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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義與中國現代文藝思潮

⊙ 代 迅

 

來自俄國的民粹主義與中國現代思想史的關係，是現代中國的一筆重要思想遺產。由於種種

複雜的非學術性因素的制約，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清理。近年來，這個問題引起了國內外學

界的廣泛關注，然而，關於民粹主義與中國現代文藝思潮的關係，特別是關於民粹主義與左

翼文藝思潮之間的複雜扭結，人們還是關注甚少，語焉不詳，本文擬就此邏輯線索加以梳

理，提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希望能進一步引發對這個我們長期忽略的重大理論問題的思

考。

本文認為，鄉村文學壓倒城市文學，大眾文學壓倒精英文學，工農大眾壓倒知識份子，是現

當代中國文藝思潮的重要特點，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

個重要因素是，它集中表達了現代中國的民粹主義訴求。

一 城市文學與農村文學

俄國民粹主義的產生和兩個歷史條件相關，一是俄國十九世紀中葉經濟落後，農民小生產者

佔絕對優勢，二是西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進入俄國並日益發展壯大。這和二十世紀前

半葉中國的歷史條件非常相似，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是農民，外來的新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

在發展，但是幾千年流傳下來的農業小生產方式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依然佔據主導地位，中俄

兩國都是落後的農業大國，為數不多的沿海工商業城市猶如星星點點的島嶼，散落在海洋般

浩瀚的廣袤內陸農村中並為後者所淹沒，所有這些為俄國民粹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豐沃

的現實土壤。

俄國民粹主義主要活躍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俄國，從60年代後半期到70年代初，民粹主義理

論已經最終形成並一度佔據統治地位，從廣義上講，它包括從赫爾岑（Aleksandr Herzen）

和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G. Chernyshevsky）開始直到二十世紀初這段重要時期，並且

它和後來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之間存在著某種理論上的內在關聯性，這和二十世紀前半葉中

國知識界對「走俄國人的路」的方向認同是基本一致的，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普列漢諾

夫（Georgii V. Plekhanov）和列寧都曾經是民粹主義者，這又為民粹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

供了某種便利。 民粹主義的基本思想是推崇俄國的傳統農村的村社制度，試圖讓俄國走一條

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因此他們在城鄉之間有著明顯的對立和褒貶傾向，他們美化俄國的

農村公社和農民的生活，對城市裏的資本主義則深惡痛絕，視為和美好的農村相對立的罪惡

的淵藪。他們的基本口號是「到民間去」，這個「民間」是有著確定含義的，不是泛指民

間，主要是指俄國的廣大農村。赫爾岑「相信俄國農民起碼尚未感染歐洲無產階級與資產階

級那些扭曲人性的都市惡習」1。俄國民粹主義者「堅決地號召知識份子到農村去」，「到土

地那裏去，到農夫那裏去！農夫需要知識份子……俄羅斯需要有知識的人組成的農村。那些



走向土地的知識份子將為自己找到幸福和寧靜！」2。

這些思想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領域產生了廣泛、深刻和持久的影響。李大釗是著名的五四新

文化運動領袖和早期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界先驅中有著鮮明的代表

性，「李大釗的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具有鮮明的民粹主義傾向。他所傾心的革命俄羅斯思

想，是一個由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互助主義和民粹主義所構成的思想世界。而正是民粹主

義，激活和強化了李思想中自早年留學期間起隱伏的日本式農業社會主義傾向。」3《青年與

農村》是李大釗民粹主義思想的代表作，堪稱現代中國知識界的民粹主義宣言，文中寫道4：

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作些開發農

村的事，是萬不容緩的。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

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裏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村的社會光明一方面

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生活全是人的活動；都市的空氣污濁，鄉村的

空氣清潔。……

青年們啊，速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裏工

作的父老婦孺，都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

方啊！

在現代中國，「民間」，「大眾」，「民眾」，這些詞是有著特定含義的，其實質也就是指

人數最多的農民，「民間文藝」其實也主要就是指農村文藝，解放區所倡導的「人民的文

學」也主要是指農村文學，因為當時整個中國社會也就是一個大的農村。直到現在李歐梵也

說：「嚴格地講，……中國的城市只有一個上海」，「其餘都是農村」，「北京是一個大的

村莊」5，可以和李歐梵的觀點相印證的是，上海直到現在也把中國大陸除上海之外的其他地

方統統稱為「鄉下」。

上海作為中國現代最發達的國際大都市，無疑是中國現代都市文化的典型代表，日寇佔領上

海前，上海的繁華程度遠遠超過東京、香港或新加坡，居東亞第一，「在二十世紀三十年

代，上海已經和世界上最先進的都市同步了」6。它代表了中國現代新型的都市文化傳統。現

代中國思想文化藝術領域的許多重要活動發生在這裏，正是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個共產主義小

