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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和引导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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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促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不仅要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而且还要正确理解和引导这种需要。 回顾思想史可以看出, 美好生活与幸福内在一致, 指向人们对

于生活肯定的、 愉悦的、 质的感受, 是一种良性的、 理想的存在状态。 当前我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

要具有高度复杂性, 以前没有被突出的 “软需求冶 逐渐上升为刚需, 并呈现出显著的比较特征, 但

一些重要因素却没有被广泛认知。 而且,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永无止境, 不同阶层的美好生活需

要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 我们必须引导人们严肃地对待美好生活的诉求, 从思想与现实

角度正确理解 “美好生活冶, 更加注重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重视大众文化对美好生活的影响, 在实

现中国梦中超越 “美美冶 冲突以创造共同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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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 早在中共十八届中央领导机构成

员当选之初就已宣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十九大报告开宗明义: “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冶, 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十九大报告中 14 次提到 “美好生活冶, 5 次提到 “幸福冶, 并以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

奋斗冶淤 结束。 可见, 究竟什么是美好生活? 这是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 准确把握新

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同时, 现实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本身具有高度

的复杂性, 我们不仅要通过改革、 发展努力加以满足, 还必须加以正确引导。

一、 何为美好生活的思想史理解

在汉语中, “美冶 “好冶 都是会意字, 《说文解字》 分别解释道: “美, 甘也。 从羊从大。 羊在

六畜主给膳也。 美与善同意冶; “好, 美也。 从女子冶。 也就是说, “美冶 本意是羊大肥美, “好冶 本

意指女子貌美。 “美好冶 二字并用, 最早见于几乎同时代的两篇著述中。 在 《庄子·杂篇》 中,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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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盗跖 “生而长大, 美好无双冶, “长大美好, 人见而说之冶; 在 《九章·抽思》 中, 屈原反复咏唱

“憍吾以其美好兮冶。 两篇中的 “美好冶 都是指容貌漂亮, 后来含义才发生了引申。 总体上看, 在汉

语语境中, “美好冶 一直用以表达带来愉悦心情的事物, 美好生活就是能带来愉悦、 快乐的生活。
这与中国文化悦纳万物、 享受生活的乐感特质有着极大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

各主要流派都围绕美好生活及其实现展开了思索和筹划。 《诗经》 率先期待 “民亦劳止, 汔可小康冶
的 “小康冶 生活, 期盼能够 “适彼乐土冶。 《礼记》 描绘了 “大同冶 景象: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

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

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 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

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冶 这是儒家的美好生活理

想。 老子则推崇 “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冶 的 “小国寡民冶 状态。 这些都表达了古代中

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向往。
在西方, 何为美好生活以及美好生活何以可能, 从古希腊开始就一直是伦理学、 政治哲学的主

题。 苏格拉底强调人生的省察, 将哲学视为美好生活的向导, 认为追求智慧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则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 中对美好生活及其何以可能作了系统的经典论述。 综观亚氏的

论述, 美好生活是人们在拥有中等财富———一定的生活必需品 (即他所谓的外在的善) 之后, 经过

深思熟虑选择的生活方式和活动; 这种生活不是手段, 而是以自身为目的, 是最高的善, 是人们追

求的终极意义, 是 “eudaimonia冶 (幸福)。 他认为, 大多数人, 无论是一般大众还是出众的人, 都

会把幸福理解为生活得好。 换言之, 美好生活和幸福是内在一致的。 从其词源上讲, “eudaimonia冶
包含 “eu冶 (好的或善的) 和 “daimon冶 (神灵、 守护神), 亚里士多德强调, 最完善的幸福是只能

以人自身中神性的东西才能过上的生活, “即使幸福不是来自神……它也仍然是最为神圣的事物冶淤。
可见, 与中国偏重感性相比, 西方从一开始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就有一种神性、 灵性的维度。 亚里士

多德还进一步指出, 幸福美好生活不等于物质满足, 最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智慧或沉思的生活; 幸福

美好也不等于消遣和快乐, 而是合乎德性的活动, 也就是说幸福美好不仅在于活得好, 还要做得好;
幸福美好不能靠运气和恩赐, 而要靠学习和实践; 幸福美好不能只靠个人达到, 而必须在公共生活

中, 由政治学来把握。 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美好的理解在西方文化中至关重要, 影响直至今日。
在基督教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中世纪, 思想家视上帝为幸福美好的本原, 认为人只有通过接近

上帝才能获得幸福美好。 启蒙运动以对基督教的批判事实上开启了近代西方对幸福美好生活的重新

理解。 经过启蒙运动, 人们形成面向未来的现代性信仰, 今胜于昔、 未来优于现在、 无限进步的乐

观信念和可以计量的科学理性观念, 开启了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现代化进程。 其中内蕴着对发展

