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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人民观对儒家民本思想的超越

戴立兴

揖内容提要铱 毛泽东人民观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它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 既包括思想深

刻的人民观点, 也含有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且行之有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以及党的根本宗旨。

毛泽东人民观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 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 根据中国的社会环

境和社会阶级基础, 通过深入研究和积累, 最终形成的可以被验证的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

主张重民、 利民、 从民, 强调老百姓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 作为中国人,

毛泽东受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影响颇深。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 建设的实践中, 又创新和发展

了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 使之有了质的发展与飞跃。 这种超越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 对重民思想的

超越———从 “得民心者得天下冶 到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冶; 对利民思想的超越———从 “不患寡而患

不均冶 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冶; 对从民思想的超越———从 “听政于民冶 到 “群众路线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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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北京摇 100732)。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密切的关联,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毛泽东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 就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 吸取了传统儒家民本思想中

的大量精华, 并在革命、 建设实践中予以创新及扬弃, 提出了极具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人民主体

论、 人民利益论和群众路线论, 把 “为人民服务冶 确立为党的宗旨, 使中国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优

秀内涵与时俱进地放射出时代光芒。 毛泽东人民观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 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 实现了对儒家重民思想的超越

———从 “得民心者得天下冶 到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冶

摇 摇 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 民众是立国之本, 主张重民。 历史地看, 在总结治乱循环经验的基础上,
我国历代统治者大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握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冶 的基本准则。 而古代先进政治思想家

也从农民起义中看到人民中蕴含的巨大力量, 并用理论的形式加以阐释。 从孔子 “仁冶 的思想看,
其本质是为维护旧的政治秩序服务的。 虽然孔子也提出了一系列强调德治的改良措施, 但其指向都

是为了维护旧秩序所强调的君尊民卑的政治现状。 概而言之, 在如何处理君民关系的问题上, 孔子

只是在民制约君、 君依赖民的关系层面上肯定民的地位与作用。 因此, 儒家的民本思想有其积极合

理的意义, 但它的核心问题是维护封建的剥削制度, 其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 在儒家思想看来,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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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民, 是指封建专制统治下的老百姓, 包括士农工商四个阶层, 其实质不过是从君主的视角居高

临下地看待民意罢了。 事实上, 《论语》 中就有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冶 等诸多愚民、 卑民的

观点。 儒家思想提出给予民众一定的参政议政权, 但这种有限的权利必须依赖君王的恩赐。 所以,
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 “政之所从出, 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冶淤。

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的伟大之处, 在于其不是简单地 “从民冶, 而是强调 “国家主权在民冶, 把

各项民主权利真正赋予人民, 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监督政府、 真正参与政治, 其目的是建立和

实现最广泛的、 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民主。 即是说, 两者的区别在于: 传统儒家思想虽强调 “民惟邦

本冶, 但这里的 “民冶 具有为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工具性质, 服务于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最终目的; 毛

泽东则主张 “为人民服务冶 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 把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放在党的各项工作的

首位,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
第一, 毛泽东充分肯定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传统民本思想固然承认 “民冶 在政

治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 但终究是为了更好地去治民。 毛泽东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则创造

性地提出: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冶于 这一深刻精辟论断, 高度概括了毛泽

东关于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内涵。 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 毛泽东提出, 一方面, 社会物质财富是由

人民群众创造的。 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时代, “不但地主、 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

活, 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 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 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

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冶盂。 而且, 正是因为有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财富, 才有了

中国社会变革的坚实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 精神财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在谈到文化产品的生产时,
毛泽东认为, 首先,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 农民没有文化。 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
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 不是别的, 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冶榆。 其次,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

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 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 是粗糙的东西, 但也是最生动、 最丰富、 最基本

的东西冶虞。 毛泽东进而认为, 这种 “矿藏冶 是文学艺术产生的 “唯一冶 源泉。 毛泽东还曾说道,
有很多文学作品是 “老百姓的歌冶, 是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反映了他们的劳动与生

