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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

的伟大理论与实践成就，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红色基因传承的主要内容、伟大意义与基本经验，本

刊特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专题”栏目，分别从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教育

方针、中国共产党伦理建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等视角，探讨建党百年来相关领域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

百年回望: 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
的探索历程与经验启示

周志山1， 李文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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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实践结合点和理论创新点，也

是构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学理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

中国化，必须立足实践处境、聚焦历史主题、构筑双重路径; 回望和探索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的百年历程，

需要从人学本体、价值目标和实践纲领等多重论域展开; 总结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对于进一

步提高新时代民生建设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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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2而要实现人民幸福和

民族复兴，其根基和目标就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将马克思主义与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相结合的历史。因此，所谓“马克思

主义民生思想的中国化”，就是把民生这一主题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加以考察，从中梳理和

概括出，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民生问题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互动结合的历史脉络、演进逻辑

与当代走向。可以说，民生已成为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重大课题，成为建

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学理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

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民生建设思想。他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

的福利’……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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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

迈进。”［2］这一深刻论述，是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及其经验启示应该遵循的。

一、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的实践处境、历史主题和基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不断本土化( 理论回归实践) 的过程，也是中国革

命、建设与改革发展不断自觉化( 实践上升到理论) 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

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3］11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现实“双向互动”
的基本要求。在这一“双向互动”的推进过程中，实践处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践处境的变化，使得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题也随之变化。但无论实践处境和历史主题如何变化，民生问题始终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 一) 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的实践处境

需要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动力源。“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

需要的程度。”［3］11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现实需要，也是践行党的执政宗

旨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要求。能否通过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进程中的民生向度来阐释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实践逻辑，甚至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和实现中华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不仅如此，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也需要回归感性生

活，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成生动具体的实践理念和民生纲领，使广大民众真切地感受到马

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及其与自己的生活世界的内在关联。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坚实的土

壤和根基，才能获得生机与活力。
( 二) 民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历史主题

民生问题抓住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历史主

题。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传入中国并成为 20 世纪以来苦难深重的中国民众广泛而迅速接受和

认同的精神精华，就是因为它指证了一条使中华民族摆脱苦难、解放民生的全新道路。从这一意义上

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的发展史。具体而言，以毛泽东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为解放民生奠定

了政治基础、制度保障和物质前提;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征途中，确立了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的民生目标，形成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民生价值，弘扬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

民生理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作为新时代的奋斗目标，把密切党群关系作为为民办

实事的切入点，把实现公平正义作为改善民生的价值追求，把实现中国梦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战略平

台，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民生建设的直接动力。可见，民生这一历史主题一以贯之并不断递升。
( 三) 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的基本路径

实现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包括“思想成为现实”与“现实趋向思想”双重路径: 一方面，“思想

成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的理论路径，即运用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把

握中国民生实践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党先后形成了毛泽东的民生思想、邓小平的民生思

想、江泽民的民生思想、胡锦涛的民生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的民生思想; 另一方面，“现实趋向思想”是

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的实践逻辑，即以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为指导，解决中国民生实际问题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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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践过程，它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本质特征，使中国的民生状况发生了深刻巨大的

变化，体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落后挨打”“贫穷挨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站起

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一伟大历史飞跃。

二、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的三重论域与探索历程

所谓“三重论域”，是指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的人本论、目标论和实践论，它分别回答了民生

建设为什么人、实现什么样的民生目标、如何实现民生目标三个问题。①

“人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主体论，即“为什么人的问题”。从哲学上讲，“人本论”有着多重

内涵: 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它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和自由个性

特征; 相对于人的工具化、手段化、片面化发展，它强调以人自身的发展作为价值尺度和根本目的; 相对于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它强调包括“全人类的解放”和未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景。因此，以人为本是

