然”要求⼯农群众掌握科学知识，认识⾃

然，认识“必然性”与“规律”，⽽后者又关联着⽂化领导权的实质内容）。前⼀

⽅⾯体现为“向⾃然界⽃争”。⼯农群众需要克服对于⾃然的恐惧并且获得“主

⼈”意识。这种应对“⾃然”的积极姿态是⼩农意识和市侩意识⽆法想象的。此种

姿态表现在新民歌⾥，就是唱响“⾼⼭低头、河⽔让路”。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

于⼀般意义上的“启蒙”：摆脱恐惧、征服⾃然，获得关于⾃然的知识；在很多

层⾯上又很像“童话”⾥的“孩⼦”不再惧怕未知的事物，以⼀种天真的⽅式表达

了“勇⽓”。这种“启蒙”了的主体意识与其说是培根式的，⽏宁说是布莱希特式

的。在⼤跃进话语脉络⾥尤其是新民歌的⽂学修辞中，这⼀“⽃争”超越了单纯

的“⾃我保存”，⽽是凸显出⼀种追求新的⾃我意识的冲动：我不惧怕，我要创

造，⾯对“真理”，我没有胆怯。 

后⼀⽅⾯则被⽑泽东归纳为“卑贱者最聪明” ，其要义在于克服对于“知识”24

的恐惧。“破除迷信”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尤指⼯农群众破除对于专家、知识分

⼦的“迷信”。范⽂澜曾指出“破除迷信”的三个主要⽅⾯为：摆脱对专家教授的

畏惧感和⾃卑感、打破科学难学的错误看法、打破对书本和⼤师的错误看

法。 虽然这⼀系列措辞对于如今以“专家”和“精英”为上的⽂化语境来说显得25

 Fredric Jameson,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No.15 (Autumn, 23

1986), p.76.

 ⽑泽东：《卑贱者最聪明，⾼贵者最愚蠢》（1958年5⽉18、20⽇），中共中央⽂献研究室编：《建国24

以来⽑泽东⽂稿》第七册，北京：中央⽂献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

 范⽂澜：《破除迷信》，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跃进杂⽂选第⼀集——破除迷信》，北京：作家出25

版社，1958年，第1-8页。



颇为刺⽿（因为它不但尝试重新分配⽂化资本，⽽且试图破坏既定知识场域的

“游戏规则”），但是需要注意到此种运动并⾮在宣扬“反智主义”，相反蕴含着

对于劳动-知识主体的全新设想。 更关键的是，从根本上来说，它⾸先是⼀种26

政治⼯程。⼯农群众从政治的主⼈进⽽为“⽂化的主⼈”，需要祛除“奴⾪精

神” ，即⽂化上的⾂属性。这⼀⾂属性不仅是实证意义上知识多寡所招致的结27

果，更是⼀种沉淀着剥削关系的感觉结构。 

能够清晰表述克服⾂属性、构造新的感觉机制的冲动的另⼀个关键词是“主

⼈”（譬如“劳动⼈民⼀定要做⽂化的主⼈”）。有学者指出“主⼈”概念在社会主

义实践的语境中表征出⼀种尊严政治，同时意味着⼀种内在化的实践，“⽐如

说，机器原来是⼯⼈的对象，现在，不仅机器不是对象，⼯⼚也不是对象，⼀

切都内化为我们⾃⾝的⼀部分。” 但可以肯定的是，“主⼈”并不是私有化的隐28

喻，“内在化”也不能在“经典”的财产关系上来理解。⽏宁说，主⼈的想象指向

⼀种更具古典意味的英雄形象。主⼈对于事物的态度与其说是“内在化”⽏宁说

是⼀种绝对的“关联性”。⼤跃进时期所设想的群众的欢笑，在某种意义上正是

“主⼈”的欢笑：“⼀般的笑、存在（本⾝）的笑，在最⾼的程度上表达了存在的

⾄⾼欢愉，它超越了次等的存在。” 此外，我们从“社会主义竞赛”这⼀表述中29

可以把握“主⼈”与“主⼈”的关系，这⼀关系也不能从现代市民社会出发来理

解，反⽽类似于尼采所笔下的“希腊⼈的竞争”。在后者看来，现代意义上的“天

才”具有排他性与垄断性，⽽希腊⼈则憎恶优势地位的垄断，总是在渴求与⾃⼰

⼀样优秀的⼈出现来激励⾃⼰⾏动。 社会主义话语巧妙地⽤“竞赛”替代“竞30

争”，在我看来并不单纯是⽂字游戏。“主⼈”形象的出现召唤出⼀种最⾼程度的

 这⼀理想在“⽂⾰”时期继续得到贯彻，⽽“改⾰”则迅速与之告别，这提醒我们在关注两个“三⼗年”的连26

续性（主要是从资本积累与⼯业化⾓度出发）时不能遗忘这⼀“⽂化”上的显见“断裂”。

参看⽑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3⽉），《建国以来⽑泽东⽂稿》第七册，第115-27

116页。

 蔡翔：《⾰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学-⽂化想象（1949-1966）》，北京⼤学出版社，2010年，第28

375页。

 Mikkel Borch-Jacobsen, “The Laughter of Being”, MLN, Vol.102, No.4 French Issue(Sep. 1987),p.748.29

 Friedrich Nietzsche, “Homer on Competition”, in Keith Ansell-Pearson ed.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影印30

本)，北京：中国政法⼤学出版社，2003年，第192页。



个体性，它⼀定意义上与社会主义传统所强调的“合作”之间有着紧张关系，然

⽽，由于竞技—游戏意味的引⼊，就仿佛在主体内部植⼊了⼀个超越物质性的

维度。因此，“合作”措辞的严格对⽴⾯是逐利的“竞争”⽽⾮追求古典个体性或

⽈主⼈感的“竞赛”。后者希冀在个体性与集体性之间构造出辩证的关系。在美

学领域，“典型”与“榜样”机制征⽤的往往也是“竞赛”的图式。  31

在这⼀脉络⾥，⽂化⾰命指向⼀种主体性⾰命，其要义在于使⼯农群众克

服⾂属性并使其产⽣真正的主⼈感；⽽在“不断加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语境

中，主体性⾰命又同劳动⽣产紧密结合在⼀起：诸如技术⾰新、艺术劳动化、

多⾯⼿运动等等。接下来需要追问的是，“劳动”诸维度是如何整合进这⼀主体

设想的。 

1956年社会主义三⼤改造即⽣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命基本完成。

1957年“反右”之后，⽑泽东认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命”也基

本告⼀段落，他却进⼀步提出了“不断⾰命”的要求：“现在要来⼀个技术⾰命，

以便在⼗五年或者更多⼀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我们的⾰命和打仗

⼀样，在打了⼀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 提出“不断⾰命”旨在保32

持“⾰命⽃争”始终如⼀的强度。⽑泽东希望⾰命政治能够渗透进⽣产活动，或

者说渗透进每⼀劳动主体（所谓“又红又专”）。这⼀渗透的可能性⾸先建⽴在

政治紧迫性和潜在的战争威胁之上，因为在这种紧迫性中，“主⼈”与“主权”

（或者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权）的关系更为明显地呈现了出来。这在新民歌

实践中是有所表现的，即所谓与“⽣产和政治⽃争的直接联系”。 另⼀⽅⾯，33

仅仅突出外在的敌⼈还不够，更需在⽣产过程之中强调⽃争意志和进取精神。

 关于尼采思想与苏联社会主义⽂化的关系，曾有学者作过详细讨论，可参看Bernice Glatzer Rosenthal, 31

New Myth, New World: from Nietzsche to Stalinism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泽东：《⼯作⽅法六⼗条》，《建国以来重要⽂献选编》第⼗⼀册，第45页。成都会议已有⼈提议32

“不断⾰命”在技术⾰命之外加⼊⽂化⾰命，⽽在第⼋届全国代表⼤会第⼆次会议中正式明确了“⽂化⾰
命”。

 参看天鹰：“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充分地了解⾃⼰⼯作的意义，他们的每⼀锹、每⼀铲都在巩固社会主33

义，增加和平⼒量。因此，他们⾃然⽽然地把⾃⼰的劳动，和对敌⽃争联系起来。河南民歌说：炼铁炉，
⾼又⾼，烈⽕浓烟冲九霄；浓烟呛死蒋介⽯，烈⽕烧死美国佬。”（《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上海：上
海⽂艺出版社，1959年，305-306页。）



值得⼀提的是，⽑泽东在⼤跃进时期曾强调设置“对⽴⾯”的必要性。 有对⽴34

⾯就有⽃争的需要，⽽⽃争能够唤起激情。因此不难理解，将“⾃然”视为“敌

⼈”成了⼤跃进时期的⼀种普遍措辞。 在具体实践中，“⽃争”则需要建⽴在⼀35

种新的组织形式基础之上。⽑泽东并⾮偶然地在⼈民公社建社初期强调“产业

军”概念。其⽤意旨在使农民脱离⼩⽣产状态并且习惯于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

制。 “军队”和“军营”的隐喻在⼤跃进时期尤其是⼈民公社建社时期的涌现折36

射出“不断⾰命”所依托的现实路径（同样在1958年，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批

判也征⽤了⾰命军队的形象 ）。⽤施⽶特的话说，对于从“游击队理论思考问37

题”的⽑泽东⽽⾔，和平本⾝包含着战争的可能性，便也包含着潜在性的敌对关

系因素。 和平建设时期的“⽣产⽃争”如果不包含政治性因素（潜在敌我因素38

的在场），那么“⽃争”就容易失去其应有的强度。如果⾃然成为“敌⼈”这⼀措

辞不想变成⼀种可有可⽆的隐喻，那么就需要在这种紧张的政治性情境中落实

其强⼤⽽持久的集体动员功能。 

不过，将“⽃争”修辞真正应⽤在⽣产劳动之上依然⾯临着⼀些理论和实践

上的难题。“⽣产⽃争”或⼀般意义上的劳动有着与“战争”（敌我⽃争）、“阶级

⽃争”（包括和风细⾬式的“说服” ）不同的构型。⼀般说来，劳动的感觉总是39

受到具体劳动形式的规定。就农业⽣产⽽⾔，劳动总是呈现出⼀种⾃然的节奏

（譬如由季节规定的农忙与农闲），⽽在现代⽣产⽅式之中，建⽴在⾼度分⼯

基础之上的劳动（尤其是机器流⽔线⽣产）又难免陷⼊⼀种琐碎⽽重复的状态。

 ⽑泽东：《在中共⼋⼤⼆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建国以来⽑泽东⽂稿》第七册，第34

194页。

 参看《投⼊体⼒劳动——共产主义的⼤熔炉》（1958年9⽉30⽇《⼈民⽇报》社论），见劳动部劳动经35

济科学研究所编：《⼤跃进中的劳动与⼯资问题》，北京：⼈民出版社，1958年，第26页。

 ⽑泽东：《对<关于⼈民公社若⼲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11⽉、12⽉），《建国以来⽑36

泽东⽂稿》第七册，第573页。

 参看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民⽇报》 1958年10⽉13⽇第7版。37

 施⽶特：《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民出版社，2004年，第30838

页。

 ⽑泽东关于⽭盾的划分：两类⽭盾，即敌我⽭盾和⼈民内部⽭盾，后者包含阶级⽭盾和先进落后的⽭盾，39

参看《建国以来⽑泽东⽂稿》第七册，第10页。



因此劳动本⾝在不断⽣产“常态性”，⽣产出抵制“⾰命政治”的惰性。有学者指

出，在“治⼭治⽔”这类改造农业⽣产条件的劳动中，新中国农民更有“合作愿

景”，也就相对容易接受“军事化”调配和政治动员，然⽽在常规性的农业⽣产过

程中、特别是消费领域⾥，他们的“合作愿景”并不强烈。 也就是说，“⾰命政40

治”能否找到持续渗⼊⽣产主体⾝⼼的⽅式，是中国社会主义“⽣产政治”的根本

难题。更棘⼿的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按劳分配原则决定了劳动不可能与私

⼰利益⽆关。特别是在物质条件达不到丰裕的情况下，这⼀因素总会⼲扰劳动

的充分政治化。⼀旦⾰命政治⽆法充分确认⾃⾝与物质丰裕之间的关联，⼀旦

现实的劳动分⼯同理想中的创造性劳动产⽣⽇趋严重的不⼀致性，那么“不断⾰

命”也会从内部遭到损耗。换句话说，“⽃争”的激情会遭到劳动⾃⾝诸种历史规

定的抵抗和消磨。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本⾝存在着理想化的劳动和实际存在的

劳动之间的张⼒。也正是在这⾥，1950-60年代中国美学讨论中对于劳动审美

化的批判成为必要的提醒。 

在社会主义⾰命过程中，劳动问题不可能是单纯的⽣产问题，它必然会受

到政治、伦理的渗透，甚⾄本⾝就是⼀种政治问题。这就需要⼀种有别于既存

⽂化的劳动构想与赋义过程。正如布洛威（Michael Burawoy）所说，相⽐于

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产政治”和“国家政治”相融合的特点。这

种融合可以是劳动者的⾃我管理（历史上昙花⼀现），也可以是中央计划（既

存社会主义⼏乎都采取这⼀⽅式）。 或许指出这⼀点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41

贴合中国历史情境来考察这⼀“融合”的具体特征及其所包含的危机。“⼤跃进”

实践有着这样⼀种冲动：希望将劳动从私⼈逐利中逐渐解放出来，⽽要做到这

⼀点，⾸先需要改变⽣产关系尤其是分配⽅式。 ⽽相⽐于苏联与东欧，⽣产42

政治与国家政治之间的中国式“融合”更加强调“⼈”的改造。为了从根本上保证

 参看胡靖：“70年代：农村集体经济的成败之间”，《专题：70年代中国》，《开放时代》2013年第140

期，第67页。

 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London: Verso), 1985, p.158.41

 值得注意的是⼤跃进运动过程中关于“⼯资”问题的讨论。“⽣产关系”的改变可以说既涉及到“平等化”这42

⼀政治取向也涉及到分配制度的改⾰，两者紧密关联在⼀起。可参考《⼤跃进中的劳动与⼯资问题》。



劳动的积极性，就需要“⽂化⾰命”铸造⼀种新的主体性和⽣活⽅式⽽⾮简单诉

诸“物质刺激”。 可以说以上两种实践贯穿在⼤跃进以及⼈民公社运动之中，43

⼤跃进实践的激进性也正在于此。 

然⽽，确认劳动会成为⼈类的“需要”也并不必然带来“政治”保证，正如科耶

夫曾谈及⼀种“历史终结后的动物”。 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来说，问题的关44

键在于是否可能有⼀种热衷于劳动的政治动物。 也就是说，是否可能以⼀种45

投⼊⽃争、介⼊集体政治⽣活的态度来⾯对⽇常劳动（这种对于劳动的构想不

同于青年马克思所谓作为“类存在”活动的“劳动”）。某种程度上，⼤跃进实践

可以视为对于这⼀问题的现实回应。虽然在理论宣传上，国家仍然坚持经典马

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将成为“⽣活第⼀需要”的论述。 随着1958年《马克思恩46

格斯列宁斯⼤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版，共产主义“劳动”观念也⼀度成为重

要的符号资源。但在实践上，⼤跃进运动不但打破了“演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的

时间序列（⽽是强调“跃进” ），所关注的也不仅仅是经典话语对于“劳动本47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跃进⽂化⾰命和整个政治经济转型之间的关系。⼯农的知识化、⼲部参43