的追求, 但这种发展长期以来被理解为经济增长。 这带来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人与自身的诸多

严重问题, 并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追求真正的美好生活或良性生存内在地构成了当代西方哲学家思

索的焦点。 胡塞尔强调回归 “生活世界冶, 海德格尔期待 “诗意地栖居冶, 弗洛姆呼唤 “重生存冶 的

生存方式, 马尔库塞主张 “审美革命冶, 哈贝马斯反抗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冶, 等等, 都是如此。 对

发展的反思也使得发展伦理学应运而生。 与阿马蒂亚·森提出要 “以自由看待发展冶 的观念不同,
德尼·古莱在其名著 《发展伦理学》 中鲜明地指出, 发展主要涉及的是有关 “什么是美好生活冶 的

内容。 他认为, “虽然在某些方面, 发展本身是追求目的, 但在更深层方面, 发展从属于美好生

活冶, 而 “最大限度的生存、 尊重与自由冶 是人们追求的美好生活目标; 美好生活必须通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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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冶 足够的物品, 但物品富足并不等于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和幸福根本一致: “如果不联系人类

幸福的内涵, 就不可能做出生活质量高下的判断冶。 他认为, “在伦理道德上合情合理的唯一发展目

的是使得人们更加幸福。 这也是在伦理道德上合情合理地不要发展的唯一目的冶淤。
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 本质上就是为人类争取美好生活的事业。 马克思在高中阶

段就立下为全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志向, 认为 “在选择职业时, 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

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冶, “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 经

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冶于。 这也成为马克思一生的注脚。 青年马克思还

从哲学人类学的高度指出,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 而人却懂得按照

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 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因此, 人也按照美的规

律来构造冶盂。 事实上, 马克思提出了一条人类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普遍原理: 人只有超越动物本

能的需要, 反思性地遵循美的规律亦即按照自由的规律 (任何一个种的尺度) 进行实践, 生活才可

能是真正美好的, 这也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 然而, 在资本主义社会, 人的需要受到资本的深刻宰

制, 沦为非人的需要, 甚至异化成为资本的需要。 结果, 人的生活变成一种非人的、 物的生活。
“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 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冶, 国民经济学家 “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

维持最必需的、 最悲惨的肉体生活冶, “把这样的生活宣布为人的生活冶榆。 在马克思心中, 全面的、
高级的、 美好的需要构成真正的人的生活的本质维度。 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必须被超越, 就在于它

从根本上扭曲或消解了人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而也彻底抛弃了实现真正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推翻资

本主义、 扬弃异化, 正是为了告别人类的 “史前时期冶, 使人们真正的美好生活成为可能。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认为, 真正理想的美好生活是建立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 交往普遍化、 人民

觉悟极大提高的基础上的, 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即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冶虞。 真正的幸福不是可怜的、 有限的、 自私的乐趣, 而是整个人类的解放; 这种幸福

美好不是天堂的允诺和应该确立的状态, 而是通过改变现存世界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达到的;
当然, 达到完善的幸福美好需要经过不同的阶段,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目前正

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从根本上说, 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扬弃, 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让

人民过上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真实美好的生活。 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同一个历

史进程。 这也构成了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一以贯之的深层逻辑主线。 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

斗争, 完成了使人民获得解放的历史任务, 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美好奠定了根本的前提。 40 年波澜壮

阔的改革开放, 让中国人民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美好生活, 特别是物质生活方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 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为人民谋幸福、 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生动体现。
总的来说, 美好生活 (good life) 与幸福 (well being) 虽各有侧重, 但本质一致, 都指向人们

对于生活积极肯定的、 愉悦的、 质的感受, 是一种良性的以至理想的存在状态, 是人们生活的意义

所在, 其他一切都不过是这一状态的具体展现, 或者是实现这一状态的手段。 无疑, 当代中国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追寻与创造, 一定有其特定的情境, 但都应该以上述公共理解作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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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复杂性

当前, 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 总体上实现了小康, 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中国已经从站起来、 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新阶段、 新时代。 这就意味着, 人们幸福美好生活需

要的物质保障已经基本具备。 或者说, 事实上, 人民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美好生活, 他们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其实是对更美好生活的需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一方面, 人们对物质文化生

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期盼有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 更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更

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环境、 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冶淤; 另一方

面, 在民主、 法治、 公平、 正义、 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 质言之, 当前中国人民的

美好生活需要, 是新时代较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当前考察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们需要特