针对以物为本，以资为本，把人工具化、手段化而提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

类关系的本质、基础”，［4］人民群众是民生建设和发展的创造者、推动者、享有者和评判者，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意义所在。我们党不断赋予“人本论”以时代的内涵和意义，先后提出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等民生“主体论”。
“目标论”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结果导向，即要达到民生幸福的追求。我们党先后提出了实现

“四个现代化”“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

活”等赋予中国国情和时代烙印的民生发展目标。
“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实施方式，即实现民生目标的战略路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

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民

生解放确立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实

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征程;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倡导全面创

新，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发展，推动中国进入一个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阶段; 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以广大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引领中国人民“强起来”，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路。
按照人本论、目标论、实践论三重维度，下面对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

分而述之。
( 一) 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的人本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5］857我们党先后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等思想成果。( 1)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

福利的价值标准。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民生宗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建

设实践中形成的宝贵财富，它意味着我党一切工作的人民利益立场和价值评判标准，即“共产党人的一

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1096在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将改善民生视为

组织革命的动力和目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目标都要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展开。［6］因此，“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的工作的出发点。”［5］1004( 2) “三

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

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标准。［7］372这是以邓小平为核

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民生思想人本论中国化的新成果，它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作为发展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的落脚点和目标取向，体现了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和主体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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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克思主义民生观。( 3) “三个代表”的价值标准。“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
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8］如果说，发展生产力是建设先进

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物质基础; 发展先进文化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的思想保证，那么，发展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发展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反过来说，只有做好民生工作，才能给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才能夯实党的执政

合法性基础。( 4) “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9］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就是

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实质内涵，确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及“权

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民生执政理念。( 5)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这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旨归。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1］19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充

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立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 二) 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的目标论

要实现美好生活或民生幸福的目标，必须在充分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促

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重视先进文化建设，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一民

生理想，我们党先后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等赋予中国国情和时代烙印的发展目标。( 1) “四个现代化”的民生

目标。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仅取得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向人民民主社会转变的伟大飞跃，而且提

出了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
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0］其中，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注重经济民

生的改善，是其核心内容。( 2) “共同富裕”的民生目标。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

了深刻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7］373发展和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不仅在理论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目的论的本质区

别，而且在实践上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共同富裕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也体现在精神生活

上。( 3) “全面小康社会”的民生目标。“全面小康社会”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民生

目标设定上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它前承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即“总体小康”，后启“三步走”战略

的第三步，即“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六大报告系统阐述了“全面小康”的民生目标，“在本世纪头二十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

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1］显然，“全面小康”是一个更高水平、更全面

和发展比较均衡的小康社会。( 4) “和谐社会”的民生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

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民生建设目标和重大治国方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

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2］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

国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新时期民生建设目标在理论上的深化和实践上

的拓展。( 5) “美好生活”的民生目标。“美好生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上而提出来的民生目标。如果说“站起来”主要

着眼于民生解放的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富起来”主要着眼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基础，那么“强起

来”便是着眼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整体性目标。它既包括更高的物质文化生活状态，又包括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的更高水平的生活状态。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民生目标，始终贯穿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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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三大历史阶段性的战略

目标和实践创造过程中，契合“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蕴含着鲜明的民生主题和深刻的民生逻辑。
( 三) 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的实践论

民生人本论和目标论只有付诸艰辛的探索与实践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人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 1) “两次革命”解放民

生。“两次革命”的民生意义分别在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战，

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向人民民主社会转变的伟大飞跃，为民生解放提供

了根本政治前提; 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了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为民生解放提供了制度基础。( 2) “改革开放”发展民生。改革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出

路，它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途径。在邓小平看来，改革“是中国的第

二次革命”，“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

化”。［7］142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发展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那么，“三步走”战略就是实现“共同