加劳动⽣产、破除等级制同⼤规模集体协作劳动、分配⽅式的改⾰等有着联系。

 科耶夫认为，如果⼈类再⼀次成为了动物，他的艺术、爱欲和游戏必须再⼀次成为纯粹“⾃然的”。因此44

需要承认，历史终结之后，⼈会像鸟类筑巢和蜘蛛织⽹那样构造建设物和构造艺术作品，会跟从蛙和蝉那
样演奏⾳乐，会像年幼的动物那样玩耍，会像成年动物那样投⼊爱欲。⼈要成为⼈，⼈必须保持“主客体
对⽴”，即使否定既定存在和错误的⾏动消失。见Alexandre Koje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p.159, p.162.有趣的是，科耶夫特别提到了“⽇本”历史终结的道路。此外，柄⾕⾏⼈从“反⾯”来挪⽤施密特
的政治概念，以此来确认⾛出“资本-国家-民族”圆环的可能：除了⽣产-消费合作社的联合之外没有别的扬
弃国家的道路。在此，国家虽然还保留着，但已⾮政治性的东西。见柄⾕⾏⼈：《跨越性批判》，第263
页。

阿伦特在《⼈的境况》中认为劳动的状况是反政治的。是政治动物就不可能是劳动动物。阿伦特未能看45

到既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集体劳动，尤其是农业合作化劳动的意义⽣成。虽然劳动还是属⼰的、个体的，
但其意义引导⽅式已经不仅是必然性的循环过程。

见《关于⼈民公社若⼲问题的决议》（1958年12⽉10⽇中共第⼋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全体通过），46

《建国以来重要⽂献选编》第⼗⼀册，第614页。

 “跃进”⼀词最初正式使⽤，见《⼈民⽇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条纲要，掀起农业⽣产的新⾼47

潮》，1957年11⽉13⽇第1版。⽑泽东在1958年5⽉26⽇提到：“重看1957年11⽉13⽇⼈民⽇报社论，觉得
有味，主题明确，⽓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词代替‘冒进’⼀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
的。” （《建国以来⽑泽东⽂稿》第七册，第254页。）



能”的怀想，⽽是强调此刻“主⼈”式的对于“劳动”的态度。 ⼀⽅⾯，这源于⼀48

国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外部敌⼈，因此战争的潜在

威胁始终没有消散。劳动的好坏在被赋予意义的时候总会关联国家建设甚⾄范

围更⼴的世界⾰命。另⼀⽅⾯，在⼤跃进时期，兴修⽔利等需要⼤量劳动⼒集

体参与、互相协作的项⽬极⼤地改变了原有⼩⽣产者的劳动状态，从⽽带来了

⾛出家庭、建构集体⽣活甚或军事化组织劳动的可能。在这⼀过程中，⼤跃进

的劳动主体被设想为打掉了⾃卑感，砍去妄⾃菲薄，破除了迷信，具有“敢想、

敢说、敢做的⼤⽆畏创造精神。” 这是⼀种毫⽆恐惧的主体，即⽆所畏惧的49

“主⼈”。⽑泽东甚⾄戏称之为“⽆法⽆天”。 我们在上⽂中已然看到，这种“主50

⼈”意识包含着超越单纯“经济动机”的古典“德性”构想，在原则上召唤着⼀种积

极的个体性。另⼀⽅⾯，此种主体的⽣成当然嵌⼊在集体事业之中——尤其是所

谓“赶英超美”的任务，但是这⼀构想并不能被还原为经济诉求或被视为“历史的

诡计”：国家“询唤”劳动主体最终是为了满⾜⾃⾝的“发展”。在此种叙事⾥，⼯

农的主体似乎从未真正“到场”，他们的劳动与⽣活只是成了完成⼯业化、实现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资料”。在我看来，这种叙事就算旨在为前三⼗年的社

会主义实践“正名”，但却抹去了活⽣⽣的集体经验向度。我在接下来的讨论中

将尝试说明：这⼀“运动”不可化约的特征尤其体现在⼤跃进⽂艺实践之中，呈

现为“⽂化⾰命”所指向的新主体的⽣成瞬间。 

（⼆） “共产主义⽂艺的萌芽”与消灭社会分⼯的设想 

⼤跃进时期的⽂化⾰命可以说具体实现在⼀个⾛向“共产主义”的历史时

刻。随着1958年⼤跃进运动的开始，⼤规模的农⽥⽔利建设在各地蓬勃展开，

使得原有的社、乡界限被打破。这⼀⽅⾯催⽣出了社与社、乡与乡之间的⽭盾，

正如柯耶夫所指出的那样，青年马克思所理解的⾮异化“劳动”所建构的是⼀种新的“⾃然”。也就是说，48

新的集体性不再建⽴在“政治”（或⼴泛地说，柯耶夫所说的精神-⼈性的“否定”环节之上），“⾃我意识”转
化为“习惯”。这与⾰命政治所强调的⾼度的“意识”状态是有张⼒的。这种“习惯”与“⾼度意识”的⽭盾始终
存在但并未得到充分揭⽰。

⽑泽东：《卑贱者最聪明，⾼贵者最愚蠢》，《建国以来⽑泽东⽂稿》第七册，第236页。49

 ⽑泽东：《在中共⼋⼤⼆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泽东⽂稿》第七册，第194页。50



另⼀⽅⾯也带来了跨越社、乡界限的劳动协作。 客观地说，⼈民公社有其现51

实起源，即农村劳动⼒频繁的跨区调配推进了合作社规模的扩⼤，劳动者的休

息吃饭问题进⼀步催⽣出公共⾷堂、福利院、托⼉所等新⽣事物。然⽽关键在

于，⽑泽东等中共领导⼈迅速将之转化为⼀种“继续⾰命”和进⼀步“改造”⽣活

⽅式的契机，很快就将之制度化和普遍化了。1958年8、9⽉间，全国仅⽤⼀

个多⽉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 作为“三⾯红旗”两⼤代表的“⼤跃进”和“⼈52

民公社”可谓互为犄⾓。在当时颇为理想的考虑中，⼈民公社的制度创新可以为

⼤跃进运动提供“⼲劲冲天”的劳动主体。⼈民公社的基本构想是将⼯、农、

商、学、兵组织在⼀个单位之中，奉⾏“⼀⼤⼆公”的原则，实⾏供给制和⼯资

制相结合的分配⽅式。公社设有公共⾷堂、托⼉所和幸福院等福利设施，并且

倾向于以军事化原则来组织⽣产、⽤“集体化”来安排⽣活。 我们在历史档案53

和农民壁画中常常可以看到“⼗三包”或“⼗五包”的场景（譬如有⼀种“⼗三包”

的说法指包吃饭、穿⾐、交通、医疗、育婴、死葬、婚恋⾃由、⽂化提⾼、洗

澡、理发、供暖、穿鞋、娱乐 ），这⼀系列设计意在解放出更多的劳动⼒54

（⽐如家庭妇⼥） ，并且逐步建成⼀种新的⽣活⽅式，帮助劳动群众克服私55

有意识及其他旧习惯。 ⽤胡绳的话说，就是“资本主义摧毁劳动⼈民的家庭，56

⽽社会主义使劳动⼈民重新有了⾃⼰的家庭。但是⼈们当然不是要回到个体⽣

 罗平汉：《关于⼈民公社建⽴的⼏个问题》，《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三集，桂林：⼴西师范⼤学出版社，51

2009年，第74页；以及林蕴晖：《中华⼈民共和国史第四卷·乌托邦运动——从⼤跃进到⼤饥荒（1958-
1961）》，第156页以下。

罗平汉：《关于⼈民公社建⽴的⼏个问题》，《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三集，第74页。52

 参看《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年8⽉29⽇），《建国以来重要⽂献选53

编》第⼗⼀册，第449-450页。以及薄⼀波：《若⼲重⼤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1993年，第741-744页。

 参看农村壁画、河北遵化张允绘：《⼈民公社⼗三包》，河北省⽂化局选编：《河北壁画选》，⽯家庄：54

河北⼈民出版社，1959年，第70-76页。

 参看《办好公共⾷堂》（1958年10⽉25⽇），《建国以来重要⽂献选编》第⼗⼀册，第517页。55

 这当然会遭遇顽强的旧习惯这⼀难题。⽐如当时有⼈提到，⾷堂吃饭，对来⼈待客、婚丧嫁娶有诸多不56

变。另外，⼈民公社的实际操作存在难度，“名实”难符之处很多，⽐如供给制和⼯资制合⼀，但⼯资难以
发出，⾷堂的伙⾷⽔平有限。又⽐如，供给制有时反⽽对地主富农有利。这显现出⽣产关系的改造之难度。



产条件下的家庭⽣活，⽽必须适应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建⽴新的⽣活。” 当57

时中央反复强调“⼈民公社”是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最好的组织形式，也将是未

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许多新民歌将⼈民公社⽐喻为“桥”正是抓住了

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冲动。虽然共产主义社会仍被视为⼀种“愿

景”，但在当时的语境中显然已被看作并⾮遥不可及。随着1950年代末苏联喊

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中国也在思考⾃⼰⾛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特别58

是在后斯⼤林时代中苏关系⽇趋紧张的情况下，探索⼀条独特的“过渡”之路变

得尤为切要。除了“⼈民公社”的构想不同于苏联的国营农场之外（不强调机械

化的优先性） ，中国和苏联在消灭体⼒脑⼒差别上也存在显见的差异，从中59

我们也能见出中苏在构想“共产主义新⼈”时的不同取向。苏联的办法是将“⼯⼈

的⽂化技术⽔平提⾼到⼯程技术⼈员的⽔平，把（集体农庄）庄员的⽂化技术

⽔平提⾼到农艺师的⽔平” ，⽽中国诉诸“教育与劳动⽣产相结合”，即上⽂所60

谓“⽂化⾰命”的“双向”运动。1958年9⽉25⽇《⼈民⽇报》刊发社论《投⼊体

⼒劳动——共产主义的⼤熔炉》，其中提到： 

共产主义社会的特点之⼀，就是要消灭脑⼒劳动和体⼒劳动的差别。如

何消灭呢？过去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个糊涂观念，仿佛还要消灭脑⼒

劳动和体⼒劳动的差别，只是体⼒劳动者单⽅⾯的问题，只是把体⼒劳动
• • • • • • •

提⾼到⼯程师、技师⽔平；⽽脑⼒劳动者是不是需要学习体⼒劳动的技
• • • • • • • • • •

能，是不是需要养成体⼒劳动的习惯？这却没有⼈注意。显然，这种观点

是错误的，它仍然反映了对体⼒劳动的不够重视。消灭脑⼒劳动和体⼒劳

动的差别，必须两⽅⾯共同努⼒，既要求体⼒劳动者进⾏脑⼒劳动，也要

 胡绳：《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跃进中的劳动与⼯资问题》，第70页。57

 1958年6⽉底，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在莫斯科举⾏会议，讨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当时苏58

联已经认为⾃⾝“处于直接建设共产主义第⼆阶段时期”，“经济和⽂化建设的新阶段要求科学家积极研究
直接有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参看《学习译丛》1958年第10期，第1页。

 关于中国⼈民公社之独特性的讨论，可参看胡靖：“⽑的理论应该来⾃于系统思想，可以将它解释为：59

低⽂化素质的农民也可以通过合作形成⼀种⼒量，产⽣巨⼤的⽣产⼒，并通过这种⽣产⼒在机械化还未实
现以前改变农业的⽣产条件。”（《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第68页。）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第607页。60



求脑⼒劳动者进⾏体⼒劳动。体⼒劳动者不进⾏脑⼒劳动，不能成为全⾯

发展的⼈，同样，脑⼒劳动者不进⾏体⼒劳动，也不能成为全⾯发展的

⼈。  61

应该说，脑⼒与体⼒劳动的差别不仅是技术意义上的分⼯，更是政治意义

上的“等级”。这也是1957⾄1958年中央连续刊发“⼲部参加体⼒劳动”指⽰的

缘由之⼀。 在⽑泽东看来，不提“技术决定⼀切”，“⼲部决定⼀切”之类的⼜62

号，也不提列宁的“苏维埃加电⽓化等于共产主义”，群众仍然保持冲天⼲劲的

根由在于“群众路线”的贯彻执⾏。 任何⼈都以普通劳动者形象出现，⼲部参63

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 ⼀种聚焦于此刻的平等政治成为⾛向共产主义社会64

的基本保证。（当然，从现实的分配制度来看，“平等”还是⼀个远未实现的理

想。 ）这⾥的情况与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谓由“感知的分配”所决65

定的“美学-政治”有类似之处，即强调“等级”关系在感知上的抹除，对于⼲部与

群众，脑⼒劳动与体⼒劳动之“区隔”的破坏。 ⼤跃进时期的“⽂化⾰命”与这66

⼀平等诉求密切相关。所谓克服⾂属性也内在地关联着此种“双向”运动。 

不过在具体实践中，分⼯问题依然是⼀个现实难题。⽽为了向共产主义社

会过渡，为了追寻⼀种更具实质性的平等，又需要设想⼀种可⾏的弱化分⼯的

⽅式。⽐如1958年11⽉，《新建设》刊登了⼀篇讨论“共产主义和分⼯”的⽂

 《投⼊体⼒劳动——共产主义的⼤熔炉》，《⼤跃进中的劳动与⼯资问题》，第27页。着重号为引⽤者61

所加。

 具体⽂献可见：《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员参加体⼒劳动的指⽰》（1957年5⽉10⽇），《建国以来62

重要⽂献选编》第⼗册，北京：中央⽂献出版社，1994年，第259页。《中共中央关于下放⼲部进⾏劳动
锻炼的指⽰》（1958年2⽉28⽇），《建国以来重要⽂献选编》第⼗⼀册，第193页。《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部参加体⼒劳动的决定》（1958年9⽉25⽇），《建国以来重要⽂献选编》第⼗⼀册，第510页。

 ⽑泽东：《在中共⼋⼤⼆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建国以来⽑泽东⽂稿》第七册，第63

196页。

 应该说，“两参⼀改”在⼤跃进时期已然展开。参看《投⼊体⼒劳动——共产主义的⼤熔炉》，《⼤跃进64

中的劳动与⼯资问题》，第28页。

 参看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资制——新中国建⽴前后党政⼈员收⼊分配制度的演变》，《历65

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137页。

 朗西埃的“美学的政治”与⽑泽东的“不断⾰命”之间具有隐秘的关联。从朗西埃对于伦理向度的批判就可66

以看出：美学的政治就是感知不停歇地再分配，这是由于既有的伦理-形象秩序不断地会秩序化和固化。



章，作者特别强调了“分⼯的技术⽅⾯”和“分⼯的社会⽅⾯”之间的区别：：前

者关联于“⽣产的⾃然过程，是⽣产部门的独⽴化、专业化，是企业内部⽣产过

程被分割⽽部分化。” 后者关联于“⽣产的社会过程”，⽤马克思的话说，就是67

“把个⼈限制在特殊职业部门内做事的现象”。 所谓逐步取消分⼯的重⼼落68

在：“农林牧副渔全⾯发展，⼯农商学兵相互结合，开展‘多⾯⼿’运动，⼯⼈农

民学理论，以及建⽴⼯农群众歌舞团等等。” 在作者看来，就算是“完全发展69

的共产主义社会”，分⼯的技术⽅⾯依旧会存在，⽽分⼯的社会⽅⾯将缩⼩并趋

于消失。分⼯的技术⽅⾯关乎现代性的基本构造——⽏宁说是⼀种强迫性结构，

它指向⽣产⼒的强化发展（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冷战结构），⽽分⼯的社会⽅⾯

主要针对的是“三⼤差别”，尤其是“体脑差别”。然⽽，作者并没有明确告诉我

们两种分⼯之间有着何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两参⼀改”正可视为改变“分

⼯”关系的重要实践）。 技术⽅⾯的分⼯与社会⽅⾯的分⼯恰好对应着社会主70

义实践的“现代化”诉求和“⾰命”诉求。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临的结构性难

点。 在这意义上，既存社会主义对于丧失⽣产⼒怀有恐惧，也与任何浪漫式71

的“回退”绝缘。下⾯我们就会看到，这⼀结构性难点是如何内在于⼤跃进群众

⽂艺实践的。在这⼉我仅想强调，在⼀个既要坚持⽣产的⾼速度和⾼积累（因

此技术分⼯这⼀现代化⾯向甚⾄会⽇益加强）又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因此必须

强调⼯农与知识分⼦的互相转化）的结构中，群众性的⽂艺实践占据着⼀个极

为关键的位置。⽂艺实践既被视为⼯农群众消除劳动疲劳、获得审美愉悦，并

进⽽获得主体尊严的环节，同时也是⼀种象征性⾏为——劳动⼈民真正成为“主

卫兴华：《共产主义和分⼯问题》，《新建设》1958年11⽉号，第8页。67

卫兴华：《共产主义和分⼯问题》，《新建设》1958年11⽉号，第8页。68

卫兴华：《共产主义和分⼯问题》，《新建设》1958年11⽉号，第10页。69

 在阿尔都塞看来，劳动的社会分⼯与技术分⼯在实践中总会缠绕在⼀起，见阿尔都塞：《⼤学⽣难题》，70

吴⼦枫译，http://www.cul-studies.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9&id=450.