活, 比如 《诗经》 的 “风冶 诗就是。 最后, 在谈到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时,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指出,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伟人或属于或出身于劳动人民, 他们是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文化的主体力量。

第二,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变革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毛泽东认为: “在中

国封建社会里, 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 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 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

力。冶愚 当深受压迫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 只有用暴力手段去推

翻旧的政权。 当新政权建立起来以后, 新的当政者必然会采纳、 实施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 举

措, 农民斗争的作用在此得到体现。 及至近现代, 革命的主体力量仍然是人民群众。 毛泽东说:
“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但是这许多人中间, 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 是革命

的骨干呢? 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冶舆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以后, 毛泽东

领导我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 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积极性得到史

·72·

毛泽东人民观对儒家民本思想的超越

淤
于
盂
榆
虞
愚
舆

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年, 第 5 页。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 1031 页。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 624 页。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 39 页。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 860 页。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 625 页。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 562 页。



无前例的发挥, 从广度和深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 此外, 毛泽东认为, 人民群众的革命、
解放、 建设都要靠自己, 共产党不能搞 “包办冶 或 “代替冶, 这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

创造者的思想精髓。 毛泽东一贯认为: “有许多时候, 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 但

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 群众还没有决心, 还不愿实行改革, 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冶淤 当

然, 毛泽东要求全党都要做到既相信群众, 也不能落后于群众, 更不能做群众的 “尾巴冶。
第三, 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毛泽东在 《青年运动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和

《论联合政府》 等文章中, 先是提出了 “建立人民民主主义制度冶 的设想, 进而提出新中国应当建

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 新中国建立前后, 毛泽东又撰写了 《论人民民主专政》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等文章, 这些文章系统阐述了他的人民民主思想, 对适合中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 人民民主, 即 “让人民当家作主冶, 是毛泽东提出的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核心内容。 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文中, 毛泽东高屋建瓴

地提出要审慎地、 妥善地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在这篇文

章中, 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具体方针, 如按照 “统筹兼顾、 适

当安排冶 的方针处理经济生活中的问题, 把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冶 确立为新中国的文艺方针等。
突出强调依靠人民监督反对腐败, 是毛泽东人民观的重要内容。 1945 年, 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 “延
安窑洞对冶 中, 提出破解历史兴衰 “周期率冶 的方法就是发扬民主、 让人民监督政府。 中共成为执

政党以后, 毛泽东对防范党内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 主观主义的滋生保持高度的警惕, 将其视为共

产党面临的最危险敌人, 提出了 “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冶于 的重要思想。

二、 实现了对儒家利民思想的超越

———从 “为政利民冶 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冶

摇 摇 儒家的政治学说, 就是民为邦本、 为政利民的学说。 儒家鼻祖孔子教导他的弟子从政的一个主

要原则就是: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冶 孟子请教子思: “牧民何先? 子思曰: ‘先利之。爷冶 把利民摆在

为政的首位。 儒家为政利民思想随着众多的思想家、 政治家的反复强调与实践, 使之成为传统治国

的基本思想和历代开明政治家所奉行的为政准则。 比如, 唐太宗自称每出言行事, 都要考虑 “于百

姓有利否?冶 并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 “存百姓冶 的政策。 但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 儒家的利民思

想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到了近代, 一些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思想家、 政治家, 把为政利民思

想推向新的阶段。 其中孙中山提出了使人耳目一新的主义——— “民生主义冶, 其实质就是施政为民。
他的这种思想已十分接近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境界了。

对于以上儒家思想, 毛泽东给予客观的评价, 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传统的 “利民冶 思想升华为中

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并且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好中国人民根本

利益的极端重要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 “为人民冶 的利益 “服务冶, 它与 “为人民谋利益冶 在

本质上是一致的。 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对儒家利民思想的超越,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
首先, 毛泽东认为, 人民群众是物质利益的主体, 因此, 党的所有工作都要以服务于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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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毛泽东强调, 共产党员要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一刻也不脱离群

