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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歌运动衰落原因之探讨
潜鹏州
【摘 要】大跃进时期，文艺界“大跃进”的突出代表就是新民歌运动。但是，新民歌运动时间短暂，仅
仅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就迅速衰落。笔者认为形势的转变、创作群体低下的文学素养等缺陷是其迅速衰落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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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狂飙突进的大跃进运动爆发。与工农业争相
“放卫星”齐头并进的，是文艺战线上出现的新民歌运动。
新民歌运动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迫切希望改变国家贫穷
落后面貌的美好愿景，另一方面，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
共产风”等“左”倾错误，不可避免地对新民歌运动产生影响。
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很快就偃旗息鼓。本文试从当
时的政治形势、作者层次两个方面来探讨新民歌运动迅速
衰落的原因。

一、政治形势发生变化
1957 年冬季兴修农田水利运动中，出现了一批歌颂《农
业发展纲要》、兴修水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农村新面貌
的民歌。在这次热潮中，众多地方出于动员群众的目的，
创作了诸如“沟不通，不放松；水不到田，不回家过年”、
“不
怕冷，不怕饿，罗锅山得向我认错”一类的口号。经萧三
的推动，这些口号登上《人民日报》，并将其评论为是“最
好的诗”。此即新民歌运动的雏形。
（一）毛泽东个人意志的转变
新民歌运动的兴起与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有直接关系，
他希望通过一场狂飙激进的运动改造中国的文化。“一直
主张‘文学为工农服务’的诗人毛泽东从中看到了人民群
众文化创造的宝贵力量，寄希望于下层民间力量繁荣社会
主义文艺”，[1] 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要求与会人员“搞点
民歌”，要求他们去“搜集点民歌……搞几个点试办，
……写写民歌。”随后的汉口会议中，毛泽东更是要求各省、
全国大中小学生、军队广泛参与创作民歌。
毛泽东指出：“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
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
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
能是同时的。”[2] 毛泽东的构想反映了当时整整一代中国
人面对残破的家园，迫切希望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
望。作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甚至比其他人看得更远。在
他眼里，新民歌运动还是实现他对新中国文化理想的实验。
但是他不信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寄希望于新民歌运动，
试图通过民歌建构无产阶级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因此，
“1958
年的新民歌运动并不是真正的民间文艺运动，毋宁说它是
中央最高领导亲自倡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性群众活动与
国家政府行为。”[3] 所以，新民歌运动一开始就打上政治
烙印，它不再是单纯的民间自发的民歌创作运动，而是在
党的组织和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的从
文化上改造中国落后状况，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一次政治
运动。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新民歌运得以迅速发展。但毛泽
东发现新民歌运动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的热情逐渐
消退。1958 年 11 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说：“‘端起
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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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怎么端得起来？”[4] 三个月后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
又批判道：“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
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叫
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
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
就没有卫星了。”[5] 毛泽东的意志在新民歌运动发展中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成为新民歌运动致命的弱点，也是
它飞速陨落的重要因素。伴随着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新民
歌运动迅速衰落。

（二）政治形势的变化
1958 年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弊端开始
集中浮现。大跃进中的全民大炼钢运动，给国民经济和社
会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超越经
济条件、违背经济规律的盲目跃进，收获的只能是国民经
济的严重破坏、失衡和倒退；是社会秩序与道德的颠覆，
人祸的蔓延和饿殍遍野。”[6] 当人们无法解决温饱问题，
自然没有足够的精力和热情去创作和收集新民歌。
经济恶化直接导致了政治形势的变化。面对着被严重
破坏国名经济，毛泽东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初衷，着手纠正
“左”倾错误。狂热的、试图建立“诗化社会”的新民歌
运动亦在纠正的范畴，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
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左”
的思潮被全面遏制，这成为压垮新民歌运动的最后一根稻
草。
二、创作群体文学素养不高
毛泽东发出的关于“收集民歌”的号召得到全国各地
的广泛响应，各级党委闻风而动，迅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
民歌收集活动。短短几天，《人民日报》就刊出云南已经
收集到近万首民歌的报道。云南人民出版社已在编印三本
民歌集。各省、市，乃至县党委也纷纷发出通知，要求把
创作民歌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于是人们普遍产生一
种民歌越多越光荣的心态，去疯狂地编写，不顾质量，只
管数量。如湖北省要求书记带头，全党动手参与，动员全
体宣传文教工作者和基层干部，民间艺人以及所有的知识
分子，动员一切力量，深入到群众中进行采风活动，要求
做到“有风必采，随采随报，月月汇集，月月编选，能出
书的出书，该上报的上报”。同时还认为采风写歌作为政
治任务，要求把它制度化起来。此时编写民歌的，主要有
普通群众、文艺界诗人、民间诗人三个群体
（一）普通群众
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各级党委采用将任务层层下派
的方式，并专门制定写作指标，如南京市要在 50 天内创
作 130 万余首民歌，这要求每个人都要写诗。不管是只有
七八岁的小孩，还是已经是年已花甲的老人，“人人都是
诗人”，就连已经沦为“敌人”的“右派分子”也不放过。