 普殊同（Moishe Postone）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个稍显苛求但却切中问题的批判：社会主义往往71

被视为⼀种社会分配形式，它不仅更为公正⽽且更适合于⼯业⽣产。但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展开对于
“⽣产”的批判。见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 p.9.相⽐于批判分配⽅式更为激进的批判，是对⽣产的批判，⽤Postone的话来说，⾸先需要揭⽰
资本主义⽣产⽅式的固有的辩证动⼒，即抽象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互相规定，⼀种转型与重建的辩证法。



⼈”的标志。⼤跃进群众⽂艺实践就是在这样⼀种结构性的⽭盾中诞⽣的。 

在上述脉络中，所谓“共产主义⽂艺”的萌芽，⼀般是指新民歌等反映了共

产主义的 

劳动精神。 但究其实质，它指的是劳动群众在⽣产劳动有限的间歇创作诗72

歌、绘制壁画等，从⽽体现出打破“体脑劳动差别”的努⼒。 此种“打破”⽅式73

尤为强调劳动者（亦包括参加劳动⽣产的下放⼲部和知识分⼦）⽤“脑⼒劳动”

（即创作诗歌等⽅式）来表现当下的“体⼒劳动”。因此，它也被视为“体⼒劳动

与脑⼒劳动相结合”的典范。我们知道，马克思曾设想过⼯作⽇的缩短是⼈类从

必然王国向⾃由王国迈进的根本条件。 李泽厚基本上是从这⼀脉络来构想“共74

产主义社会”的“⾃然美”的。虽然马克思很可能不仅考虑到了转换社会劳动的结

构⽽且也考虑过某种更为彻底的改造。如普殊同（Moishe Postone）所说，在

价值形式取消之前，任何压缩⼯作⽇所产⽣出的额外时间，即“休闲时间”对于

马克思来说亦是否定性的。此外，奈格⾥（Antonio Negri）等通过重新解读

马克思的“实质吸纳”概念，也质疑了单纯缩短⼯作⽇带来解放的想法，即在资

本主义条件下，越来越充裕的⾃由时间有可能被资本更深的层⾯所吸纳。 ⽽75

在⼤跃进氛围中，“劳动”本⾝撑满了整个意义空间。休闲时间被整合进了劳动

的总体过程，呈现出⼀种独特的消除体脑劳动差别的尝试。 譬如在邵荃麟所76

 参看邵荃麟：《民歌·浪漫主义·共产主义风格》，《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集，72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108页。以及郭沫若：《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社问》，《诗
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2页。另外，也有论者强
调了“体⼒劳动和脑⼒劳动相结合、物质⽣产和⽂艺⽣产相结合”这⼀特征，参看冬昕：《新民歌是共产主
义诗歌的萌芽》，《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集，第136页。

 关于“新民歌”作为共产主义萌芽，参看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第141-144页。以及胡复旦：73

《为什么说新民歌是共产主义⽂学艺术的萌芽》，《兰州⼤学学报》1958年第2期，第73-74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924-925页。74

 Moishe Postone, Time, Labour and Social Domination, p.376. 以及夏永红、王⾏坤：《机器中的劳动与资75

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

 普殊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消除体脑劳动差别的实践有着某种批判，在他看来，单纯混合既有的体⼒和脑76

⼒劳动并不能克服两者的差别。克服体⼒脑⼒劳动的分离，只能是改造既存的体⼒和脑⼒劳动的⽅式，即
建构⼀种崭新的社会劳动结构和组织。⽽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当剩余⽣产不再是必然建⽴在直接⼈类劳
动之上时（也就是⾼度机器化），这才是可能的。参见Moishe Postone, Time, Labour and Social Domination, 
p.29. 普殊同的批判内在于批判理论重构马克思的脉络之中，他有意或⽆意忽略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在克
服体脑差别时候的政治含义。



转述的新民歌的诞⽣场景中，“诗歌”和“劳动”可谓⾻⾁相连： 

昨天，我访问了⽩庙村农民，问他们的诗怎么搞出来的；他们讲得很好。

他们有个⼥⽣产队长，在⽔车灌溉麦⽥时，为了减轻疲劳提⾼⼲劲，把感

情表达出来，她就说：“我们做诗吧！”劳动刺激了她的感情，她就唱了起
• • • • • • • • •

来：“⽔车叮当响，麦苗你快长；我给你喝⽔，你给我吃粮。”这是多么朴

素、刚健、清新。从此以后，做诗的风⽓就在这个村⼦⾥普遍展开了，现

在成为有名的诗村。我们常讲创作灵感，农民的创作灵感，就是这样出来

的。  77

问题的关键不是去简单质疑这⼀叙事的“真实性”，或是直接⽤“唱反调的民

歌”的存在，来论证新民歌只是⾏政命令催⽣的伪作。所谓“写中⼼、唱中⼼”在

当时是内在于新民歌创作的“政治”要求。 那种单纯认为民歌需要包含“民怨”78

或只能表现某些特定情绪和对象的批评，忽略了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抱定⼈的固

有“本性”和某些固有“需要”，⽽且有意或⽆意地⽆视其教育改造农民的激进指

向。因此，否定性的评价虽然能够揭⽰出新民歌的某些弊端，却先⾏压抑了这

⼀艺术实践的⾃我理解，并且将其从具体历史政治情境中抽离出来，予以⼀种

同样抽象的评判。邵荃麟的叙述试图呈现“新民歌”诞⽣的“原初场景”，也是呈

现“艺术”⾃⾝的“起源”场景：“劳动”的原初“分化”——从沉默的劳动中分化出声

⾳与形象，分化出不可化约的“距离”。这⾥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种“新”

的经验在这⼀创作的过程中迸发了出来。我关注的⾸先是这⼀叙事与当时“⽂化

⾰命”之间的脐带关系。譬如“劳动刺激情感”、有情感就需要表达出来等等看似

套路化的表述指向的是劳动群众开始敢于⽤艺术形式进⾏⾃我表达这⼀历史瞬

间，这⼀叙事的要点在于，⼥⽣产队长所唱出的不再是⽆意义的声⾳，更不是

嘶喊，⽽是被承认为参与公共⽣活的艺术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劳动群众开始

 邵荃麟：《民歌·浪漫主义·共产主义风格——7⽉27⽇在西安⽂艺⼯作者座谈会上的发⾔》，《新诗歌的77

发展问题》第⼀集，第107-10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北京⼤学哲学系四年级王⽴庄⽂化⾰命调查队：《黄村⼈民公社王⽴庄新民歌调查报告》，《北京⼤学78

学报》1959年第1期，第28页。另外可参考中国民间⽂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民歌作者谈民歌创作》，北
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第87-88页。



写和开始画要⽐他们写了什么或画了什么更为重要。这不是简单将群众提⾼到

“知识分⼦”⽔平，确认劳动群众的“⾃我表现”。⽽这个时刻也就是“政治”的时

刻：那些被排挤在“艺术空间”之外的⼈，那些仿佛从不会拥有“创作时间”的

⼈，开始说出⾃⼰的声⾳，在那⼀“空间”中登场，进⽽“扰乱”了既定的雅与

俗、劳动与休闲、必要与剩余的区隔。 当然我们亦⽆需避讳这⼀“登场”有其79

组织化的⼀⾯。但从上述脉络来看，这⾥的⽂艺创作在整体上指向⼀种“⽣产

性”本⾝。有情不得不表现，这就如同⾃觉“劳动”本⾝成了⼀种⽣活的需要，⽽

不是单纯为⽣产出什么具体物品。在劳动难说“⾃觉”的时候，⽂艺创作先⾏显

露了“劳动创造”的激进涵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朱光潜关于“劳动—艺术”的

讨论以抽象的⽅式抓住了这⼀点，但他没有充分打开其意义。） 

在⼀则“农民歌⼿”对于⾃⾝创作起源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群众创作在

⼤跃进⽂艺运动展开之前的诞⽣场景： 

我的创作是从55年的栽秧季节开始的。开始我还认为：叫我们泥腿⼦

搞创作，那不是笑话吗？⽂化馆的⼲部说：“只要把你们的⼼⾥话说出来，

能像秧歌⼀样唱出来，就可以算是⼀篇创作了。”有⼀天在秧⽥⾥⼤家唱⽼

秧歌，唱得很热闹，我想了⼏句，就在秧⽥⾥唱起来： 

跳下⽥来栽秧棵， 

栽秧的⼈⼉爱唱歌， 

栽到稗⼦棵棵死， 

栽到黄秧都活棵， 

万担归仓收的多， 

增产⽀援⼯业化， 

改善⽣活笑哈哈。 

回家以后我请别⼈记下来，送给⽂化馆⼲部看，他们说：“这是⼀篇很

好的创作。”他们又搜集了我们俱乐部丁守廉、王书琴等的作品，没有⼏天

 关于这⼀“政治”的看法，得益于朗西埃，可参看Jacques Ranciere, “Aesthetics as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79

Its Discontent, trans. Steven Corcoran,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Press, 2010), pp.19-44.



就印发到全县。  80

与其说这是某种对于个⼈经验的“回忆”，⽏宁说是⼀种农民发声歌唱的“典

型”场景。其中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唱出与劳动紧密结合的经验，⽽且是在歌唱的

过程中打消了“泥腿⼦”的顾虑，部分地克服了⽂化上的⾂属性。这⾥有着⼀种

政治体验：“旧社会我唱歌要挨打受骂，新社会培养我成了农民的歌唱家”。81

1958年到来的“新民歌”运动则将此种“农民歌⼿”的歌唱进⼀步扩展为更多劳动

群众的说唱实践。 

在这个意义上，⽂艺创作与劳动有了⼀种更深层的对应性。这种对应性并

不局限于将⽂艺创作视为⼀种嵌⼊“庞⼤的⾰命机器”的“劳动”形式 ，⽽是通82

过劳动的艺术表达来获得⼀种主体的尊严感，甚⾄带来超越此刻体⼒劳动的解

放感——依托的是两种“劳动”之间不可化约的差异，⽽这⼀差异恰恰动摇了“必

要”与“多余”之间的僵硬区分。进⾔之，有必要将“⽂艺为政治服务”重新放置在

⽂化⾰命的语境中进⾏理解。这已不是劳动群众的⽣活世界如何得到再现的问

题了，⽽是劳动群众在⽂艺⽣产中突破“分⼯”的尝试。虽然⼤跃进群众⽂艺嵌

⼊思想政治宣传，但是它同样也指向新的主体性的⽣产。如果说它的经验内容

是看似重复单调的宣传和夸张⽆度的抒情，那么它的“⽣产”本⾝却烙刻了“共产

主义瞬间”的政治强度。1958年围绕新民歌展开的讨论主要将重⼼放在“新民

歌”作为“新诗歌的发展道路”问题之上，不少论者⼒图论证新民歌可以进⽽为

“主流”甚或经典 ，却相对忽略了新民歌实践超越固有⽂类划分甚⾄动摇专业83

分⼯的指向。 

 （安徽肥东县店埠⼈民公社社员）殷光兰：《唱的⼈⼈争上游，唱的红旗遍地插！》，《民歌作者谈民80

歌创作》，第60-61页。

殷光兰：《唱的⼈⼈争上游，唱的红旗遍地插！》，《民歌作者谈民歌创作》，第66页。81

 邵荃麟：“物质⽣产和精神劳动当然是有区别的。做⼩说、写诗歌决不相同于炼钢铁、开煤矿，这是谁82

都明⽩的道理。但这只是劳动性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只决定它们⼯作⽅式与⽅法的不同。……当庞⼤的⾰
命机器正以空前的速度在⼤转动的时候，⽂学艺术这个齿轮和螺丝钉有什么理由能够不跟着它加速地转动
起来呢？”（荃麟：《杂谈⽂艺⼯作⼤跃进（四则）》，《⼤跃进杂⽂选第三集——智慧的海洋》，第2
页。）

 ⽐如可参看李亚群：《我对诗歌道路问题的意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集，第180页。以及沙83

鸥：《新诗的道路问题》，《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集，第306页。



在我看来，⼤跃进群众⽂艺创作“模仿”了劳动⽣产的节奏，它本质上不是

以“作品”⽽是以“⽣产”为尺度的。这就造成了“量”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

“质”。⽽在“⼀天等于⼆⼗年”的时代氛围中，在全国快速完成⼈民公社化的转

型之中，在⾼速度、⾼积累的发展模式下，⽏宁说“⼤跃进”是世界历史上绝⽆

仅有地将“时间”意识即“新与变”贯彻到普通劳动群众意识之中的集体实验。这

也构成⼤跃进⽂艺作品内在的时间意识。譬如这⾸新民歌所唱： 

今年⼭歌加倍多， 

信⼜唱出⼀⼤箩， 

今年别留明年唱， 

隔年的皇历⽤不着。  84

此即暗⽰⼤跃进作品的“可速朽性”。不妨说，⼤跃进⽂艺实践化⾝为作

品，但作品并没有耗尽其存在。 

⼆、新民歌和新壁画中的劳动、⾃然与主体 

（⼀）⽣产与本源：重新定位群众创作 

“⽂化⾰命”脉络⾥的群众⽂艺实践或许可以看成是某种“去⾃然化”的过程，

上⽂所提及的时间意识以及“移风易俗”的指向——尤其是传统⽣活世界的作息节

奏被⼀种⾼速度的劳动节奏所取代——将新⼈与新习惯的“⽣成”这⼀问题凸显了

出来。但⼤跃进⽂艺实践同时又是⼀种重新⾃然化的过程：它被视为当家作主

的劳动⼈民真实“⼼声”的呈现、其本真性的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歌依旧

被把握为“直接出⾃深⼼的⾃发的⾃然⾳调”。 ⽑泽东在1958年3⽉曾提出要85

“搞⼀点新的民歌” 。这⾥的具体语境是⽑泽东在成都会议召开前主持编选了86

⼀本唐、宋、明三代诗⼈论及四川的⼀些诗词，却觉得“净是些⽼古董”，由此

 《唱得长江⽔倒流》（安徽宿县新民歌），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第57页。84

 参看⿊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4页。85

 ⽑泽东：参看《⽑泽东年谱：⼀九四九——⼀九七六》第三卷，第322页。86



想到搜集民歌。鉴于1958年以来某些新民歌喊出的豪⾔壮语已经为党中央的会

议所引⽤ ，这⼉显然有进⼀步“采风”的意思。这种“去⾃然化”与“再⾃然化”之87

间的辩证关系是考察⼤跃进⽂艺实践需要⾸先把握住的要点。⽽与之相关的问

题，就是如何看待所谓“⼯农兵”创作或群众创作，因为诸如“国家”与“民间”以

及“真”与“伪”之间的僵硬对⽴在这⼀问题上显得尤为严重。“新民歌”等⼤跃进

⽂艺实践的⽣产情境在上⽂中已经有所提到，接下来想再做⼀些展开。我想先

点明的是，围绕群众创作产⽣的真正难题并不在于“国家”和“民间”的对⽴，⽽

是建构这样⼀种劳动-⽣产主体以及这样⼀种⽣活⽅式是否可能、是否可欲。其

实在美学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此种张⼒的端倪。单纯捍卫⼤跃进群众⽂艺的

正当性之所以⽆效正在于此。某种程度上，⼤跃进将社会主义实践的强度提升

到⼀个前所未有的⾼度，因此使之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诸如新民歌、新

壁画等所显现的绝⾮是艺术⾃⾝的难度⽽是政治-经济的难度。⼤跃进群众⽂艺

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提供了⼀种替代性的⽅案——⽆论是关于⼈性还是关于⽣

活⽅式，⽽在于它在“消失”的过程中展露出⼀种“常态”视点所触及不到的维

度。这⼀维度本⾝缠绕于失败的经验之中，但是它在那个历史瞬间获得了某种

表达。因此，它是不稳定的、运动的和不断消逝的，从⽽静观的美学确实会错

失其要点。只有先从“⽣产”⽽⾮“作品”本⾝出发，我们才能接近这⼀⽂艺实践

的核⼼诉求及其内在难点。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兵创作”当然并不等于每⼀个普通劳动者都能