别注意其具有的如下几个特点。
1. 以往没有被突出的 “软需求冶 逐渐上升为刚需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需要就是人的本性, 历史的发展与人的需要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需要的丰

富与提升是人们生活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动力。 同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进步相伴随, 人们

的生活需要也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 例如, 人们对民主、 法治、 公平、 正义、 环境以及安全感、 获

得感、 幸福感的需要, 特别是尊严、 体面、 自由等主观色彩很浓的需要, 还有提升自身文化素质、
追求全面发展的需要等日益凸显, 这些成为衡量生活是否美好的重要因素, 而不再是简单的物质文

化需要的满足。 这些 “软需求冶 只有被充分地尊重、 理解和满足, 人们的生活水准和生活满意度才

能有明显的提升, 而这又将反过来促进社会的安定、 和谐与发展。 否则, 即使经济发展了, 人们对

生活的获得感、 满意度和幸福感也可能停步不前, 甚至还可能出现倒退。 我们做工作必须说服人,
掌握群众。 马克思指出: “理论只要说服人 [ad hominem], 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

说服人 [ad hominem]。 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冶于 因此, 转变

观念, 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这些新的变化入手, 我们的工作才能更加顺利地展开并富有成效。 当

然, 同时也必须注意到, 以往的 “硬需求冶 或者说物质需要仍然存在, 并将持续变化与发展, 也不

能忽视和松懈, 而应给予更高水准的满足。 它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性维度, 而且构成 “软需

求冶 及其实现的根基。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比较的特征

比较不仅是生活中的常事, 而且对生活本身同样适用。 人类总是生活于对其比较之中, 在很大

程度上, 幸福美好生活就是比较出来的。 一方面, 人们的美好生活、 更美好生活是与自己的过去比

较而言的。 在人们拥有比以前更好的生活之后, 就会把这种更好的生活作为生活的 “常态冶 加以确

认, 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 一切不符合这种 “常态冶 的生活细节都被视为反常。 这种比较具有强烈

的不可逆性, 以致任何细小的倒退都可能被看成极大的不美好。 因此, 持续提升人民美好生活水准

也就成为政党执政、 阶级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 在一个信息日益公开、
透明的时代, 人们的美好生活还与 “他者冶 即别人、 别的单位、 别的行业甚至是别的国家进行比

较。 很多时候, 人们不是将生活跟自己的过去相比, 发现当下生活的 “美好冶; 而是跟他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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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看到自己生活中的 “不美好冶。 马克思曾经以住房为例对此作出生动的分析: “一座房子不管怎

样小, 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 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 但是, 一旦在这座

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 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 这时, 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

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 并且, 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 只要近

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 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

适, 越发不满意, 越发感到受压抑。冶淤 随着社会交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美好生活需要的这种比较

特征愈加强化。 人们能够更为迅速、 清楚地掌握他者的美好生活状态, 美好生活的 “历史水平线冶
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与此同时, 生活中的 “不美好冶 也在这种背景下加倍暴露、 凸显出

来, 成为不堪忍受的对象。
3. 一些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没有被广泛认知

人既是生理的存在, 也是心理的存在, 还是心灵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把幸福 “规定为灵魂的一

种特别的活动冶, 认为它是一种 “高尚 也高贵页 行为冶于。 即便是被称为快乐主义幸福观鼻祖的古希

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认为, 幸福除了肉体无痛苦外, 还需要灵魂的宁静。 没有内心的宁静, 没有精

神的诗意, 就不是真正的幸福美好生活。 现在中国人普遍认识到生理、 心理层面的满足对于幸福美

好生活的重要性, 很多人还认识不到幸福美好生活最为根本的是要让心灵得到安顿、 精神拥有家园。
在很大程度上, 这正是一些人没能感到幸福美好乃至感到不幸福、 不美好的重要原因。 黑格尔曾经

深刻地指出: “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 现实上很高的利

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 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 因而

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 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

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 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冶盂 这大抵也可以用来解释刚刚走出物质贫乏时

代的中国人, 对美好幸福生活的理解为什么大多比较感性和物化。 但是, 我们毕竟经过 “富起来冶,
已经进入 “强起来冶 阶段, “强起来冶 就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准全方位的提升, 以往被相对忽视的美

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更根本的因素应该得到凸显。 否则, 不懂得美好生活的真谛, 就谈不

上实现美好生活。
4. 在自在状态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永远没有止境

“美冶 和 “好冶 从来都是相对的, 总是有程度之别的。 “美好生活冶 亦如此。 “美好生活冶 虽然

并非一个文学概念, 而是一个严格的伦理学、 政治哲学概念, 但中文情境下的使用事实上激发了人

们的丰富想象, 打开了一个无限延展的可能空间。 然而, 生活和历史的经验都告诉我们, 有美好和

更美好, 但不会有最美好。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 满足需要的

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冶榆。 一定程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促成