組，率先把馬克思主義這種來自西方的偉大思想引入中國，梁啟超、魯迅、瞿秋白、茅盾等

人在這裏進行過許多思想文化的傳播和文學藝術的創造活動。但是耐人尋味的事，在現代中

國意識形態化了的思想文化視域內，上海並不是先進文明的象徵，而是「帝國主義冒險家的

樂園」，殖民城市頹廢、腐敗生活的代表。

延安和解放區文學中描繪了清新、健康、有力的農村生活圖畫，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和

阮章競的《漳河水》是那樣的令人鼓舞。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施蟄存、穆時英、劉

納鷗和張愛玲等二十世紀30、40年代的上海代表作家的小說中，上海往往是和黑夜、舞女、

咖啡、酒吧、霓虹燈等意象糾纏在一起，是一幅扭曲和不健康的畫像。「十里洋場」、「紙

醉金迷」是我們對舊上海的定型化描述，在當時對上海的一幅歌舞團的表演廣告的評論是這

樣寫的7：

這，都會的刺激，代替了一切努力於正當事業的熱情，……這，便是都會刺激引出的惡果，

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如其說中國有個巴黎第二，我們不知道該慶幸還是悲痛……



西方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由於受到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高度讚譽而長期被我們所

推崇。但是我們往往沒有注意到，西方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許多名家名作，甚至包括俄羅斯

的經典作家的作品，如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系列作品，狄更斯的《霧都孤兒》和《雙城

記》，果戈里的《鼻子》，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文學經典，故事背景都

是發生在倫敦、巴黎、彼得堡、莫斯科等國際大都市，都是城市文學，而中國現當代作家如

魯迅、柔石、羅淑、沈從文、趙樹理、柳青、浩然等人的小說，故事背景都是發生在農村，

都是鄉土文學，其中沈從文最為典型，儘管他離開湘西後就始終住在城市裏，但是他的小說

中總是反覆描繪理想化的湘西農村，和腐敗墮落的現代都市形成鮮明對立。

1926年，中國新文學開張已經整整十年之後，魯迅浩然長嘆：「我們有館閣詩人，山林詩

人，花月詩人……沒有都會詩人」，魯迅的這個結論當然也包括他本人8。其實就整個現當代

中國文學史而論，我們的扛鼎之作，絕大多數都是農村文學，農村題材佔據了絕對優勢，並

且因為「塑造了勞動人民的形象」而被譽為具有「人民性」而受到不僅適當的表彰，因為正

如周揚所說：「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絕大多數的作家都和土地與農民保持著密切的聯

繫」9相反，城市文學則顯得稀少，並且往往因其描繪的是城市裏的「資產階級少爺小姐」，

「脫離人民」而往往受到貶抑。

城市是商業、文化和信息的集散地，一般情況下，城市文明總是高於農村文明，現代文明總

是通過大城市到中小城鎮再到農村三級輻射，俄國十月革命走的也是從中心城市輻射到鄉村

的道路。而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在於，走的是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這

就產生了一個複雜的意識形態扭結，造成一種假象，鄉村似乎顯得比城市更「先進」，更

「革命」，城市和鄉村往往成為革命與不革命的分水嶺，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在全國範圍取

得勝利，似乎意味著農村的「革命」文化對城市的「資產階級」文化的勝利，而文學自然是

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就文學領域而言，和城市與鄉村不同讀者群的文化水準和藝術修養相關，中國現代為數不多

的城市文學往往比較精緻，藝術性較高，但屬於「淪陷區」或「國統區」的文學，如張愛

玲、錢鍾書、穆適英等人，而為數眾多的農村文學往往是普及向的，比較粗拙，但屬於共產

主義意識形態的陝甘寧邊區或解放區，如周立波、趙樹理、李季等人，現在我們很容易承認

這一點，屬於何種意識形態與作品的藝術質量之間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繫，但是在當時的政治