拿起笔来写作或绘画。虽然⼤跃进时期的扫盲⼯作取得了不⼩的成绩 ，但是88

让刚刚识字的农民或⼯⼈熟练地运⽤诗歌或绘画等形式来表达情感或再现⽣活

显然不切实际，也是⼀种苛求。从当时出版的民歌作者创作谈中可以看出，乡

村中的⼀些⽼艺⼈、喜爱民间⽂艺的积极分⼦以及略有⽂化基础的青年⽂学爱

 天鹰：“1958年⼆⽉初召开的第⼀届全国⼈民代表⼤会第五次会议上……普遍引⽤⼈民的豪⾔壮语。”87

（《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第68页。）

 参看《中国统计》资料室：《⽂化⾰命进⼊⾼潮——全国⽂教卫⽣事业突飞猛进》，《中国统计》，88

1958年第19期，第26页。据报，截⽌到1958年9⽉20⽇，“扫盲⼯作出现了空前⼤发展的新局⾯，全国已有
1483个县（市）基本扫除了青壮年⽂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66%……在今年九个⽉中扫除⽂盲9393万
⼈，相当于解放后⼋年扫盲总数（2800万⼈）的3倍。”



好者是新民歌创作的主⼒军。 在⼀本完成于1959年8⽉的著作《⽩峁公社新89

民歌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较为中肯的调查数据，其中关于整个公社（乡）

的创作⼈数、作品数量等，基本上能反映那⼀时期群众⽂艺创作“量”上的特

征： 

⽣产⼤跃进以后，很多⼈创作新民歌，估计全乡有5000多⼈[笔者注：

⽩峁公社当时⼈⼜为19813⼈]，其中男的2750⼈，⼥的2250⼈。 

参加创作的⼈青年最多，约有4000⼈，中年850⼈，⽼年150⼈。在

青年中，学⽣约有1500⼈，占总⼈数相近三分之⼀。 

经常创作的约有550⼈，其中乡⽂联会员250⼈，普通中学、农业中学

和⾼⼩学⽣共250⼈，其他如乡级机关⼲部、中⼩学教师50⼈左右。…… 

从⽣产⼤跃进开始⾄今年春季，⼀年多来，群众创作的民歌、民谣、快

板、⼩调、演唱、剧本等估计有10万篇，⽽其中民歌、民谣占80%左右，

约有8万⾸。  90

在紧随新民歌运动⽽来的新壁画运动中，下放农村的专业画家和艺术学院

学⽣更是⼀⽀重要的⼒量。譬如⽊刻画家古元、连环画家姜维朴等曾下放河北

遵化，⾃⼰创作并指导农民群众创作了⼀⼤批壁画和墙头诗。 问题的关键在91

于，⼤跃进⽂艺的创作/⽣产过程中总是有⼯农群众“在场”，正如姜维朴所说：

“⼤街是画室，墙头是画板，动笔有观众，左右皆⽼师”。 新民歌和新壁画的92

创作是⼀种⾼度公开的艺术实践，有着极强的“可写性”。⽐如《上海民歌选》

的序歌“什么藤结什么⽠”就是多位⼯⼈续写头两句选其最优的结果。 ⼯农兵93

创作打破的是孤独个体的“写作”，虽然不⼀定是群众亲历亲为但始终向群众敞

 参看《民歌作者谈民歌创作》。89

 路⼯、张紫晨、周正良、钟兆锦编写：《⽩峁公社新民歌调查》，上海：上海⽂艺出版社，1960年，第90

45页。

 参看姜维朴编：《农民⼤跃进壁画》，上海：上海⼈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91

 姜维朴编：《农民⼤跃进壁画》，第2页。92

 参看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第148-149页。另，集体创作例证，可参看李根宝：“铁锤打出诗93

万篇”（《民歌作者谈民歌创作》，第32-33页。）



开。从⽣产过程来看，谓之“群众创作”可以说是有据可依的。赛诗会、群众诗

歌创作展览会等新民歌活动⽅式也营造出⼀种⽂化翻⾝、⼈⼈参与的节⽇感和

解放感。 ⽽在当时语境中，新民歌创作被有意识地纳⼊集体性的教育过程94

（包括政治思想教育）不但是正当的⽽且是必要的（其中的难点或许并不在于

“⾏政命令”本⾝，⽽是“与时政相结合”这⼀要求⾼度凝神的感知状态⾃⾝的“危

机”）。换⾔之，“与时政相结合”在当时是毫不避讳⽽且是极受⿎励的。这从⼀

份当时北京⼤学学⽣下乡调研新民歌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端倪： 

⽬前王⽴庄隔天晚上有⼀次读报。读报是结合村内中⼼任务的。由于诗

歌创作是“写中⼼”，读报与做诗便结合了。读报还能丰富知识、开阔眼

界，对诗歌创作也有帮助。政治是诗歌创作的灵魂，因此继续通过各种形

式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始终是第⼀要紧的事。通过经常的政治学习，可
• • • • • • • • • •

以使社员不只是看到⼀个公社，⽽是看得更⾼更远，看到整个国家，看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从⽽使社员⽓魄更⼤，风格更⾼。他们⽤诗来反
• • • • • • • • • •

映⽣活，就会更⾃觉更深刻。劳动与诗，就结合更紧。好诗也就会⼤量的

涌现出来。  95

新民歌创作有其“组织起来”的因素，这是⽏庸讳⾔的。纯粹⾃发的“民间”其

实在当时语境中并不可欲。如今容易忽略的是这⼀点：劳动群众“主⼈感”的⽣

成始终与劳动者与“政治”不断建⽴联系有关。在历史转型之中，充实的意义的

⽣成恰恰不在于家庭或个⼈，⽽在于集体、国家甚⾄世界⾰命。劳动者由此“⾃

为地”进⼊了“历史”。这同现实中合作化运动的快速展开构成了⼀种呼应。在这

个意义上，⼤跃进群众⽂艺实践当然⾸先是政治性的，但这⼀政治性不能仅仅

被还原为“⾏政命令”。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它的全⾯发动的确牵涉⾏政因

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第26-31页。94

 北京⼤学哲学系四年级王⽴庄⽂化⾰命调查队：《黄村⼈民公社王⽴庄新民歌调查报告》，《北京⼤学95

学报》1959年第1期，第33-34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素 ，新民歌运动遭遇到挫折，部分原因或许正在于未能找到“教育”与“⾃发”96

之间更为“⾃然”的通道。更有意思的⽏宁说是群众⽂艺的⽣产空间。这⾥涉及

到的不但是体⼒劳动者与脑⼒劳动者的结合，同时也是劳动空间、创作空间与

接受空间的连通（当然，这⼀连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会带来“⽣活世界”的危

机 ）。新民歌最早的研究者之⼀天鹰曾描述过民歌⽣产的空间形式： 97

群众创作园地的特点，除了诗亭、诗碑林⽴的普遍性外，还有⼀个是与

⽣产场合的密切结合。如⽥头诗坛、⿎动牌、⽥头诗⽵笺、⽥头⽊牌等，

这⼀类园地，形式灵活，短⼩多样，⿎动性强。⽥头诗坛往往筑在⼤规模

集体劳动的试验⽥边，让⼈们在⽕热热的劳动中，如有所感，即景赋

诗。  98

⼀部分民歌集则转化为“扫盲课本”，在群众中影响很⼤，“公社的扫盲对

象，⼈⼿⼀册，有些已经识字的⼈也要看。” 此外，新民歌创作与⼤字报之间99

也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据说1958年各地⼤字报上的诗歌占到⼤字报总数的百

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写于1958年的《锻炼锻100

炼》开⾸处就是⼀⾸歌谣体的⼤字报）。劳动空间（诗歌招贴于⽥头、车间）、

教育的媒介空间（扫盲课本）、⽣活空间（⽐如画在家家墙壁上的新壁画）、

政治空间（作为社会主义民主重要形式的“⼤字报”）都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艺

术空间。诗歌的声⾳或绘画的形象在⼤跃进语境中成了⼀种新的普遍的媒介（政

 参看天鹰当时有限度的反思：“从⾃愿上说，1958年的民歌运动，完全是出于群众的⾃愿的，只有在96

九、⼗⽉份以后，在某些地区，出现了某些不合理得规定任务、限期完成的强制现象。……但这并不是
说，运动是⾃流地进⾏的，它不需要⼈们作主观上的努⼒。”“1958年民歌创作普及运动，在⽅法上也产⽣
了某些缺点，⼤概在九、⼗⽉以后，某些地区和个别部门，为了进⼀步发动群众创作，在做法上过热了些，
过急了些，不恰当地提出‘⼈⼈是画家，⼈⼈是诗⼈’的⼜号，因⽽使有些基层单位在发动群众创作时，偏
重了数字要求，给那些没有写作要求，或没有写作条件的⼈，也规定了写作任务。”（《1958年中国民歌
运动》，第76页，332页。）当时强调的是三个原则：需要、⾃愿、可能。

 关于这⼀危机的分析，可参看蔡翔：“我并不完全同意⼈的⽇常⽣活可以独⽴于政治之外，但由此可以97

讨论的是政治究竟应该如何并且以何种⽅式进⼊⼈的⽇常⽣活。” （《专题：70年代中国》，《开放时
代》2013年第1期，第19页。）

 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第19页。98

 参看《⽩峁公社新民歌调查》，第59页。99

 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第13页。100



治理论的话语形式是另⼀种，譬如各种新词汇和表述法）。重要的是考虑这⼀

⽂艺实践所制造的“现象”带来了何种新的经验。当然问题的困难在于，⼤跃进

运动落潮之后，新民歌和新壁画就开始逐渐消失。 （这⾥暂不考虑⽂⾰时期101

⼩靳庄农民诗和户县农民画的⼩规模勃兴以及当代农民画在市场经济中的“喜剧

性重复”。 ）仅就“形式”和“内容”来为之讲出⼀个富有意义的叙事已变得⼗分102

可疑与困难。这也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恢复群众⽂艺的⽣产过程及其时空情境

——不仅是技术意义上的⽣产更是政治意义上的创造-⽣成。 

就美学评价⽽⾔，由于⼤多数⼯农兵⽂艺缺乏必要的技术准备和创作训练，

谈到⼯农兵创作总会涉及“丑”这⼀美学范畴（不是指道德意义上的“丑”，虽然

社会主义美学在很⼤程度上主要是从政治和道德来展开美丑判断的，这可以参

看姚⽂元在美学讨论中的论述）。虽然新民歌及新壁画诞⽣后招来⼀⽚叫好声，

但是批评话语反复提及声⾳极为微弱的否定性评价（甚⾄是“发明”出这⼀评

价 ）——⽐如“单调”、“粗鄙”、“公式化”——却暗⽰出⼀种证成“弱势⽂化”的103

焦虑。虽说在政治正当性上它可能是“强势⽂化”，但是在⽂化传统——包括“五

四”以来的“新传统”中却依旧是弱势⽂化。事实上，⼤跃进群众⽂艺实践牵涉到

“丑”这⼀范畴的历史实质。阿多诺曾提到西⽅近代对于丑的承认具有反封建性

质——第四等级成为了艺术的合适对象。 ⽽当⼯农群众拿起⼯具开始⽂艺创104

作时，美的性质及审美评价发⽣了更为激进的转变。跟随“⼤跃进”⽽来的群众

⽂艺创作⼤潮将这⼀问题推到了前台。⽐如解放军战⼠于思孟的《政委下连当

兵给战⼠讲战⽃故事》所引发的评论就颇为耐⼈寻味。就画本⾝来说，它好似

⼀幅草稿，只是简单线条的勾勒：⼀群“战⼠”围着年长⼀些的“政委”听他讲故

 据称，新壁画创作活动到1960年已完全停⽌。参看吴继⾦：《“⼤跃进”时期的“新壁画运动”》，《艺101

苑》2008年第3期，第64页。

 参看倪伟：《社会主义⽂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释读》，《江苏⾏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6102

期。

 譬如傅世悌对于红百灵的“批评”：⼀、攻击新民歌不应该成为当代诗歌的主流；⼆、攻击民歌是⼗分103

单调、粗鄙；“容量、思想、境界、⾯积都很⼩的牧童、农叟的⽵笛单响”，没有艺术性；三、主张民歌需
要在“诗⼈们帮助下好好改造才⾏”等等。（傅世悌：《对<我对诗歌下放的补充意见>的意见》，《新诗歌
的发展问题》第⼀集，第167页。）

 T.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p.48.104



事。⼈物形象近似漫画，也可以说称得上“造型丑陋”了。在评论这幅画时，画

家⼒群虽没有隐讳这幅画在造型上的缺陷，却认为“只好⽢拜下风”。这⼀新的

审美判断即是：⼯农兵⾃⼰的趣味、情感和经验转化为艺术表达，虽然显得有

些粗糙，却⽐知识分⼦对于他们的“表征”更真实、更⾃然、更为接近“本源”。

因此，“草图”本⾝就⽐由知识分⼦加⼯后的“成品”更有价值。这是因为“谁也不

可能⽐⼯农兵更了解他们⾃⼰的感性⽣活，更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情感，谁也不

可能⽐他们⾃⼰对他们的⽣活更有感情，感受更深，”⽽“⼯农兵群众和他们的

⽣活是⾰命⽂艺创作的艺术原料源泉。” 《政委下连当兵给战⼠讲战⽃故105

事》通过“构图”本⾝——这直接来⾃经验，或者说是⼯农兵直接对经验的“摹写”

（类似于“速写”）⽽⽆需知识分⼦冥思苦想来 

“硬写”——成为⼀种“有意味的形式”：克服官僚主义，官兵上下平等、打成⼀

⽚。与之类似，新壁画，尤其是农民⾃⼰画的壁画，尽管粗拙、夸张，⽆视透

视规律，毫⽆写⽣基础，却因为是劳动者对⾃⾝⽣活经验的直接“表达”，从⽽

超越了“⽩⽽专”的专业主义技巧和趣味。王朝闻在点评邳县农民画原作与漫画

家的改作时，更是批判了“形象的完整性”的绝对性，并且条分缕析地谈论了为

何农民的原作⽐专业者的改作更⾼明： 

“丰收卷倒观潮⼈”原作那种由稻⼦构成的海浪⼀般冲击的威势，从感觉

上给观潮者的强⼤的压⼒，在改作⾥都改掉了。似乎，漫画家认为稻粒的

⼤⼩和⾊彩明暗，较之海浪似的冲劲更重要；可是因为丧失了海浪⼀般的

威⼒，环境的具体性不鲜明，观潮派向后跌倒的形象反⽽显得有点做作了。

“⽟⽶树钻天”⾥的“树”，原作只有⼀株。虽然只有⼀株，观众不会以为它不

是许多株的代表。似乎，漫画家把洗炼的艺术⼿法看成是简单化，追求的

是“多多益善”，改作时加上好⼏株。本来是单纯的构图，现在被改得繁琐

了。本来是重点鲜明的形象，现在改得平淡⽆奇了。……这，如果不是马

虎，只能说是因为漫画家把原作的优点当成缺点的缘故。……这些作品使⼈
• • • • • •

觉得：农民画是创作，现在似乎要它接近素材。农民画是诗，现在⼀改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群：《如何看待⼯农兵美术创作》，《美术》1958年第11期，第9页。105