文化视点
作家聂绀弩在著作《散宜生·自序》中，详细地描述了上级
命令传达至农场的情景：“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
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作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
无论什么人都作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
多少鲁迅，郭沫若。这个要求一传达，不用说，马上引起
震惊和骚嚷。但也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
两条几十人一条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
甚于白昼。并且都抽出笔来，不知从何处找出纸来，甚至
有笔在纸上划的沙沙作响。”[7] 于是人们将新民歌写作指
标看作是经济指标一样，去忙于完成。民歌写作不仅失去
了全面的自由性，更失去了在口头传承中生成与积淀的时
间和空间，民歌不再是“口由心声”的自由抒情，而成了
即时应景的、虚假的粗制滥造。

（二）文艺界诗人
民歌收集的浪潮也蔓延到文艺界，正如郭沫若所言：
“用多快好省的方法来采集和推广民歌民谣，不仅不允许‘踌
躇’，一定要鼓足干劲！”对新民歌运动的态度已经上升
为政治问题，成为分辨文艺界人士阶级立场、阶级道路的
标准。郭沫若明确指出：“谁在踌躇不肯收集，那就表明
他走的道路有问题。可能他也有些‘道理’，但那是另外
一条道路上的‘道理’——‘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8]4
月 26 日，在周扬的主持下，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民
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召开座谈会。会后，正式向全国发出了“采
风大军总动员”的号召。
迫于政治压力，文艺界诗人开始创作“民歌体新诗”。
如因《雾中汉水》而受到批判的诗人蔡其矫，他 1958 年的
作品《水利建设山歌十首》：“改了洋腔唱土调，改了新
诗唱山歌，唱起山歌长干劲，一人歌唱大家和。”[9] 诗是
情感的表达，文艺界诗人虽大量撰写民歌，但这些民歌仅
仅是为了表现自己政治立场，无疑是粗制滥造德，与他们
精心创作的诗歌相比，显得尤为低劣。
（三）民间诗人
在政治任务和创作指标的共同作用下，涌现出了大批
的民间诗人。他们是新民歌运动创作的主体，他们在当时
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专业诗人。据学者谢保杰研究统计，
当时比较突出的民间诗人有：王老九、黄声孝、殷光兰、
霍满生、李根宝等，最著名者当属王老九。王老九曾上过
私塾，早年曾创作快板诗，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改而创作
民歌，歌颂党，歌颂最高领袖，曾得到毛泽东的接见，被
称为“农民诗人”。王老九最著名的作品即《歌颂毛主席》：
“梦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种地想起毛主席，
周身上下增力气。走路想起毛主席，千斤担子不知累。吃
饭想起毛主席，蒸馍拌汤添香味。墙上挂着毛主席，一片
红光照屋里。开会呼唤毛主席，千万拳头齐举起。中国有
了毛主席，山南水北飘红旗。中国有了毛主席，老牛要换

拖拉机”[10]。诚然，这一首民歌十分质朴，但缺乏美学意义。
学者赵金钟在其论著《“大跃进”新民歌现象评说》中认为，
这是一种把幻想当成现实，把豪言壮语当英雄气概，把脱
离实际的空喊当成浪漫主义的倾向。它严重地违背了艺术
创作的基本原则，把诗歌当成了左倾政策的直接的传声筒。
这样的作品，实际上是值得进一步省视的。
当时有“社社要有王老九”的口号，可见大多数民
歌的创作者水平尚不及王老九，正如吴雁所言：“即使到
共产主义社会，我以为，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了作家……并
创作才能，对于作家来说，便是基础之一。完全脱离开自
己的基础，那种敢想敢干实际上是吹牛，值不得拍手叫好
……（民间诗人）既不懂创作劳动的艰辛，也不了解才能
的意义，脑子里只有一块招牌，拆穿来，名利二字而已！”[11]
新民歌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受创作群体自身文学素
养的局限，都难以产生足够文学艺术价值，很难满足毛泽
东建立“无产阶级文艺大军”的需求，也就自然地为毛泽
东所放弃，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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