富裕”的基本步骤和递进式发展战略。“三步走”战略的主线是民生标准和生活质量，体现了发展生产旨在

改善人民生活的社会主义实践目的论。( 3) “全面创新”提升民生。在江泽民看来，要实现“全面小康社

会”的民生建设目标，必须进行实践上的全面创新，主要有: 积极探寻所有制结构上的制度创新，为民生目

标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积极探索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的创新，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 4) “科学发展”改善民生。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胡

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世纪对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两大创新成果和提出的两大历史任务，两

者是内在统一的。这种内在统一，具体体现在:“发展与和谐”的关系，就是在发展的基础上追求社会和谐，

在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核心，也是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

会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5) “五大发展理念”增进民生福祉。增进民生福祉，实现美好生活，是习近平为核

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庄严承诺，它通过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中，创新发展是解决民生问题、推进社会事业的持久动力，协调发展致力于民

生问题的平衡性和民生发展的整体性，绿色发展关系到生态民生的实现，开放发展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的内

外联动，共享发展旨在解决民生的公平正义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的经验启示

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百年历程表明，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

线索，也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重要主题之一。总结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

国化的历史经验，对于进一步提高民生建设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创造

美好生活具有重要启示。
( 一) 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民生建设的根本保证

民生建设直接关系到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党的领导之所以是民生建设的根本保证，是由民

生建设与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之间的内在关联所决定的。虽然影响和决定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和渠道

多种多样，但在当代，越来越倾向于政绩的合法性，即基于执政者的政绩、绩效来获得民众对自身的认同

和支持，这是政治合法性在当代的民生化转向。就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而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的执政合法性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以及它

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13］但如果过分夸大经济增长或依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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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又会陷入亨廷顿所说的“合法性的困局”。且不说任何一个政府或执

政党都难以保持经济的永续高速增长，单纯的经济政绩也无法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化需求。
“这一切都显示出我们已开始由追求经济增长指数作为合法性最重要的支撑时期，进入一个以民生改

善、国民福祉为取向，把民众生活质量指数作为合法性支撑来源的民生政治时代。”［14］民生政治已成为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新资源。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民生建设的根本保障。毛泽东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从政治

前提和制度保证的层面求得民生的解放; 邓小平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发展经济的方面来

改善民生，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定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准; 江泽民强调通过全面创新来

提升民生水平，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落脚点; 胡锦涛提出以人

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立足点; 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指针。
( 二) 人民至上、共同富裕是民生建设的主体目标

民生也即人民的生活、生计，其人民主体性指向十分明确。而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

就是利益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相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

使自己出丑”。［15］不仅如此，增加民生福祉、满足人民的正当合法利益，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旨归和

目的所在。因此，必须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置于首位，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

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45

人民群众不仅是民生改善的主体，也是民生建设的主体。为此，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

创精神，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民

生建设事业中来，形成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历史与现实充分证明，党的最大优势在于密切联系群众，

党的最大危险在于脱离群众。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党诸多优势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

也是党执政地位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

政能力和执政地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 三) 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是民生建设的第一要务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6］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民生事业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

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需要指出的是，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作为民

生建设的第一要务，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也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

有经济发展了，并且是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地、
自然而然地解决所有民生问题，更不会自动地、自然而然地解决社会分化与收入差距等问题。因为，民

生不是单一的物质利益范畴，而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价值观等众多方面的综合性

范畴，民生发展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改善的过程。
当前，我们已经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且又进入了“后小康时代”。这是一个民生诉求全面升级的

时代，“人民群众的需要日趋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非物质需求更加突出，个性化、自主性以及生活安

全、生活质量、生活意义和生活的可持续性等越来越被人们所看重”。［17］因此，必须树立“大民生”理念，

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上，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使民生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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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在两者关系的定位上，既要破除民生“负担论”，也要超越两者“并列论”，还要坚持“良性互动论”，即经

济发展要优先考虑改善民生，并通过改善民生拉动内需，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内生动力。
( 四) 公平正义、制度创新是民生发展的制度保障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取决于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量和物质产品的丰裕程度，还取决于市场经济