诗意也削弱了。  106
• • • • • •

王朝闻所看重的是农民⽣活经验直接“形式化”的可能性，⽤他的话来说就

是“农民的歌颂漫画，显然不是像素描那样，可以靠⽤功能够学到⼿的⼀种技

巧，⽽是从⽣活实践中培养出来的⼀种‘本能’”。 “本能”⼀词尤其值得注意。107
• •

⼯农群众⼀旦⾃⼰开始⽤艺术来形式化⾃⾝的经验，必然给专业艺术家或作家

带来⼀种震惊。 这种震惊与其说是源于艺术的内容或技巧，⽏宁说是⼀种政108

治性的经验。事实上，当时“民族形式”问题的再度兴起暗⽰出⼀种为群众⽂艺

创作寻找“源”的努⼒。 正如有⼈指出农民壁画很像汉画或敦煌壁画，其根源109

在于农民⾝处“活”的传统之中。因此他们的创作并⾮“⽆法”。他们可能是依循

习惯或“本能”来创作，但是蕴含其中的法则只是未能明晰条理化⽽已。 注意110

到这⼀时代氛围，也就不难理解⼤跃进时期的废名试图从“语⾔”上来确认新民

歌的“天籁之声”： 

语⾔技巧最难的是不⽤典故和难字，⽤眼前现成的东西。古典⽂学，像

《诗经》和《楚辞》，是⼲⼲净净没有典故和难字的，我们今天读起来仿

佛处处是典故，处处有不认得的字，那是时代久远，⽅⾔差异，传说故事

有很⼤的变化……新民歌的语⾔不⽤典故，不要难字。……汉语五个字⼀

句、七个字⼀句是最合乎歌唱的，所以古代的诗歌是⼤量的五⾔、七⾔诗，

今天的新民歌也⼤量的是五⾔、七⾔体了。思想感情是第⼀件事，是有阶

级性的；语⾔是全民共有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基本上是⼀个规律，在
• • • • • • • •

歌唱上节奏上完全没有差异，五个字⼀句、七个字⼀句是汉语的“天籁”，

 王朝闻：《完整不完整？——⽂艺欣赏随笔》，《⼈民⽇报》1958年11⽉4⽇第7版。着重号为引⽤者106

所加。

 王朝闻：《完整不完整？——⽂艺欣赏随笔》，《⼈民⽇报》1958年11⽉4⽇第7版。着重号为引⽤者107

所加。

 注意知识分⼦评论家反复提到：劳动⼈民⼀旦开始创作……这⼀“语式”，仿佛蕴藏着⼀种焦虑感。参108

看沙鸥：《新诗的道路问题》等。

 1958年5⽉，⽑泽东谈及收集民歌即诗歌发展道路，民族形式问题再次得到强调。这与⽑泽东诗词在109

1950年代中期的发表和新民歌的⼤兴有着直接关系。

 参看王朝闻：《⼯农兵美术，好！》，《美术》1958年第12期，第15页。110



最⾃然的节奏。  111
• • • • • •

废名在论证新民歌的五、七⾔句和古代诗歌相通的时候，借⽤了斯⼤林的

语⾔论。在他看来，新民歌不仅内容好，⽽且“形式”也具有普遍性（语⾔有“全

民性”，上通古⼈）。废名意在强调新民歌继承了古代诗歌语⾔富有⽣命⼒的⼀

⾯，这并不是提倡摹古、仿古，⽽是将古⼈的活泼、⽣动的语⾔能量继承下

来。 将⼤跃进群众⽂艺实践与“古源”建⽴关联，实质是强调其更为完整的存112

在⽅式，也就是强调它在⼀定程度上摆脱了“分化”/分⼯的历史后果，从⽽将⽂

艺⾃⾝的“起源性”⼒量充分发挥了出来。（从⼤跃进时期废名的书写来看，他

是真诚地认同群众创作的美学和历史意义的。知识分⼦对于群众⽂艺实践的评

价卷⼊了后者的意义⽣成，因此不能视其为外在于作品或与作品的“真实”⽆关

的附加物。⽏宁说它是表征历史氛围的某⼀种形式。） 

除了在“形式”上确认群众⽂艺实践与“本源”的接近之外，同样也有内容上的

类似讨论。譬如天鹰就认为新民歌呈现出的“⼈与⾃然⽃争”好似⼀个否定之否

定（因此是“回复”）的过程： 

社会主义时代的民歌，在表现内容上却又回复到与⾃然界的⽃争上去，

因为社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压迫⼈的⽃争已经过去，当前⼈们的任务，

是在更⼴阔的基础上去征服⼤⾃然，是在全副现代化武装的条件下去与⾃

然界作战，因此对原始社会说，这是⼀个否定之否定，是在更⾼的阶段上

出现的回复。  113

“原始社会在更⾼的阶段上的回复”暗⽰⼤跃进的“当下”是⼀种新的“原初”时

刻：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及开始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劳动者已经从阶

级压迫中解放了出来，阶级⽃争逐渐转变为新旧⽃争，⽽“⽣产⽃争”则成为社

 废名：《新民歌讲稿》，王风编：《废名全集》第六卷，北京：北京⼤学出版社，2009年，第2835、111

2841、2842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值得⼀提的是，在⼤跃进时期，废名⾃⼰⽤歌谣体和简单的⽩话做了300⾸颂诗。参看废名：《歌颂篇112

三百⾸》，《废名全集》第六卷，第2925-3006页。

 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第127页。113



会⽣活的主导⽅⾯。 上⽂已经提到“⽃争”⼀词最终指向劳动的政治化，即要114

求劳动主体像投⼊到战争中⼀样富有激情，成为敢于担当、不惧⽃争的“主

⼈”。⽽作为“主⼈”征服对象的“⾃然”在⽂艺创作中获得了⼀种具体的形态。天

鹰所谓的“回复”是⼀个颇有意味的提⽰，它不仅表明“劳动⽣产”成为⼤跃进时

期的主基调，也指出了“⾃然”在新民歌和新壁画中的核⼼地位。但是，在“⼤跃

进”⽂艺中所呈现的“征服⾃然”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是⼀眼即可看穿的问题。对

于此类“回复”，美学讨论参与者也对之多有质疑，其潜台词即⼤跃进时期的“共

产主义⽂艺萌芽”与其说是劳动与艺术更⾼层⾯上的“和解”，⽏宁说是对于“原

始艺术”的重复（从中我们也能体味到⼀种隐含的但不可逃避的“社会阶段

论”）。 虽然这⼀质疑有其合理性，却不是我们接近⼤跃进群众⽂艺的唯⼀115

路径。天鹰有⼀个提⽰在我看来⼗分关键：新民歌⾥的“夸张”实际并不代替原

有的形象，反⽽不会使⼈造成误会。 的确，某种程度上说，现实主义所制造116

的“似真感”会⽐“浪漫主义”所构造的“幻想”更接近“幻象”。这也引导我们去思

考，⼤跃进群众⽂艺到底“⽣产”出了什么“新”元素？如何来思考⽆法简单还原

到“现实”的“幻想”的“现实性”？如果说上⽂基本是从“外部”厘清了⼤跃进⽂艺实

践作为“⽂化⾰命”的⾯向，那么接下来的部分将关注新民歌和新壁画的作品本

⾝，关注其修辞及其他形式特征。我想强调的是，恰恰是这些群众⽂艺实践的

“形式”透露出“外部”分析难以捕捉的历史“内容”。外在历史情境以更具张⼒性

和真理性的⽅式“刻写”在作品内部。 

（⼆） “⾃然”之中的“⾃由”：劳动、丰裕与“新” 

就当时两本最为“权威”的新民歌选本《红旗歌谣》（郭沫若、周扬编选，

 参看⽑泽东：“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类的主要⽭盾是⼈与⾃然之间的⽭盾和⼈与⼈之间的⽭盾，这114

两种⽭盾就体现为⽣产⽃争和阶级⽃争，在阶级消灭以后则体现为新旧⽃争。”⽑泽东：《对周扬<⽂艺战
线上的⼀场⼤辩论>⼀⽂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泽东⽂稿》第七册，第95页。⿊体字为⽑泽东的
改写。

 参看魏正：《关于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与朱光潜同志商榷》，《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六集。115

 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198页。116



《红旗》杂志社1959年初版）和《新民歌三百⾸》（《诗刊》社编，1959年

初版）来看 ，新民歌的“主题”或者说“题材”⼀般可以分为：歌颂共产党和⽑117

主席、农业⼤跃进、⼯业⼤跃进和⼈民解放军保家卫国。其中份量最重的是农

业⼤跃进题材（⼯业⼤跃进之歌有很⼤⼀部分属于地⽅⼯业和乡村⼯业，⽐如

《新民歌三百⾸》所选的“钢炉顶天⽇不落”、“半⼭腰⾥冒⽩烟”等 描绘的都118

是村社⼯⼚⼤炼钢铁）。说新民歌源于劳动并⾮虚妄之词。开始于1957年秋冬

的兴修农⽥⽔利运动带来了⼤规模协作劳动，新民歌“颂歌”式的特征以及偏重

夸张、幻想的表达⽅式与其⿎动劳动激情的作⽤是紧密相关的。据说著名的陕

西新民歌《我来了》和《龙王见了打颤颤》就诞⽣于⼤兴⽔利的过程之中。119

⽽在1958年4⽉《⼈民⽇报》发表社论《⼤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之后，新民

歌作为劳动⼈民“⾃造⾃⽤”的⽂学创作逐渐被纳⼊“⽂化⾰命”的轨道，其基本

风格则延续了下来。后起于新民歌的新壁画1958年7、8⽉间在江苏邳县、河

北束⿅发端；1958年8⽉份江苏邳县的壁画在北京展出后，全国很快掀起了⼤

规模的壁画运动，由此形成⼀股群众美术创作的洪流。某种意义上，新壁画可

以视为新民歌的“视觉化”，它具有“诗画结合”的特点，即多配以墙头诗和墙头

题词。从主题内容上说，壁画则更为“直观”地涉及农村⽣产劳动（包括⼤炼钢

铁）和⽇常⽣活（房屋建设规划图、⼈民公社“⼗三包”图景以及宣传节约储蓄

的“家常图”等 ）。某种意义上，新民歌和新壁画⾮常透明，看似没有秘密：120

 参看袁⽔拍：《新民歌的⼀⼆艺术特点》，《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四集，北京：117

作家出版社，1961年，第270页。《红旗歌谣》和《新民歌三百⾸》都选录各地各民族新民歌共300⾸显然
是有追随《诗经》三百⾸之意。本⽂对于新民歌的评论也基本建基于这两本选集。

 “半⼭腰⾥冒⽩烟”尤为明显：“半⼭腰⾥冒⽩烟，⽩烟冲过⼭那边，牧童见了哈哈笑，他说这是云升118

天。这回牧童看错了，村⾥⼯⼚烧矿烟。”（《诗刊》编辑部编：《新民歌三百⾸》，北京：中国青年出
版社，1959年，第238页。）

 参看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第159页。119

 参看《河北壁画选》，第38页，第57页，第70-76页。120



不仅表达毫⽆晦涩之处，⽽且内容⼗分“单纯”。 然⽽，正是因为诗画的对象121

格外明确，其“修辞”成分尤需注意。如果说新民歌和新壁画的核⼼对象或者说

基本线索确是“⾃然”和“劳动”，我们尤其需要关注这⼀对象是如何呈现的。 

1、新民歌与新壁画⾥的“⾃然” 

为了落实我们对于⼤跃进群众⽂艺实践的形式分析并由此逼近所谓的“⾃

然”议题，我们不妨以《红旗歌谣》和《新民歌三百⾸》这两本最具代表性的新

民歌选本以及《河北壁画选》和《苏北农村壁画集》为例（江苏邳县、河北束

⿅正是新壁画的发源地），先来厘清新民歌和新壁画中“⾃然”的意义层次，作

为展开进⼀步讨论的基础。  122

⾸先在经验归纳的意义上，我先将诗画中的⾃然表象较为机械地划分为以

下三类。 

第⼀，“⾃然”指的是作为“对象”的⾃然事物，当然这⾥需要指出的是，这⾥

的“⾃然事物”并⾮“野性的⾃然”，⽽是已然处于具体劳动⽣产关系之中的⾃

然，在很⼤程度上已然是李泽厚意义上的“⼈化的⾃然”（参看第⼆章对于李泽

厚⾃然美的探讨）。这又可以粗略地分为：（⼀）劳作和收获对象，⽐如农业

⼤跃进歌谣⾥的庄稼作物和农民壁画⾥的猪⽺⽠菜。 （⼆）⽔利建设对象123

——⼭岳河川，尤为显著的是引⽔开渠成为众多民歌的唱颂对象，⽐如这⼀⾸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语境中，“晦涩”成为“知识分⼦”矫揉造作的标志。⽐如有⼈就指责卞之琳《⼗三121

陵⽔库⼯地杂诗》（1958年3⽉号《诗刊》）“出现了许许多多使⼈‘百思莫解’的句⼦”。他所举例句为：
“奔⽔库投⼈海——荒⼭⼜蓝潮汹涌！ 叫四⼭环抱我⾻头，从此排千陵万陵！ ⾃然有规律，缺头脑，什么
主意也不管，别抱怨‘天地不仁’，我们造锦绣河⼭！”（见⽅歌今：《风格·形式·内容》，《新诗歌的发展
问题》第⼆集，第140页。）

 当然这样做⾸先会⾯临⼀个⽅法论上的质疑：仅仅选择这些“选本”是否能见出⼤跃进群众⽂艺的特征？122

我的基本回应如下：⾸先，正因为这些是经过“筛选”与“加⼯”的权威选本，恰可见出劳动者、知识分⼦与
领导⼈各种因素的多元决定，从⽽呈现出当时更为“⼀般”的情感结构特征。另⼀⽅⾯，抱定⼀种不受侵染
的天真的“民间因素”，从⽽要求特殊的劳动群体“本真”的声⾳，很可能恰恰不符合当时的历史逻辑。当
然，在可操作性的意义上，由于新民歌数量的巨⼤以及新壁画遗迹的缺席，使得我们也不得不⾸先通过⼀
些权威选本来切⼊讨论。

 ⽐如邳县壁画⾥多见⼤肥猪、“⽟⽶王”、“⽔稻王”，⼤萝⼘。“号猪去”——⼀只⼤肥猪乐呵呵地坐在马123

车上（《苏北农村壁画集》，上海：上海⼈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第5页。）“叫我怎么进去！”——描
绘了两个⼤萝⼘进不了粮仓（（《苏北农村壁画集》，第6页。）“挡住去路”——孙悟空被⼀颗犹如擎天
柱的⽟⽶挡住去路（（《苏北农村壁画集》，第7页。）