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冶淤。 不同的价值取向代表不同阶级的价值目标。 “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

一个根本的问题, 原则的问题。冶于 历史地看, 即使是封建王朝中的一些君王、 大臣也通过历史上的

朝代更替认识到, 要想维护和巩固自身的统治、 推动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 给予民众一定的好处与

福利, 实施一些利民与惠民政策是必不可少的。 但封建统治阶级最终是将这种利民思想作为控制、
麻痹民众的统治工具和手段, 其目的在于安抚民心、 稳定政局。 而毛泽东思想中所指的人民具有鲜

明的阶级性, 主要是指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劳动人民。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剥削阶级政党之处在于,
在党的工作中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 在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前提下做好工作, 自觉

地将自己视作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周恩来指出, 毛泽东利益观的最大特点 “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

是照顾大多数, 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冶盂。 总之, 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

毛泽东人民观所反复强调的第一位的原则, 在价值主体上, 人民概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其次, 毛泽东认为, 必须把给予人民物质福利视为党的根本路线。 青年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

出: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冶榆 1925 年, 针对 “为什么要革命冶 这一问题, 毛泽东提

出革命为的是让人民获得经济上的幸福。 土地革命时期, 毛泽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
他提出,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冶虞。 即便是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也

多次告诫, 为保护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要处理好政府、 军队向人民 “要东西冶 和 “给东西冶 的

关系, 决不能搞竭泽而渔那一套。 为此, 他提出了 “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 减租减息、 精兵简政冶
等方针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多次提出,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

活水平。 此外, 毛泽东还指出, 人民利益是具体的, 为人民谋取利益不仅指的是谋取经济利益, 还

包括政治、 文化利益。 同时, 毛泽东还十分关注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 即使是在艰

难的战争年代, 他也十分注意要 “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 吃饭问题, 住房问题, 柴米油盐问题, 疾

病卫生问题, 婚姻问题。 总之,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 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冶愚。 始终强调

物质利益的人民性, 反映了毛泽东人民观的真知灼见。
最后, 毛泽东将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视为衡量共产党人一切言行的最高标准。 由于儒家传

统利民思想的目的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 因而在当时的社会是难以实现的。 其原因在于, 利民

思想与封建剥削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 反映了儒家传统利民

思想的失败。 毛泽东人民观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并且将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一切行为的根

本出发点, 从而与儒家利民思想在根本上区别开来。 毛泽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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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舆 一方面, 共产党的

各项决策, 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要求。 1941 年, 党外人士李鼎铭最早提出了 “精兵简政冶 的建议,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采取了虚心接受的态度并在边区积极推行。 毛泽东后来评述道: “ ‘精兵简政爷 这

一条意见, 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 他提得好, 对人民有好处, 我们就采用了。 只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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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 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 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冶淤 另一方

面, 符合人民利益是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该遵循的人生价值标准、 最高道德准则、 生死观标准。 在

《为人民服务》 一文中, 毛泽东说: “为人民利益而死, 就比泰山还重; 替法西斯卖力, 替剥削人民

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 就比鸿毛还轻。冶于 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创造性运用与贡献,
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

毛泽东的以上论述, 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高尚利民观, 充分表明了中国

共产党的性质、 宗旨和使命的实质所在。

三、 实现了对儒家从民思想的超越

———从 “听政于民冶 到 “群众路线冶

摇 摇 民意不可违, 是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点, 顺民意即是顺天命。 基于这种认识, “水能载舟, 亦可

覆舟冶 成为历代统治者自励的著名警句。 汉代王充也提出了 “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冶
的思想, 启示为政者要走出庙堂, 到草野和江湖中的民众那里去观察、 听取意见。 著名思想家黄宗

羲赋予民本思想以新的民主主义色彩, 提出了 “天下为主, 君为客冶 的主张。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