现实的美好生活, 但现实的美好生活又总是生成新的、 更高的美好生活需要。 同时, 作为新时代社

会主要矛盾的另一方, 不平衡不充分其实是发展面临的永恒问题, 通过不平衡不充分到新的平衡充

分再到新的不平衡不充分, 如此往复, 螺旋式前进, 发展才成为可能。 否则, 彻底、 绝对的平衡和

充分也就意味着发展的停滞或终结。 因此,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可能被绝对地满足, 对此应有清醒

认识和充分心理准备。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终点, 永远在路上。 当然, 从较低层次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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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活需要到较高层次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 本身就是美好的。 而且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深层、 强劲而持久的动力。
5. 不同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

同为中国人,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天然具有相通、 相同的方面。 然而, 矛盾无处不在, 当前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存在着 “人民内部矛盾冶, 而且有时还比较激烈。 不可否认, 由于社会阶层、
群体的高度分化, 利益多元化、 价值观多样化成为客观事实, 利益冲突、 价值观矛盾在所难免, 不

同阶层、 群体、 个人从自身出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时有冲突。 例如, 生活中常见所谓 “邻避效

应冶 ———人们反对将有可能损害身体健康、 环境质量、 资产价值也即有可能妨碍自己美好生活的设

施 (如化工厂、 核电站、 垃圾场、 殡仪馆等) 建设在自家附近, 但并不反对其建在别处。 再如, 北

京为了本地居民的美好生活而大规模疏散外来务工人员, 其实外来务工人员正是为了自己及家人的

美好生活才来到北京。 凡此种种, 客观上凸显出一个 “谁的美好生活冶 的问题, “美美冶 矛盾、 诸

善冲突的问题。 大家都追求美好生活, 结果却因为各自的美好生活之间存在冲突而美好不起来。 在

某种意义上, 这就是从主体角度理解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它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一个十分突

出的问题。 甚至可以认为, 这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展现, 而对它的解决也成为进一步推动中

国社会发展, 真正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关键。

三、 正确引导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美好生活概念的模糊性和在中国当前现实中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复杂性表明, 人民的美好生活

需要不仅有一个如何满足的问题, 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引导的问题。 较之满足, 引导甚至是更具前提

性的向度。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并非如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 只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次要方

面, 只需或只能被动、 消极地等待满足。 相反, 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是否能够真正走向美好, 也规

约着发展的取向与内容。 有什么样的需要, 就有什么样的发展。 从而, 美好生活需要在相当程度上

形塑了社会主要矛盾及其破解之道。 遗憾的是, 现实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往往是未经反思和批

判的, 不同程度地包含不合理的因素与内容, 甚至可能存在虚假和错误的 “美好冶 生活需要。 慎思

明辨, 抓住本质和关键, 为人们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提供精神指引和智慧启迪, 这正是新时代思

想文化工作新使命的重要内容。
1. 引导人们从理论与现实角度正确理解 “美好生活冶 及其 “需要冶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 这是一个科学判断和一项庄严承诺。 何为美好

生活, 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科学梳理和系统论述, 以正本清源, 引导人民严肃认真地对待幸福、 美好

生活诉求。 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并不是天然合理的, 也不是永远合理的, 更不是绝对合理的, 因而,
必须始终加以批判性考察。 建构关于美好生活及其需要的科学理论, 以之分析当前人民的美好生活

需要, 进而引领人们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对自身的美好生活需要展开反思, 对于这种需要的更好实

现必定富有裨益。 同时, 历史性是人之存在的基本规定性, 也是美好生活的基本规定性。 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定是以既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的, 超越历史阶段和现实条件的 “需要冶 及其

“满足冶 都只具有抽象的可能性, 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

“强起来冶 的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但我国仍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一现实没有改变, 这依然是我国最大的国情和最大的实际。 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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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牢牢立足于这样的国情和实际, 尽管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但只能相对而非绝对地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 或者说, 人们只能一定程度地实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因此, 当我们谈到人民对

民主、 法治、 公平、 正义、 安全、 环境以及尊严、 体面、 自由等方面的新需求时, 不宜超越历史阶

段, 把人们的胃口吊得高高的, 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向人们讲清楚, 避免使美好生活需要 (needs) 被

理解为美好生活 “想要冶 (wants)。 在此基础上, 校正、 塑造和提升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 使之达至