“渠⽔围村转”：“前天⼣阳下，河⽔在西洼；今晨旭⽇东，渠⽔到村东；中午⽇

正南，渠⽔围村转。” （三）、提供基本⼯作条件——“光亮”——的太阳⽉124

亮。两者多以拟⼈化形象出现，⽐如这⾸“社员跟太阳⽐赛跑，累得太阳把替⼯

找。⽉亮露⾯⼼⾥跳：‘啊，我替不了来替不了’。” （四）呼应⼈类劳动的⾃125

然事物。它们本⾝可能并不内在于劳动过程——主要也以拟⼈化形象呈现。⽐如

“荒⼭穿起花⾐裳，变成⼀个美姑娘，⽩云看见不想⾛，整天盘绕在⾝旁” ⾥126

的“⽩云”以及“⽼头对⽼头，挖泥喊加油，引来⽼鹰停翅飞，乐得柳树直点

头” ⾥的“⽼鹰”和“柳树”。 127

第⼆，“⾃然”指⼈“⾃⾝的⾃然”，即⼈的体⼒、精⼒以及潜能，或许也可以

涵括具有⾃发特征的情感，即民歌时常表现的“情”。当然，这⼀“⾃然”始终是

受到社会-历史中介的，⽤马克思的话说，⼈⾃⾝的⾃然始终在⼈与⾃然的“物

质变换”过程中发⽣着改变，因此更严格地说，这是⼈的“第⼆⾃然”或“第⼆本

性”。有趣的是，新民歌（包括其视觉形式——插图或体现其“诗意”的壁画）所

呈现的“⼈”的劳动能⼒⼤多被修辞化了。譬如这⼀⾸：“腰⾥揣着四⼗条，浑⾝

好像⽕炭烧，⼲活⼒⽓添百倍，刨得天动地又摇。” ⽽劳动主体的形象多被128

设想为巨⼈，也是⼀个值得注意的形式特征。尤其在《新民歌三百⾸》中，《我

来了》⾥的“我”也由插图直接赋形为⼀个巨⼈。 在当时的批评话语看来，“巨129

⼈形象”表现了“⼯⼈阶级和集体农民的集体英雄主义”。 劳动主体的另⼀个的130

特征就是投⾝于打破作息“常规”的超强劳动：“公鸡拍翅叫出窝，家⾥⼈⼉没⼀

 《渠⽔围村转》，《红旗歌谣》，第182页。124

 《找替⼯》，《红旗歌谣》，第129页。125

 《⽩云看见不想⾛》，《红旗歌谣》，第230页。126

 《⽼头对⽼头》，《红旗歌谣》，第155页。127

 《新民歌三百⾸》，45页128

 参看，《新民歌三百⾸》，第57页。关于巨⼈形象，更可参看《新民歌三百⾸》，第58页，59页。集129

体主体与“巨⼈”形象，如《我来了》图绘，《凭咱这双⼿》又是图绘巨⼈，见《新民歌三百⾸》，第81
页。

 参看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第190页。130



个。原说公鸡⽐⼈早，哪知家家都是空被窝。”  131

第三，“⾃然”更深⼀层的意味即法则、规律或者说⼈类难以克服和超越的

外在与内在因素，即作为“必然王国”的“⾃然”。由于新民歌和新壁画多以“夸

张”和“幻想”现⾝，⽽且杂糅着许多“上天⼊地”的神话因素，因此这⼀“⾃然”似

乎在其中并没有位置。事实上此种“⾃然”不但在⼤跃进群众⽂艺中扮演着极为

重要的⾓⾊，⽽且在作品中有其痕迹——虽然它往往以具体的拟⼈化形象出现，

且处在⼀种被“征服”的状态。⽐如这⼀⾸：“正在好⼲活，太阳往下梭，赶快搓

根索，套住往上拖”。 类似于上⽂所举例证，这⾥的“太阳”提供基本⼯作条件132

——光亮，因此也隐约指向⼯作时间。再细究之，这⼀虚构与其说指向克服时间

流逝的现实冲动，⽏宁说彰显出⼀种劳动意志，⼀种“主⼈”的劳动。可以说，

整个⼤跃进群众⽂艺的形式驱动⼒之⼀就是在形象和修辞中不断地克服作为“规

律”和“法则”的“⾃然”——包括⼀系列旧有的⼈性规定。 

这第三⽅⾯尤为重要，这⾥存在⼀个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隐秘

通道，即关于“规律”的把握，尤其是对于“价值规律”的全新意识。此种意识规

定了整个“⼤跃进”的基本特质。⽑泽东在1958年号召党的⼲部阅读斯⼤林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相关

谈话中强调了这样⼀种关于“价值规律”的看法： 

价值规律作为计划⼯作的⼯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

计划⼯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再⽣产的需要来搞
• • • • • • • • • • • • • • • •

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结论。从局部、短期看，⼤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
• • •

看，这是⾮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

 《原说公鸡⽐⼈早》（《红旗歌谣》，第100页。）相关例证太多，不胜枚举。⽐如《⽉⼉弯弯星未131

落》（《红旗歌谣》，第102页。）以及《起三更，闹三更》（《新民歌三百⾸》，第164页。）

 《太阳往下梭》，《红旗歌谣》，第117页。这⾥尤其涉及⼤跃进时期的关键问题——“时间”。参看⼀132

丁：“如果说，资本主义者最宝贵的是⾦钱的话，那么，共产主义者最宝贵的是时间。”（《共产主义者的
时间观念》，《⼤跃进杂⽂选第三集——智慧的海洋》，第54页。）



局⾯打开了，在全国建⽴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业的基地。这样就
• • •

使我们有可能⼤⼤加快建设速度。⼀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利的⼈有
• • • • • • • • • • • • • •

七千七百多万。我们要继续搞这样⼤规模的运动，使我们的⽔利问题基本

上得到解决。从⼀年、⼆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单位产
• • • • • • • • • • • •

品的价值当然很⾼，单⽤价值规律来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从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远来看，粮⾷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农业⽣产可以稳定增产。那么，每个
• • •

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民对粮⾷的需要也就更能够得到满⾜。  133

在所谓“不能以⼈们的意志来改变”、类似于“⾃然规律”的“价值规律” ⾯134

前，⽑泽东凸显了“⼤跃进”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它看似是对于“等价交换”原

则的暂时打破（所谓“得不偿失”），却为整体性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

被视为“丰裕”的真正基础。⼯业上新基地的纷纷建⽴以及农业上⽔利条件的完

善，将会为社会主义⽣产提供前所未有的条件。当然，这也意味着此种“积累”

⾸先需要⽆数的劳动者在“⼤跃进”这个特殊的历史瞬间付出超常的努⼒。⽑泽

东在这⾥看到的不仅是⼀种可能性，⽽且是⼀种“现实性”，即“⼤规模的运动”

已然搞起来了，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已然投⼊了看似“得不偿失”的⽣产活

动。因此，不但⾃古以来⼈的“⾃然”规定是可以商榷的，⼈性在特定的历史瞬

间是可以改造的，⽽且如“⾃然”⼀般的经济规律也是可替代的。如果不考虑到

“⼤跃进”这⼀基本的政治经济学规定，我们就⽆法理解“⼤跃进”群众⽂艺实践

的诸多特点。然⽽，另⼀⽅⾯，这⾥所许诺的“未来”并不简单意味着⼀种留待

将来的“兑换”，即鲁迅所谓“未来的黄⾦时代”的虚设。劳动者此刻的超强劳动

也并不仅仅停留于“为⼦孙万代谋幸福”的“牺牲”精神（虽然对于此种“牺牲”之

意义的强调充盈在关于社会主义“美德”⾔说之中）。如果只是这样，社会主义

的时间就和历史主义的“空洞”时间了⽆分别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化⾰命”和

 《⽑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26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133

参看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年第10期。以及孙冶⽅：《论134

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研究》1959年第9
期。



“⼈民公社”实践的同步展开，即每⼀个时间的细胞都充满了转型的⼒量，时间

具有了质的特征。单纯⽤“牺牲”的“谎⾔”来定位“⼤跃进”对于“价值规律”的超

克，正是源于⽆视这⼀历史瞬间所具有的转型特征。 

正是在此种“价值规律”暂时被打破的氛围⾥，新民歌和新壁画的诸多修辞

（甚⾄是整个“⼤跃进”的修辞）才是可理解的。固有的“⾃然”突然产⽣了松动

与摇摆。它所带来的强度突然使“社会主义”内部产⽣了⼀个“断裂点”——所谓

“共产主义社会”突临所带来的震惊感。⾯对此种难以表现的、“早熟”的、充满

歧义的“新”，⽂艺诸多的“媒介”形式承担了艰苦的“翻译”⼯作，某种程度上也

可以说是⼀种“妥协”，⼀种“情感结构”的“缝合”⼯作，⼀种感觉与习惯层⾯的

接续与转化。 

2、“形式”的“内容”之⼀：从“浮夸”说起 

    接下来我将转⽽分析更为隐秘的⼀种信息。 

上述“⾃然”（包括“情感”）在新民歌和新壁画中的呈现⽅式都是⾼度修辞化

和风格化的，因此绕过“虚构”去直接探讨“内容”——⽆论是读出客观⽅⾯的“时

代内容”还是读出主观⽅⾯的“英雄⽓概”——可能仍会错失这⼀形式本⾝的意

义。虽然⼤跃进时期的群众⽂艺实践必然嵌⼊整个“⼤跃进”的“语法”，但是过

于简单地在现实批判和⽂艺批判之间建⽴短路性的关系，亦会损耗历史经验的

复杂性。接下来我尝试考察新民歌和新壁画的⼏个核⼼“设置”及其“修辞”特

征。⾸先就从征服“⾃然”（尤其是作为“规律”的“⾃然”）这⼀问题谈起。 

严格来说，批判⼤跃进群众⽂艺实践过于“浮夸”，实质指的是新民歌和新

壁画普遍呈现出对于“必然性”、“规律”（不管是⾃然规律还是经济规律）的想

象性克服，或是它们为不可能之事提供了虚构性的形象。⽐如新民歌⾥的“⽯头

捏出清⽔”、扁担“挑着⼀座⼭”、拉住太阳拖住⽉亮等表达超常劳动意志和能⼒

的诗句 ；或是“麦堆赛过⼤⼭岗”、“⼀座粮⼭⾼万丈” ，以及新壁画⾥表现135 136

 《红旗歌谣》，第34、116、174页。135

 《红旗歌谣》，第219、220页。136



得更为“直⽩”的“丰裕”场景——农民爬上⾼粱树、攀上⼤南⽠、⼩朋友围着⼤树

⼀样的⽩菜玩耍等。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跃进时期曾刊出颇具“科教”性质137

的《农业⼤跃进中的珍闻》等“纪实”性⽂献，当时的新闻摄影也提供了⼤量粮

⾷果蔬“卫星”的镜头（包括所谓“建国以来最有影响的虚假照⽚”——于澄建拍摄

的《⼀颗早稻⼤“卫星”》 ）。乍⼀看，新民歌和新壁画似乎亦内在于这样⼀138

种呈现“⼈间神话”或“奇迹”的叙述脉络。1958年，“现代汉语研究班新民歌研

究⼩组”在谈论新民歌的“夸张”特征时，并不让⼈感到意外地提到： 

⼀亩⼟地⽣产出⼏万⽄粮⾷，油菜⽐⼈⾼，⼀个南⽠要三⼈抱；⼀夜之

间⼯⼚林⽴，钢⽔沸腾，⼭沟⾥也闪耀着照亮的电灯；到处是学校，家家

户户有读书声，科学院⼠是普通的⼯⼈、农民；⼩猪变⼩象、鸡蛋变鹅蛋，

河⽔上⾼⼭，吃饭穿⾐不要钱……这⼀切不正是美丽的⼈间神话吗！因此，
• • • • • • •

我们说这种富有⾰命浪漫主义的“夸张”⼿法正是劳动⼈民移⼭倒海的英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概的表现。  139
• • • • •

这段叙述为我们呈现了⼤跃进时期各种“珍闻”的拼贴，最终缝合出⼀种现

实与幻想相混合的“⼈间神话”景象。然⽽，作者所引“体现劳动⼈民移⼭倒海英

雄⽓概”的民歌却恰恰因其极度“夸张”，撑破了现实的“幻象”：“脚⼀踢，⾼⼭

飞翻，⼭神逃滚沙滩！⼜⼀吹，海⽔翻天，龙王吓奔荒⼭！” 换句话说，⼤140

跃进⽂艺实践恰恰因其⽐“幻象”更“夸张”，因其将想象再推进⼀步，反⽽具有

了逃脱“幻象的瘟疫”的可能性。我所关注的正是这⼀诗歌和绘画“⽣产”所产⽣

的剩余性因素——即不可完全化约为上述“幻象”的因素。这也使我尤为关注“修

辞”及其他形式因素。新民歌在“想象”中征服“⾃然”，往往会带来“童话”特征。

 参看《苏北壁画选》，第9页、第10页。《河北壁画选》，第7页。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壁画并不全是137

呈现此种“幻想”或“夸张”形象的图画，也有较为写实的对于劳动与⽣活的描绘。参看邳县运河镇农民壁
画：“刨鱼鳞坑”，《苏北壁画选》，第4页。

 晋永权：《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北京：⾦城出版社，2009年，第109-114页。138

 现代汉语研究班新民歌研究⼩组：《谈新民歌的修辞特点》，《北京师范⼤学学报》，1958年第6期，139

第30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现代汉语研究班新民歌研究⼩组：《谈新民歌的修辞特点》，《北京师范⼤学学报》，1958年第6期，140

第29页。



虽然围绕新民歌的评论多采⽤“神话”⼀词，但多是流俗性的使⽤，即指新民歌

⾥出现诸如嫦娥、龙王、孙悟空等神话⼈物，⽽并未上升到概念层⾯。其实，

“神话”恰恰指向⼈类屈从于⾃然的情境，它包含着⼈类的原初恐惧。相⽐之

下，在“童话”⾥，⾃然事物变得不再陌⽣，它们不但驯服于劳动的主体，⽽且

呼应着他的⾏动，成为⼈类的“助⼿”或“盟友”。正如本雅明所⾔：“童话告诉我

们⼈类早期如何设法挣脱神话压在⼈们胸襟的梦魔。” 进⾔之，童话经验中141

没有真正的恐惧，却有⼈类（尤其是孩⼦）的机智和奋勇。 

与童话特征紧密相关的就是拟⼈化这⼀修辞⼿法，或者说，拟⼈化是童话

特征得以落实的关键要素。天鹰曾将新民歌对于⾃然的拟⼈化归纳为三类：⼀、

对⼈所要征服的直接⽬标的⼈格化。⼆、对⼀般⾃然物、那些与⼈的⽇常⽣活

有密切联系的动植物的拟⼈化（类似于传统童谣⾥的拟⼈化）。三、借⽤⾃然

界事物的活的反应来加强所描写事物的⽓氛。 其实这三种拟⼈化的⾃然形象142

可以分为两⼤类：驯服的⾃然，⽐如“牵着淮河⿐⼦⾛，叫它乖乖向北流，流到

那，富到那，万亩旱⽥变稻洲”。 以及亲和的、呼应的⾃然，⽐如上⽂所举143

的“⽼头对⽼头”，又譬如这⾸“新⽔井”： 

新⽔井，亮闪闪， 

好像姑娘⽔汪汪的眼； 

看得⽟⽶露⽛笑，看得地⽠浑⾝甜， 

看得⾕⼦垂下了头， 

看得⾼粱羞红了脸， 

看得粮⾷堆成⼭， 

看得⽇⼦像蜜甜。  144

⽽在新壁画⾥，拟⼈化主要呈现为笑逐颜开的巨型庄稼农作物，⽟⽶王、

 本雅明：《讲故事的⼈》，汉娜·阿伦特编：《启迪》，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141

第112页。

参看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第206-211页。142

 江苏涟⽔民歌：《牵着淮河⿐⼦⾛》，《新民歌三百⾸》，第65页。143

 ⼭东临清，张志鸥：《新⽔井》，《新民歌三百⾸》，第118页。144



⽔稻王、⼩麦王等等“各显神通”。 拟⼈化是⼀种克服距离的⽅式，通过赋予145

⾃然事物以⼈的脸庞（有时是赋予其声⾳，不过这在新民歌和新壁画中倒不多

见）和⼈的动作，它暗⽰出⼀种形象或想象中的和解，即⼀种将外部事物吸收

进⾃⾝⽣活世界的⽅式，⽽与之形成对照的或许是⼀种彰显⼈类有限性的⾃然

形象，⼀种不对称的、不可穿透的关系。诚如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所⾔，⼈与⾃然关系的表述源于⼈与⼈之间的关系。 依此逻辑，新民歌和新146