出, 封建统治者也好、 民本思想家也好, 其政治立场都是高度一致的。 表面上看, 他们认为, 应当

将一些参政权利交付给民众, 事实上却千方百计地阻挠民众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去。 显而易见,
儒家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所谓 “听政于民冶, 只是将一些形式上的参政权利交付给民众, 实际上民众

不可能真正拥有这些政治权利。
毛泽东提出的群众路线, 将 “听政于民冶 思想提升为共产党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冶 的基本领导方法, 既沿袭了儒家思想中的精髓, 但又与儒家思想不同的

地方是, 这里的民主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 而不是在专制统治下的民主。 最

为经典的是毛泽东把党群关系比喻为 “鱼水冶 关系。 毛泽东认为, 共产党犹如鱼, 人民群众犹如

水, 共产党离开了人民群众就难以生存。 毛泽东对于这种 “鱼水冶 关系的比喻, 远比唐太宗李世民

等所提出的 “舟水关系冶 在认识上更为深刻, 也更加生动形象地揭示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基于这样的认识, 毛泽东将君主政治中的 “听政于民冶 升华为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从

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冶 的群众路线, 实现了对儒家从民思想的超越。
一是群众路线解决了价值主体问题。 “一切为了群众冶 是党的群众观点最核心的内容, 它表明

我们党的价值主体只能是人民群众, 这也是群众路线的出发点。 所以, 毛泽东强调: “为什么人的

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原则的问题。冶盂 “一切依靠群众冶 回答的是共产党以哪一个阶级作为阶

级基础的问题, 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的运用。 毛泽东认为: “只要我们依靠人民, 坚决地

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因而信任人民, 和人民打成一片, 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
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 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冶榆 依靠群众, 就要求共产党必须尊重群众, 这样

才能够团结人民群众, 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 否则, 企图用 “代替冶 或 “包办冶 的方法, 而不是让

群众自觉、 自愿地参与到革命、 建设中来, 那是决不会成功的。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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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说明了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根本政治立场。 由此可见, 实行群

众路线的前提是人民必须当家作主, 这就从价值主体上与儒家从民思想划出了原则性的界限。
二是群众路线确定了党领导群众的原则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继承儒家从民思想的基础上, 创

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的重要思想, 提出了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作为一种领导方

法, 群众路线集中体现了人民民主思想的要求。 毛泽东提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冶 的论断, 从根本

上表明, 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 又是认识的主体。 在方法论层面, “从群众中来冶 是讲党的路

线、 方针、 政策都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实践, 并在对人民群众的实践素材进行提炼、 总结中得出来

的; “到群众中去冶 是讲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是否得当, 只有拿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才能得到验

证, 进而得到完善、 发展。 正如毛泽东所说: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 凡属正确的领导, 必须

是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冶 而且, 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也不可能是简单的 “从群众中来, 再回

到群众之中冶 的单维度过程, 而是 “无限循环, 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 更生动、 更丰富冶淤。
三是群众路线解决了领导与群众的有机融合问题。 实践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的实践。 群众路线

的认识方法揭示了党的领导认识活动同人民群众的认识活动之间的关系, 即: 一方面, 党实现领导

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活动, 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活动为党的领导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和理论

基础。 党如果想从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到实践活动中存在的客观规律和真理, 需要虚心从人民群

众的实践活动中总结经验。 另一方面, 党的领导又超越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活动。 能够实现这一

点的原因在于, 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实现了正确的集中, 即通过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冶 的不断改进发展, 达成了系统的意见, 从而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在

这之后,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识理论又不断地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进行实践和检验并得以改

进。 所以, 从根本上说, 从群众来, 到群众中去, 即 “群众—领导—群众冶 的过程, 就是 “实践—
认识—实践冶 的过程。 所以, 尊重实践, 尊重群众, 就是尊重唯物论、 辩证法。

总之, 毛泽东在精神上始终保留着一条维系自我心灵世界与民族文化传统相联系的脐带, 他的

理论创造使得儒家民本思想实现了质的升华和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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