文化語境中，這些城市文學在藝術水準上的優勢往往被意識形態上的劣勢所掩沒，並且這一

點隨著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而更加彰顯。建國後第一次文代會上，來自國統區和

解放區兩支文藝隊伍的會師，其實質乃是來自國統區的城市文學向來自解放區的農村文學拜

師，在這次文代會上，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忠實代言人周揚，作了題為《新的人民的文藝》的

報告，他在報告中以官方的權威口吻，明確宣布10：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

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並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

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

解放區的文藝是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藝，……

以後的中國文學只有一個方向，就是解放區文學的方向，也就是農村文學的方向，因為解放

區，就其實質而言，也就是農村。透過曲折而複雜的文學現象的表面，這些文藝思想的民粹

主義內在思路還是不難感覺到的。



二 文學大眾化與知識份子

在俄國民粹主義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論原則中，「農民是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革命力

量」11車爾尼雪夫斯基創立的民粹運動又稱為「農民社會主義」，1867年出現的一個民粹派

秘密團體「土地和自由社」儘管也在知識份子和產業工人中開展革命活動，但是他們側重於

同農民階級建立盡可能密切的聯盟。俄國民粹派思想和實踐的聯結點，是巴枯寧（Mikhail

A. Bakunin）在《告俄國青年兄弟的幾句話》中提出的「到民間去」的口號，這個口號在當

時的革命青年中很有影響，民粹派組織到農村安家落戶的知識份子團體，以進行革命的宣傳

和組織活動。順理成章的是，文學也應當在農村落戶，應當深入到農民的生活之中，才能夠

充分發揮文學對社會生活的組織作用，這正是從彼‧拉‧拉甫羅夫到車爾尼雪夫斯基德民粹

主義思想家都高度重視文學的功利作用的重要原因，他們要求12：

藝術家……應該在自己身上培育出進步的源泉和實現進步的決心；他應該著手進行充滿進步

思想的工作；那時，在創作過程中，他將毫不勉強地成為一個自覺的歷史活動家，因為透過

他所追求的美好理想，對真理和正義的要求將對他個人也永遠閃耀著光芒。他將不會忘記反

對醜惡的鬥爭，……

從這樣的高度來要求，中國知識界發現，五四新文學所取得的成果，實在是遠遠不夠，差得

太遠了。發生以來，主要是在北平、上海等少數大都市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中流傳，這使

它之中限制在一個比較狹小的圈子裏。新文藝的光輝一直未能照耀到中國廣袤的農村，作為

中國人口最多的農民大眾一直未能進入新文藝的讀者群，如老舍所說：「在一個四五百戶的

村莊裏可以找不到一本新文藝的作品」，「一個村子裏連魯迅這個光耀的名字都不知

道」13，這根本談不上中國知識份子把文學帶進農村，教育和組織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

藝術與農村，始終是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左翼文學最為關注的問題，對照俄國民粹主義的先

驅，具有都市文化風格的中國新文學不能下鄉，則一直使中國知識界的左翼激進份子焦灼不

已。

楊春時認為：「民粹主義有兩大基本特徵，一是主張繞過資本主義實現現代化，二是主張從

民間文化和大眾中尋求現代化的動力」。14這兩個特徵其實在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左翼文學

中均有突出表現。就文藝自身特徵而言，從民間文學和大眾趣味中尋求現代性，對文藝大眾

化的苦苦追尋，既是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焦慮之一，也是中國民粹主義文學思潮的一個基本特

徵。在現代中國的激進主義知識份子看來，文藝是一種重要的武器，無需精緻與華美，而是

要方便實用，它需要的是社會組織功能，要能夠強有力地鼓動接受者的政治熱情，從審美風

格來看，這是一種「尚力」的美學觀念，體現在藝術形式上就是追求粗礪與質樸，這和共產

主義知識份子完全一致，因而在左翼文學和解放區文學中一以貫之。

這些文學訴求集中地直向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關鍵詞：大眾化。文學的大眾化是一個

長期折磨著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話題，僅從1930年到1934年，就曾三度引發關於文藝的

大眾化問題的討論，中國新文學的「大眾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農村化，因為中國是一

個農業國，農村的區域和人口都是居於絕對優勢。所以1928年前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興