壁画中拟⼈化的⾃然——⽆论是驯服还是亲和——实则表征出⼀种对于新型的社

会关系的渴望。可以说，这⾥的⾃然形象关联着劳动群众废除⾂属性、⽣成为

主⼈的问题，同时也暗⽰出劳动群众某种普遍的愿望。 

在“夸张”和“拟⼈”之外，还有⼀个“⽐喻”的问题值得关注：⼀⽅⾯新民歌在

表现农业劳动以及新农村之“美”时，往往会运⽤⼿⼯艺的“语汇”；另⼀⽅⾯，

表现“⼯业⼤跃进”的新民歌往往会引⼊⾃然形象。关于前者，可参看这两⾸歌

谣： 

“哥在⽥中织绫罗” 

哥在⽥中织绫罗， 

四肢着泥忙投梭。 

织出绫罗千万匹， 

织了⼤塅织⼭坡。 

哥在⽥中织绫罗， 

⼿脚忙忙⼼⾥乐。 

绿绫要换黄⾦⾕， 

⼀亩千⽄还有多。  147

        “⽥似绿毯河似线” 

 ⽐如“各显神通”，《苏北农村壁画集》，第13页。“集体照相”，《苏北农村壁画集》，第13页。145

 Raymond Williams, “The Idea of Nature”, in his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p.84.146

 《哥在⽥中织绫罗》（江西），《红旗歌谣》，第121页。147



庄连庄来坡连坡， 

⼩河弯弯接⼤河。 

⽥似绿毯河似线， 

缝的牢牢撕不破。  148

第⼀⾸“哥在⽥中织绫罗”虽然表现的是农耕，然⽽⽤的却是“织”、“投梭”这

⼀⼿⼯艺活动，更将农作物⽐作“绿绫”这⼀“织物”。第⼆⾸“⽥似绿毯河似线”

在呈现农村风光时同样运⽤了⼿⼯艺的语汇，将整⽚农⽥⽐喻为⼀件“缝”得极

好的织物。单纯在修辞的意义上，这两⾸诗或许并没有特别出彩之处，然⽽值

得追问的是，为何“⼿⼯艺”会渗透进农业的美学呈现？为何这两种“劳动”的其

中之⼀更切合“美学化”？这⼀审美化的历史内容到底是什么？ 

另⼀⽅⾯，相⽐于“⼯业”来说，“农业”和“⼿⼯业”其实都更接近“⾃然”。在

“⼯业”跃进之歌中，我们能够看到⼀个相当值得玩味的想象，即“⼯业场景”的

“诗化”往往会征⽤“⾃然”意象，⼯业产品和场景往往会被⽐喻为⾃然形象或与

“⾃然”相当切近的事物。⽐如以下⼏⾸民歌： 

“顶住⽇不落” 

钢⽔红似⽕， 

能把太阳锁， 

霞光冲上天， 

顶住⽇不落。  149

  

“⼩⾼炉” 

⼩⾼炉，像宝泉， 

铁⽔源源汇成川。 

⼩⾼炉，像笔杆， 

蘸着铁⽔画乐园。 

《⽥似绿毯河似线》（湖南武冈），《红旗歌谣》，第168页。148

 《顶住⽇不落》（湖北⼤冶）《红旗歌谣》，第293页。149



⼩⾼炉，真好看， 

吞下矿⼭吐铁⼭。 

⼩⾼炉，全民办， 

全国竖起千千万。  150

⽆论是第⼀⾸⾥的“太阳”、“霞光”还是第⼆⾸⾥的“宝泉”，都是⽤⾃然意象

来⽐喻⼯业场景。⽽“⼩⾼炉”⾥的“笔杆”⼀语更是⽤“书写⽂化”的符号来表现

⼯业⽣产资料。再看这⾸“烟囱”： 

⾼⾼伸向⽩云边， 

青烟缕缕飘蓝天。 

哪棵⼤树有你⾼？ 

哪根天⽵有你甜？ 

你是⼀根铁⼿臂， 

⾼呼⼜号举上天； 

你是⼀⽀⼤⽑笔， 

描画祖国好春天。  151

这⾸歌谣⾥的多层次“⽐喻”赋予“烟囱”多种象征意义，“⼤树”、“天⽵”是将

之“植物化”，“⼿臂”是将之⾝体化，⽽“⽑笔”则是“书写⽂化”甚⾄是旧有“⾼级

⽂化”对于⼯业的“转码”。有意思的是，此种“修辞”处理并不仅见于新民歌中，

⽽是为诸多现代诗歌所共享。反过来说，我们却很少见到将⾃然物表现为“⼯

业”产品的写法，也很少看到对于“⾃然”的“⼯业化”处理（当然也不是没有例

证，⽐如本雅明提到的格兰维尔的漫画 ）。在这个意义上，“修辞”本⾝就包152

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或者说受到具体历史性的规定。然⽽我们需要在此进⼀

 《⼩⾼炉》（⼭东青岛）《红旗歌谣》，第306页。150

 《烟囱》，《红旗歌谣》，第273页。151

 Walter Benjamin, “Paris,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xposé of 1939”, in Arcade Project, trans. Howard 152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Cambridge and London: Havard Unveristy Press, 1999), pp17-18.



步辨识的是，⼤跃进⽂艺此种表征“惯例”在何种程度上关联于更为普遍的现代

性难题，又在何种程度上表达出⾃⾝独特的历史经验。这⾥或许透露出这样⼀

种意味：“⼤跃进”的整个感觉机制未能随着短暂的“跃进”式发展产⽣根本性的

变化。“跃进”有着⼀种内在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与其说体现在新民歌

的“主题内容”上，⽏宁说表现为“形式”的“内容”——尤其经由特定修辞的重复以

及某些“表达”的不可逆推性得以呈现。 

3、形式的内容之⼆：“诗画转化”与主体出场 

从艺术效果上来说，⾮⼈的事物拥有了⼈的特征，意味着“表现”的“轴⼼”已

然确⽴，从⽽某些未知的事物可以部分获得“熟悉”的肢体形象。因此“拟⼈化”

更容易带来视觉表现的可能性。这或许是新民歌和新壁画可以互相“转化”的⼀

个关键因素。后者由于是对农民⽣活世界之中现实事物的夸张性“模仿”，问题

相对要简单⼀些。⽽对于新民歌来说，由于语⾔⾃⾝包含着并不能完全转化为

视觉经验的因素或者说抵制视觉化的因素——⽐如诗歌中的抒情主体（指⽰出来

或未指⽰出来的“我”或“我们”），因此视觉化总会留下剩余性。虽说有些新民

歌本⾝就带有很强的视觉性特征 ，甚⾄有些就是以壁画为中介来构思的。153 154

但有⼀些若充分视觉化，即采⽤图画形式来表现，意味就会显得有所耗损。这

⾸《⼀颗红⼼跳蹦蹦》就是⼀个有趣的例证： 

⼀⽚灯⽕⼀⽚红， 

⼀颗红⼼跳蹦蹦； 

跳得⽡⼑点头笑， 

跳得红砖漫天跑。 

⽐如这⾸《社⾥⾼粱长得⼤》：“社⾥⾼粱长得⼤，长到天宫织⼥家，织⼥探头窗外望，撞了⼀头⾼粱153

花”。（《新民歌三百⾸》，第179页。）又⽐如与新壁画有着互⽂性的《包⾕杆⼉⾼齐天》，《新民歌三
百⾸》，第182页。

 参看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第326页。作者所举的是河北束⿅县的⼀⾸民歌：“⼀个⾕穗不154

算长，黄河上⾯架桥梁；⼗辆汽车并排⾛，⽕车驰过不晃荡。”值得注意的是，这⾥颇有⼀些幽默的成
分。



跳得砖墙随风长， 

转眼烟囱⼊云霄； 

⼼啊⼼啊为啥跳？ 

总路线啊宣布了！  155

这⾸新民歌⼀⽅⾯有着很强的拟⼈化特征和视觉表现性，另⼀⽅⾯，如果

对之进⾏充分视觉化，就会发现只能以类似于“漫画”的⽅式来表现，⽽且其中

存在难以妥帖再现的因素，譬如“红⼼”、“总路线”：“红⼼”在这⾥暗⽰⼀种激

情的主体性，⽽“总路线”更是⼀个难以简单视觉化的“概念”。《⼀颗红⼼跳蹦

蹦》其实具有很强的运动感，很难为画⾯所固定下来（或许更适合于动画电影

来表现）。更重要的是，其中的抒情性因素——特别是最后⼀句“总路线宣布

了！”，更是难以直接再现的对象。寻常来说，我们⼤多认为新民歌是⼀种单

纯、简单甚⾄是⾮常套路化的艺术形式，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认为它普遍可以视

觉化，甚⾄主要是可以“漫画化”——这⼀潜在的评价又与所谓“浮夸”的批评紧密

相关。⽽新壁画恰恰又为之提供了现实的对应物，仿佛更加确证了新民歌的“单

纯性”。但是我在这⾥想换⼀种路径来进⼊这个问题，即从诗、画两种媒介的可

转换性以及难以转换性来展开思考。⼤跃进群众⽂艺两种最重要的形式——民歌

和壁画——确实是值得⽐较的对象。通过绘画经验来思考诗歌经验或者相反的⽅

式，正是看到两者紧密联系又能见出其中微妙差别的⽅式。⽽这为我们把握⼤

跃进群众⽂艺实践的政治内涵提供了基本的形式线索。 

对于群众诗画经验的差别，其实在当时已经有⼈注意到了，⽽这又直接关

系到所谓“⾰命现实主义”和“⾰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废名以下⼀段评论

尤为关键： 

我们读通川的⼀⾸新民歌： 

阳春三⽉好风光， 

四川出现双太阳 

青⼭起舞河欢笑， 

 《⼀颗红⼼跳蹦蹦》（⿊龙江富拉尔基），《红旗歌谣》，第50页。155



⼈民领袖到农庄。 

这⾸诗⼆三句所表现的盛⼤的感情，谈何容易写得出来，⽽在汉语⾥显

得⾮常不费⼒，汉语的东西具有“载华岳⽽不重，振河海⽽不泄”的⽅便！

曾见报纸上将通川这⾸新民歌加了插图，图上就画了两轮红⽇，很显得笨
• • • • • • • • • • • • •

拙，失掉了诗的新鲜活泼精神很远很远。这位画家是企图⽤现实主义的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法来写“四川出现双太阳”的“景”，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戏台上
• • •

不能布景看，相当于“四川出现双太阳”难以容得下⼀幅插图，这说明中国

艺术的民族形式不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法所能范围得了的。  156

废名所谓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法”并不单指⽂学，⽽是关乎⼀种以视觉为中⼼

的创作⽅式。 在这篇⽂章的前⾯部分，他谈到“中国⼩说的传统表现⽅法”重157

于“说”，⽽鲁迅的《药》为代表的现代⼩说则“不是设想由作者说给读者听，是

设想有那么⼀张照⽚似的，或者象舞台上的布景。” 即其重在⼀种视觉经158

验。废名想要提出的是，如何在民族传统中来理解“浪漫主义”以及现实主义和

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在我看来，“浪漫主义”难以视觉化这⼀提⽰对于理解

新民歌⼗分重要。在《新民歌三百⾸》⾥，著名的《我来了》也配有⼀幅插图，

画⾯上⼀个农民巨⼈推开两座⼭峰，脚踏滚滚江流。抒情主体则喊出： 

天上没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五岳开道， 

我来了！  159

 废名：《美学讲义》，《废名全集》第六卷，第3139页。《新民歌三百⾸》为这⾸诗歌配了插图，参156

看《新民歌三百⾸》，第27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废名：“外国的⼩说、戏剧、电影本来都是⼀个性质的表现⽅法，通常谓之现实主义的表现⽅法。”157

（《废名全集》第六卷，第3133页。）

 废名：《美学讲义》，《废名全集》第六卷，第3132页。158

 《我来了》，《新民歌三百⾸》，第57页。159



虽然诗歌中的“我”获得了⼀种巨⼈形象，但是仍然显得不够妥帖，⽆法将

集体主体⽣成的强度展现出来。这个抒情主体“我”其实颇难形象化。其难以再

现的特点可以反过来引导我们来思考新民歌实践甚⾄新壁画实践中主体性⽣产

的问题。我们看到，新民歌⾸先呈现出⼀种可形象化或视觉化的特征，尤其是

⾃然的拟⼈化特征使民歌和壁画更加容易发⽣互相转化或跨媒介“互译”。这⾸

先是因为新民歌与新壁画分享了同⼀个⽣活世界的基底，是对⼤跃进劳动实践

的表现（当然正如上⽂所指出的那样，这⼀“表现”又是经过诸种修辞中介的，

因此不可视为“⽣活现实”的“镜像化”）；所有对象都直接源于劳动⼈民此刻的

⽣活世界（这并⾮说这些对象是对现实事物的“再现”，⽽是说对象的范围不溢

出于现实⽣活）。因此在⼤跃进群众⽂艺中，此种形式的“⾃然的⼈化”屡屡出

现就不令⼈奇怪了：劳动条件、劳动对象和劳动过程，尤其是农民的⽣活资料

和⽣产资料在新民歌和壁画中直接呈现出⼈的⾯庞。后于民歌出现的壁画运动

则更加强烈地表现出农村劳动群众对于“丰裕”的渴望。在这⾥我们也可以看到

农业和⼯业之间的差异：⼯⼈与其⽣产资料及⽣活资料之间的关系有别于农民。

正如赵树理曾提到⼯⼈不会想到将⽕车头带回家。农业因其与“⾃然”更为接近

的位置，呈现出更为直接的丰裕想象，其中别有⼀种暧昧的意味。 

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巨⼤的⽟⽶、⾼粱、肥猪的呈现以及劳动场景和劳

动者形象的再现之中，不仅可以看到劳动者（尤其是处于新的⽣产关系之中的

农民）对⾃⾝⽣活世界的极⼤肯定，⽽且能体味出⼀种难能可贵的“幽默”态

度。这种“幽默”尤其表现为“夸张”。譬如⼀颗⾕穗架在黄河上，这不能够简单

读作“浮夸”，⽽是蕴含了⼀种“虚构”所带来的欢乐。如今极易忽略的是，新民

歌甚⾄新壁画还包含了⼀个不那么容易视觉化或者具现的部分——⼀个劳动者在

创造诗画过程中⽣产⾃⼰的过程，⼀个“我来了”或“我们来了”的“主⼈”到场的

瞬间。这⾥同样也有“幽默”的成分，即在新民歌和新壁画的修辞性⽣成中（注

意不是“现实主义”），⼯农成为了“作者”——⼀种超越“模仿”本⾝的虚构的态

度。可视觉化的部分与不可视觉化的主体性部分都是⾮常重要的环节，⽽相⽐

之下，后者更容易被忽略，但它是“消失的艺术”真正消失的部分。 



4、“重复”的辩证法 

值得注意的另⼀个重要问题是，“重复”是整个新民歌和新壁画的根本特征

之⼀（甚⾄是所有民歌的特征）——⽆论是事例的重复，还是语⾔与表达法的重

复（“双太阳”的意象，⼭河欢笑的形象，拖天阳、留⽉亮等等）。民歌的“可重

复性”其实是民歌以及诸多民间艺术的本质规定之⼀。当然，⼀⽅⾯，这可以⾮

常实际地读解为⼯农创作的贫乏性，他们只拥有有限的、套路化的表达⼿段，

也只着眼于有限的题材，特别还受到时事政策的极⼤影响。但是这⼀解释落⼊

了“遵命⽂学”的阐述俗套，也是从今天的眼光来苛求⼯农创作。如果从更为内

在的脉络来看——譬如上⽂提到的“⽂化⾰命”、⼯农克服⾂属性、⽣产新主体的

问题，“重复”的问题就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意味。“重复”的辩证意味在于：它

既是对于⽣活世界的⼀次次肯定，呈现出⽣活世界的有限性特征。这种“节奏”