更高的合理性与现实性, 这是我们必须长期秉持的理念与坚持的原则。
2. 引导人们更加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以获得幸福美好生活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反对将幸福美好简单地等同于物质满足的快乐, 而是强调人内在素质、 境

界的重要性。 康德 “德福一致冶 的思想对于当代人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他认为, 人要获得幸福生

活, 就必须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德性与能力。 也可以说, 只有自觉地全面发展自身, 才配得上真正的

美好生活。 真正的幸福美好来自人的德智体美等各方面充分、 自由、 和谐、 整体的发展即人的全面

发展, 或者说, 人们对幸福美好的追求归根到底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这也正是马克思所揭

示的幸福美好生活的真谛所在。 面对目前人们容易对幸福美好生活作感性、 物化、 外在理解的实际

情况, 我们要更多地强调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内涵, 强调美好生活对人的精神文化素养的要求, 使

人们深切地体察到, 只有不懈提升增进美好生活的素质与能力才能达到美好生活。 当然, 对美好生

活不能只有意愿、 停留于向往, 而必须使自身的素质、 能力即本质力量对象化, 实实在在地改变尚

不完美的世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人人都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 但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
幸福美好生活不会从天而降, 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 一切幸福美好都要靠奋斗实现, “人世

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冶淤。 而且, 奋斗本身就是人的发展过程, 被正确理解的奋

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3. 高度重视大众文化对人们美好生活的影响

我们所生活的现时代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大众文化时代。 以媒体特别是新媒体为载体的大众文化

时时处处无缝地满足着大众的精神需要, 对大众的认知、 理解、 价值观产生着最贴近而深刻的影响,
当然也就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以及诉求的维度、 层次和缓急。 不认真应对大众文化

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形塑, 就不可能引导人们生成合理的美好生活需要。 当前, 大众文化普遍存在过

于商业化、 娱乐化、 虚拟化的问题, 一定程度地扭曲了人们的生活需要, 甚至有些极端消极的大众

文化还起到一种反向 “启蒙冶 作用, 使人沉湎于一种没有激情的感性, 一种貌似理性的麻木不仁。
我们必须下大气力真正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统摄、 引导、 借助大众文化, 帮助人

们形成具有更高合理性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中, 特别需要呼唤一种新感性 (New Sensibility) 启蒙,
超越缺乏激情的旧感性和缺乏人文的旧理性, 使人们恢复生命感受力, 提升理性反省力, 重塑生活

审美力, 从而唤醒人们追求和创造真正美好生活的能力。 马克思曾经说, 人是感性、 对象性的存在

物, 也是有激情的存在物, “激情、 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冶于。 这种再度启蒙的

感性, 必将是人们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力量。
4. 引导人们在实现中国梦中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都认为, 真正的幸福美好生活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 在共同体之外,
人的生存都成问题, 更遑论幸福美好生活。 当然, “虚幻的共同体冶 并不能让人迎来真正的美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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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唯有 “真实的共同体冶 才能使人达成所愿。 在当今中国, 因为利益、 价值、 兴趣多样化而存在

“各美其美冶 “美美冶 冲突的情况下, 更需要一种超越个人对幸福美好生活追求的共同幸福美好生活

的追求, 即超越 “诸善冶 的 “公共善冶, 那就是以共同的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来凝聚和

维系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对于中国人民

而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追求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 是当前最真实的共同体, 从而也是最有益于实

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内在一致。 在这个共同体的

发展和复兴过程中, 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得以满足和升华。 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就是

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 将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创造有机地融汇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中, 是中国人民实

现美好生活的基本路径。 同时, “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 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上, 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 千家万户都好, 国家才能好, 民族才能好冶淤。 在这个意义

上, 人们创造自己的幸福美好生活, 也就为民族复兴贡献了力量。 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之日, 也

就是中华民族通达伟大复兴之时。
事实上,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当今世界上的其他执政党, 她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也为人类进

步事业而奋斗, 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

整时期和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面临更多共同风险挑战之际, 中国共产党从自己的初心和人类整体利

益出发, 首倡和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就意味着, 我们所理解的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具有了更为广泛、 丰富的内涵, 即让全世界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题中

应有之义。 当然, 立足中国当今的现实国情以及复杂的世界局势, 如何实事求是地处理好中国人民

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 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2] 也古希腊页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 年。

[3] 《康德著作全集》 第 5 卷, 李秋零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4] 也美页 赫伯特·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 李小兵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5] 也英页 弗格森: 《幸福的终结》, 徐志跃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6] 李泽厚: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年。

[7] 也印度页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 任赜、 于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8] 也德页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陈嘉映、 王庆节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年。

(编辑: 刘摇 影)

·231·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 年第 8 期

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年, 第 35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