起以來，五四新文學運動便遭到了猛烈抨擊，瞿秋白代表居於國內文壇主流的左翼文藝界，

要求文學更為激進地沿著大眾化的道路迅速推進。他在1932年5月撰寫的《五四和新的文化革



命》中對五四文化運動採取了一種全盤否定的態度，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失敗，五四新

文學和平民大眾之間依然沒有共同的語言，他斷言15：

「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對於民眾仿佛是白費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謂「白話」：著

重號為原文所有──引者注）的文學，只是替歐化的紳士換換胃口的魚翅酒席，勞動民眾是

沒有福氣吃的。

抗戰爆發以後，五四新文學因其非大眾化和非民族化再次遭到非難，被稱為是「大學教授，

銀行經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爾』的適切的形式」（魏紹馨：《中國現代文學思潮

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88〕，頁348。那麼，究竟應該怎樣才能使中國新文藝走向

通俗，走向農村，走向更徹底的大眾化呢？最初左翼文人主要集中在文學的形式上。瞿秋白

關注的是語言問題，主張要重造大眾語，進行「俗話文學革命運動」，認為這是普羅大眾文

藝中最為現實和緊迫的問題，鄭伯奇《關於文學大眾化的問題》中談到「樣式技巧的問題」

時說16：

大眾所愛好的是平易，是真實，是簡單明了。智識所耽溺的眩奇的表現和複雜的樣式是他們

所不能領略的。……關於言語，大眾當然愛好自己所慣用的言語。修飾雕琢的文章，為他們

只是一種頭痛膏。

早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家錢杏村大力崇尚反抗的、戰鬥的、「力的文藝」，貶抑輕盈、

柔美的「抒情文學」，有意倡導一種粗暴、狂躁，乃至於粗糙的一種美學作風。因為在他看

來，「力的文藝」乃是一種與優雅、精緻、柔美、含蘊的美學風格相對立的別一種藝術姿態

──粗暴、狂躁、奔放，乃至於「粗俗」、「魯莽」的藝術姿態。錢杏村認為蔣光慈的作品

就是這樣，看似「粗俗、淺薄、魯莽，句子不同，詩歌是標語口號」，實際上「是極熱烈極

奔迸」的美學風格。17但是經過中國激進主義知識份子包括左聯的不懈努力，大眾化效果始

終不佳，那麼，解決問題的方案究竟在哪兒呢？在俄國民粹主義的啟示下，中國知識份子開

始轉向自身尋找答案。

俄國民粹派代表了社會下層反精英主義立場，懷有大眾崇拜意識本身，崇尚「民間」，具有

反智主義傾向。根據《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解釋，民粹派乃是「19世紀晚期俄國革命者

的一種社會主義運動的成員，他們認為必須向人民學習，而不是向人民說教」，18民粹之

意，乃是人民的精粹，誰是人民的精粹呢？民粹派知識份子認為自己是人民的精粹，農民也

是人民的精華，19但是，俄國知識份子群體的一個傳統是懷有強烈的自省和自責意識，受俄

國民粹主義思想的影響，在十九世紀俄國社會生活與文學藝術中，一直存在著一種「懺悔的

貴族」，它們一方面為俄國的嚴重落後和下層人民的悲苦境地而悲哀，一方面又為自己的渺

小無力而自責，俄國白銀時代著名宗教哲學家布爾加科夫（Mikhail A. Bulgakov）說20：

俄國知識階層，特別是它們的前輩，在民眾面前固有一種負罪感。這一種「社會的懺悔」，

當然不是對上帝，而是對「民眾」或「無產者」。

另一位俄國哲學別爾嘉耶夫（Nikolai Berdiaev）在評價俄國知識份子時也談到21：

知識份子受到兩種力量的壓迫：沙皇政權的力量和人民自發的力量。後者對知識份子來說是

一種隱秘的力量，知識份子自身與人民是截然不同的，它感到自己有負於人民，它希望為人

民服務。「知識份子與人民」這一命題純然是俄羅斯命題，西方很難理解。



但是，這對於中國人不難理解，隨著十月革命的成功及其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影響，中國人

作出了「走俄國人的路」的歷史抉擇。由於俄國民粹主義和俄國共產主義的內在關聯性，而

中國人接受的恰恰是俄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成為「馬克思列寧主

義」），這就使得俄國民粹主義思想在中國知識界廣泛地傳播開來，並發展為帶有強烈中國

色彩的新民粹主義。中國共產黨人似乎沒有注意到共產主義學說與民粹主義思想之間的差

異，民粹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雜糅構成了一種新民粹主義，也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共產主義運