内在于民歌可重复性的“仪式”基底，⽏宁说表现出⼀种独特的更古⽼的时间

性。民歌与其说是⼀种诗的词汇汇集，⽏宁说是⼀种“句法”，有其“句式”的⼒

量。民歌正如⿊格尔所说，并不具备“普遍”⼈性，后者指的是⿊格尔所理解的

⽆限的⾃我复归的精神所具有的特征。相⽐之下，民歌却具有封闭和有限的特

点。马克思主义作为⼀种现代思想，其⼀⼤特征即是⾛出了对于古代世界的怀

旧。如果说古⼈提供了⼀种狭隘的满⾜，那么现代世界则让⼈们不满⾜。160

“⼤跃进”所带来的时间意识根本上取消了局限于有限满⾜的可能，⽽是开启了

通向⽆限的旅程——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为⾛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运动。因

此，新民歌⾃⾝包含了⼀种时间的悖论。求新的欲望（⽆限）与有限的形式——

有限的形式背后是更古⽼的时间性的持存、仪式性时间的持存——相结合，就产

⽣了重复。 

另⼀⽅⾯，“重复”，或者更确切地说，由“重复”所带来的“单调”也暗⽰出政

治经济学的秘密（⽐如“分⼯”的持留）。如果⽤美学讨论中李泽厚的“眼光”来

看，这⼀“重复”以及“单调”就透露出了劳动时间结构的秘密。当劳动⽣产对象

 G.A.Cohen, “The Dialectic of Labour”, in his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p.200.160



和劳动过程成为诗歌意象，当⽜⽺⽠菜成为绘画元素反复出现时，就透露出劳

动时间对于劳动者的紧紧掌握，因此他们也还是被作为必然性的“⾃然”所掌

握。李泽厚的整个构想涉及另⼀套⽂化解放的思路，特别是暗⽰出现代的“教

养”概念。在他看来，新民歌与新壁画所“重复”的不⽌是“形式”更是“内容”，这

种“重复”暗⽰出某种利欲动机的“直接性”，相反，应该是“美”的“形式”扬弃“内

容”，“形式”才是“⾃由”的象征或标记。但是，李泽厚的美学话语或许过于轻视

了“⼤跃进群众⽂艺”的“修辞”，忽视了这⼀“内容”亦有“形式”。他⽆法理论化的

是，劳动群众在想象/形象中克服“⾃然”到底“⽣产”出了什么。上⽂已经提到，

“⼤跃进”中的诗画实践将政治空间、⽣产空间和⽣活空间同时转化为某种艺术

空间。此种转化并不遵循“现实主义”的再现逻辑，但也不是单纯意义上、体制

化或稳定化了的现代主体抒情表现。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重复”和“模仿”。但是

与内容和形式的“重复”⼀同到来的却是⼀种⽂化⾰命的瞬间。 

可以说⼤跃进群众⽂艺实践显现出⼀种混杂：⾸先是“丰裕”和⾃觉劳动的

混合：“早迎⽇出夜迎星，⼲起活来快如风，不计荣誉和奖⾦，只求今年好收

成。” 或是“社⾥⾼粱长得⼤，长到天宫织⼥家，织⼥探头窗外望，撞了⼀头161

⾼粱花。” 这种“混杂”本⾝是⼀种历史规定，⽽在我看来，这是⼀种介于“政162

治挂帅”和“物质刺激”之“间”的重要“图式”。更重要的是，⼀⽅⾯“⾃然”在想象

中获得克服（尤其呈现为拟⼈化的形象），在这⼀克服的过程中，劳动群众体

验了从未有过的“我”和“我们”的“到来”——政治上的主⼈同时是幽默的、进⾏虚

构的“作者”。同时，劳动却没有从根本上⾛出“必然王国”的束缚。⼤跃进群众

⽂艺实践的悖论性在于：⼈⼈成为画家和诗⼈的理想并没有真正实现，消灭社

会分⼯的设想也遭受了挫败，尤其是“缺乏”、“饥饿”甚⾄是死亡的到来仿佛扑

灭了所有激进的渴望。然⽽，我们不得不提到⼀个⾼度紧张的瞬间，这⼀瞬间

被流俗意见所遮蔽、抹除。可视觉化掩盖了不可视觉化，忽略了想象中克服“⾃

 《只求今年好收成》（河北丰润李庆东）《新民歌三百⾸》，第173页。161

 《社⾥⾼粱长得⼤》，《新民歌三百⾸》，第179页。另外相类似的丰裕设想，参看《⽩⽶要在天上162

收》，《新民歌三百⾸》，第155页。《云彩挂在⾼粱上》，《新民歌三百⾸》，第180页。《庄稼就像芭
蕉树》，《新民歌三百⾸》，第186页。《低垂果⼦碰你头》，《新民歌三百⾸》，第189页等。



然”所具有的政治意味和乌托邦信念。 

我想强调的是，掺杂在“丰裕”想象之中的还有⼀种“政治-诗学（⽣成）”的

瞬间。说⼤跃进是个短暂的瞬间，是因为这⼀种短暂的欢快时刻很快为“短缺”

所打断——或者说，这本⾝就是在短缺中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但是它通过⼀种

近似短路化的“劳动⽣产—艺术创造”的运作（不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全

⾯”发展的路径），带来了⼀个超越劳动主体的被束缚感和有限性的瞬间。这也

就是“⽂化⾰命”克服⾂属性、使劳动群众翻⾝为⽂化主宰的历史冲动之呈现。

⽆论是在具体历史现实中，还是在艺术不断被“体制化”的过程中，这个时刻都

可谓转瞬即逝。因此⼤跃进群众⽂艺必然呈现出“消失”之势。它在本质上是⿊

格尔意义上的“浪漫艺术”，即内容与形式处在“不相合”状态。从政治上看，⼤

跃进群众⽂艺实践的真正“内容”正是这种⽆束缚的解放瞬间的⽣成——“从⽆到

有”的“创⽣”⾏动。这是为以往历史⼀直压抑的部分。也就是说，“⽣成”这⼀⾏

为本⾝是艺术⽣产的真正内容，因此它是⾃然限度中的⽆限，或者说难以视觉

化和再现的“⾃由”。也正是在这⼀时刻，我们捕捉到了劳动群众或⼯农主体摆

脱有限性、克服历史必然性、超越现实劳动分⼯的乌托邦瞬间，即⽣成“新”的

瞬间： 

诗意味着：第⼀次的制作，或者说每⼀次都是第⼀次，每⼀次都是原初

的⾏为的制作。  163

这是“新”作为“诗”的⽣成，悖谬的是，同时也是⼀种消逝。正如新民歌⽆数

的诗篇在短时间内以⽆法读尽的速度诞⽣，新壁画“量”上的堆积并不是真正指

向“意欲”和“效果”。它不是为了使之成为商品进⼊市场，也不能直接帮助⽣

产，⽽是使其从⽆到有，使它诞⽣。但其所遭遇的根本难题是：这⼀瞬间性的

“主⼈”的到场，消磨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政治”的逻辑在⽂化中获得了强

度，但却⽆法相容于相对惰性的、厚重的⽣活世界肌理与习惯性的经济⽣活构

造。“政治”易流为“⾏政”，激情则会转化为愤恨。 

由⼤跃进群众⽂艺实践所带出的另⼀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如何来进⼀

 Jean Luc-Nancy, Multiple Arts: The Muse II, ed. by Simon Spark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63

2006), p.7. 



步解析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众”艺术或“群众通俗”艺术？在本雅明探讨“机械复

制时代”之“艺术作品”的经典⽂献中，我找到了⼀个⾮常有⽤的概念，即“分

⼼”、“涣散”或“消遣”（distraction）。在本雅明看来，所谓“distraction”是与

“contemplation”想对照的感知⽅式，如果说后者已经凭借资产阶级美学话语

确⽴了⾃⾝的“领导权”，并塑成⼀种相当重要的领会艺术和感知艺术的“体

制”，那么前者的凸显则拜赐于19世纪中后期以来突飞猛进的机械复制技术与

视觉技术。“distraction”这种包含了⼀定程度上的“被动性”、暂时性和偏转性

的感知⽅式却与所谓的“群众”感知，与⾮精英化、甚⾄⽆需⾼度“教养”的感知

关系紧密。甚⾄在本雅明看来，⾰命艺术或政治化的艺术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激

活此种感知。这不仅是克服所谓“资产阶级”-贵族趣味领导权的最后突破⼜，也

是“结合”普罗⼤众，进⽽“改造”普罗⼤众的根本赌注。这是对于“美学”—感性学

之“古义”的恢复，这⾸先是⼀种“触知”⽽⾮“凝视”，因此⾸先与“建筑”相关： 

⾃原始时代以来，建筑就已陪伴着⼈类了。诸多艺术形式⽣⽣灭灭。悲

剧肇始于古希腊，却随着希腊衰亡⽽衰亡，在许多世纪之后⽅才复兴。史

诗导源于初民之时，却在⽂艺复兴的尾声中消逝。板⾯绘画是中世纪的创

造，却没有什么能保证这⼀传统不被切断。然⽽，⼈类对住所的需求却是

永恒的。建筑永远没有不活跃的时期。建筑的历史⽐任何⼀种艺术都要漫

长，⽽我们应该在任何⼀种说明“群众”和艺术作品的关系的努⼒中，辨识

出建筑的效果。建筑以双重的⽅式被接受：使⽤和感知。或者，更确切地

说，以触知的⽅式和视觉的⽅式被接受。这种接受⽆法⽤旅⾏者在伟⼤建

筑⾯前聚精会神来解释。在触知这⼀⾯，并不存在视觉这⼀⾯的静观的对

应物。触知性接受与其说转向“关注”的⽅式，⽏宁说转向的是“习惯”的⽅

式。习惯在很⼤程度上甚⾄决定了对于建筑的视觉性接受，它⾃发地具有

偶然的、不经意的“注意”的形式，⽽不是聚精会神的观察。在某些环境

中，这⼀由建筑塑形的接受⽅式要求着正典化的价值。因为，⼈类的感知

机制正处在⼀个历史转折点上，⾯对这⼀转折点的[⾰命艺术]任务⽆法再

简单由视觉⽅式——即“静观”——来履⾏。这些任务将从触知接受中得到提



⽰，经由习惯来逐步地实现，逐步掌握。  164

也就是说，真正的“⼤众艺术”绝⾮是“⼤众”的“教养化”与“精英化”，⽽是将

“⾰命的⼒量”转为⼀种“触知”的接受，⼀种“习惯”。当然也正是在这⾥，包含

着最为深刻的辩证法：所谓的“群氓⼼理学”和法西斯美学同样征⽤的恰恰也是

这个领域。更困难的是，中国⾰命所展开的过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播

过程与“典型”的流通-教育机制，是否⼀直以来过于依赖了“视觉性的”、“静观

的”、聚精会神的感知⽅式？所谓的“道德化”是否暗⽰着⼀种⾰命主体的“聚

神”？⽽“聚神”却在⽆形中失却了另⼀个领地，即“分⼼”的⽂化铸造？因此，我

们在⾼度质疑⾰命⽂化的“总体化”时，是否错过了这样⼀个问题：其实⾰命⽂

化并未真正地确定⾃⼰的“战场”？ 

回到⼤跃进群众⽂艺实践上来，我们会发现，新民歌与新壁画通过“空间实

践”，在很⼤程度上已然触及了“触觉感知接受”的场域，然⽽最终它们的挫败不

能不说与“习惯”上的“败退”有关。归根到底，⼤跃进群众⽂艺所召唤的依旧是

纯然聚精会神的⾰命“主⼈”或主体，那⼀含混的、模糊的“分⼼”地带，却暗暗

地、逐渐地被“⾮⾰命”甚⾄反⾰命的因素所占领。这⾥⾯更深层的原因已经由

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所部分揭⽰出来了。另⼀个值得⼀提的要素是“技术”

中介的缺乏。这从新民歌的“修辞”⽅式中可以找到些许痕迹。群众习惯的转型

实际上相当依赖“物质基础”——尤其是技术基础。这是1950年代末的⼤跃进群

众⽂艺实践⽆法摆脱的历史规定性。⽽在今天，我们有理由去思考那“从未被写

出的东西”，去思考“尚未发⽣的起源”，去展望和构筑全新的⾰命⽂化与⽂化⾰

命的可能性。 

结语 

⼤跃进群众⽂艺如今之所以令⼈不快，⼀⽅⾯固然因为“形式”（单纯、粗

糙、⾮“教养”），但更关键的恐怕还是“内容”，尤其是对于超强劳动和丰裕场

景的夸张呈现。不难想见⼤跃进群众⽂艺实践极易被读解为没有现实根基的夸

 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Second Version)”, in 164

Walter Benjamin: Collected Works vol.3(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40.



饰，或是听从⾏政命令的伪饰。我们确实也看到，在1958年末，⼈民公社的

“⽣活”问题就已经被反复提及，这表明改造⽣活⽅式遭遇到了不⼩的危机。165

此外“⼤跃进”和⼈民公社运动中的其他各种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我们需166

要承认，此种激进的历史实践确实造成了巨⼤的代价。不过，任何全盘否定某

⼀段历史时期的措辞都是值得怀疑的。劳动虽然在现实中并未从“沉重的负担”

变成“⽣活的第⼀需要”，但是⼤规模的群众⽂艺创作却带来了⼀个绽出的历史

时刻。其中，劳动与⽂艺创造/⽣产在历史上第⼀次如此“有意识”地互相接近，

劳动群众在⽂艺“⽣产”的过程中瞬间性地⽣产出了新的⾃我——虽然是不稳定的

⾃我意识，⽽在诗歌和壁画中，我们看到了突破传统关于⼈的规定的尝试（时

间观、劳动观、爱情观等）。与其说它是在现实中叩问“⾃然”的边界，⽏宁说

主要是在想象和虚构中叩问⾃然的边界。这⼀突破边界的尝试，即是⼀种新的

“主体性”的瞬间⽣成。 

但是，这⾥所呈现的是⼀种不稳定的“新”（⼈）状态。通过对于⼤跃进群

众⽂艺创作的“形式”分析，我们也看到了这⼀“实践”所包含的深刻的历史难题

与历史悖论。“⼤跃进”落潮后，超常劳动的主体形象的幻灭同丰裕想象的崩溃

缠绕在⼀起。⽂化翻⾝也为饥饿所⼲扰、所掩盖，甚⾄是全然淹没。类似于新

民歌和新壁画这样⼤规模的群众⽂艺创作在社会主义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

⾜于打破社会分⼯的共产主义⽂艺萌芽更是难寻踪迹。从审美表现来看，“新

⼈”可以说从单纯劳动领域逐渐转移了出来，劳动与休息的分殊又再次得到强

化。⼤跃进群众⽂艺实践的真正困难，在于其缺乏将“例外”转向“常态”的中

介。在这⼀历史情境中，更为稳固持久的新⼈是否可能成为了⼀个问题。此种

“新⼈”有着更为稳定的道德⼼性以及相对恒久的内在⾃然——或者也可以这样

说，不仅是具有⼀种较为稳定的主体认知，⽽且在“习惯”⽅⾯也渗透进了“新”

的要素。这就使我转过来考察“⼤跃进”转⼊调整期时所发⽣⼀场喜剧问题讨

 参看谭震林、廖鲁⾔：《关于农业⽣产和农村⼈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1958年11⽉16165

⽇），《建国以来重要⽂献选编》第⼗⼀册，第591页。以及《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做好当前⼈民⽣活的⼏
项⼯作的规定》（1958年12⽉），《建国以来重要⽂献选编第》⼗⼀册，第657页。

 参看⽑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27⽇），中共中央⽂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泽166

东⽂稿》第⼋册，第65-66、70页。



论。“新⼈”为何会呈现为喜剧形象是⼀个值得细究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作为

电影的喜剧更为直接地涉及到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即如何通过笑来教育观众，

这最终关乎观者的内在⾃然的重塑。在下⼀章⾥，我还将论及“分⼼”与触知感

知⽅式的问题，鉴于笑的经验很⼤程度上包含了“分⼼”的呈现，⽽且联通着对

于“⽆意识”问题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