中利益相关者博弈的整合与协调程度，取决于合理有序的利益分配机制。由于一定历史时期可供民生支

配的社会物质财富总是一定的、有限的和稀缺的，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则是多元化的、无止境的和不

断递增的，这种“供—求”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会通过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呈现出来。如何

在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经济建设和民生建设之间寻求一个辩证统一的均衡点和平衡度，化解人们之间的

利益矛盾和冲突，必须依靠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制度安排。且不说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上的体制创新是

民生发展的制度保证，公平正义本身就是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民生建设中的核心部分。为此，还

需要处理好两对关系: 一是在民生权利上，要正确处理好反映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资本—能力”原则与体

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全民普惠”“共同富裕”原则之间的关系。“资本—能力”原则以资本平等、能力平

等作为权利平等的价值尺度和公平原则，这只有在资产阶级法权范围内才是合理的; 社会主义公平是追求

实质的公平，它以“全民普惠”“共同富裕”作为民生权利的价值尺度和公平原则。由于权利永远不能超出

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好“资本—能力”原则与“全民普惠”“共同富裕”原则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

和实践问题。二是在社会发展取向上，要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率与权利公平之间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位

阶关系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当人们生活还不能达到温饱时，生存需要是第一位的，而当人

们的温饱问题解决，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后，人的发展需要则日益重要。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由于经济文

化的落后使得发展生产力成为最重要的任务，突出个人的能力本位和市场的效率优先原则，对于打破原先

的平均主义，加快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公正性。但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的中国，

尤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过大的贫富分化，甚至出现社会利益集团和利益固化的倾向时，就必须把公平

正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此，在政策制定上，要实现由经济本位向民生本位转变; 在人与物、社会与市

场的关系上，要将人的权利、社会的权利置于物的权利、市场的权利之上; 在财政投入上，要实现由经济投

资型向社会保障型( 即财政支出要优先保障社会公共需要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转变; 在政府职能上，实现

由“全能型政府”“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社会保障型政府”转变。
( 五) 充实内涵、统筹协调是改善民生的根本方法

民生发展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民生核心问题，解决民生问题采取的方式方法也

不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的是解决生存性民生问题，采取的方法是

发展生产力; 当生存问题解决后，发展性民生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采取的方法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还

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政治权益在更高水平上的良性互动。因此，统筹协调是解决发展

性民生问题的根本方法。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就提出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思想，认为这是我们历来的

方针。［18］统筹兼顾也是邓小平重要的领导决策辩证法。他的关于“先富、后富、共富”“效率优先，兼顾公

平”“速度、比例和效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改革、发展和稳定”“国家、集体、个人”等辩证统一思想，都

生动体现了统筹兼顾方法。江泽民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全面进步的社会，需要多头兼顾、协调发展，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
胡锦涛把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

开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将统筹协调的方法运用于治国理政和改善

民生的全过程，提出了用“中国梦”统筹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作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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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通过“五大发展理念”改善和发展民生。

注释:
①按照人本论、目标论、实践论等维度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

梳理，受到了吴少进博士论文《马克思民生思想及其中国化探论》的启发。在本文中，笔者还借鉴了吴少进博士的部分材料，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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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entury－old retrospect: the course of explor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thought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its enlightenment

ZHOU Zhishan1， LI Wenlong2

( 1．School of Marxism，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2．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Abstract: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is an important point of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century-old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t is also a new form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which com-
bines history with logic，and academic rationality with reality． To study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thought on
people’s livelihood，we must base ourselves on the practical situation，focus on the historical theme，and
build a dual path． Looking back at the century-old cours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thought on people’s
livelihood，we need to examine it from the multiple fields of human ontology，value goal and practice program．
Summariz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adapting Marxist theory on people’s livelihood to China will provid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us to further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new era，ensuring that the fruit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benefit all in a more equitable way and continue to create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people’s livelihoo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ret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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