動的一個重要特點，這使得「知識份子與人民」這一純然的俄羅斯命題，在現代中國獲得了

巨大的共鳴和回響。

這條邏輯思路在中國革命的歷史語境中逐漸演變成對知識份子本身的徹底否定，並形成了

「知識份子必須與工農相結合」這樣一條金科玉律。看過國產著名電影《大浪淘沙》的觀眾

都不會忘記，電影中的最後結論是，判斷革命的與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份子的最後分界

線，就是看他是否願意與工農大眾相結合。這種外來的俄國民粹主義之所以能夠被納入了我

們的主流意識形態之中，是因為二十世紀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所固有的一個突出特徵是無產階

級領導下的農民革命，這使它從一開始就帶有鮮明的民粹主義特點，並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

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文學藝術，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文藝大眾化問題，也被納入了

這個思想範式之中。

中國文藝的大眾化問題，由此便從外在的藝術形式的層面進入了更為內在的知識份子主體意

識層面。只要知識份子還坐在大都市的亭子間寫作，就不能實現真正的大眾化，作家們應當

像俄國民粹派一樣，走向民間，深入鄉村，這才是文學大眾化的根本途徑。文藝的形式乃是

枝節問題，是末；知識份子自身的思想意識的大眾化才是本。這也是民粹派的大眾（平民）

崇拜意識所必然得出的邏輯結論，這在中共領導的左翼文藝運動中有明顯表現。潘漢年在具

有綱領性意義的《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中明確指出22：

我們這些出身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要取得大眾化作品的藝術形式與內容，不是憑空可以

創造，一定要有大眾化生活的實際，才能做到，所以這裏就馬上關聯著一個無產階級文學運

動者生活大眾化的一個問題……誰要是反對或恐懼自我批判與理論鬥爭，他便不是無產階級

文學運動中的忠實勇敢的戰士！也只有實行自我批判與理論鬥爭，才能克服與結算每個人一

切舊有的小資產階級意識！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寫於1930年的講話，在於它較早地而且明確地把文藝大眾化和知識份子

的自我改造聯繫在一起，已經內在地包含了後來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向工農大眾看齊和不斷

進行自我改造的極左思想的雛形，並且包含了政黨力量的介入。這種政黨介入的力量不斷加

大，《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以經典化的方式，完成了對這個問題的最後

表述。毛澤東晚年搞「上山下鄉」運動，推行「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

育」，是以行政手段實施的一次大規模的民粹主義實踐，而他的民粹主義思想，在延安時期

已經有了明確和系統的表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正是中國現代民粹主義文藝思

想的一個經典文本。毛澤東的獨特之處在於，他超越了文藝大眾化中問題中關於文學的體裁

（如梁啟超「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語言（如瞿秋白要求克服新文學語言的「歐化」）

的藝術形式問題的考慮，認為這些問題都是直接附屬於作家的主體意識，也就是知識份子的

「思想感情」，他以一貫的簡潔明快的風格寫道23）：

甚麼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大眾打成一片。



在毛澤東看來，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是最徹底的大眾化，這才是本，只要做到了這一點，

其他文藝形式問題均屬細枝末節，可以迎刃而解。但是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毛澤東現身

說法，以自己親身經歷為例，闡明了具體的手段和途徑，講述了自己如何「根本地改變資產

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的過程。毛澤東是這樣描述的

24：

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相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

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這就

叫思想感情起了變化，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是自

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

這就是著名知識份子「思想感情改造」論，與此緊密關聯的是，社會生活是文藝作品的「唯

一源泉論」，要求作家「深入生活」論，可以認為這是現代中國革命文藝思想的三塊奠基

石。由於毛澤東的個人影響以及政權力量的介入，這些思想逐漸控制了整個現代中國的文藝

思想。中國文學逐漸喪失了對現實的批判精神，知識份子逐漸喪失了精英意識，為滑向後來

的極左文藝思潮準備了必要的邏輯前提，鋪平了道路。終於因為被推向極端而使其邏輯上的

荒謬性暴露無遺，直到毛澤東時代的結束才宣告了民粹主義思潮在中國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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