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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把井冈山精神概括为“坚定执着

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4 个维度。其中“坚定执着追理想”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科学性；“实事求是闯新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实践

性；“艰苦奋斗攻难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时代性；“依靠群众求胜利”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理论品格的人民性。井冈山精神是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生动反映。
[关键词] 井冈山精神；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8）12-0091-05

2016 年 2 月 2 日，习近平在井冈山考察时指

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
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

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1]这一讲

话是对井冈山精神的高度总结和概括。井冈山精

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是引

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伟大

指引。正是在井冈山精神的鼓舞下，中国共产党艰

难完成了思想转变史、革命斗争史和艰苦创业史。
具有丰富内涵的井冈山精神从科学性、实践性、时
代性和人民性 4 个方面，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生动反映。

一、“坚定执着追理想”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理论品格的科学性

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品格。习近

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是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则是对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运用，是建立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客观把握

和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之上的精神成

果。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

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3]875 井冈山的

斗争，如果没有科学理论做指导，在极其艰难困苦

的条件下，信念和意志就可能动摇甚至会有人放弃

所追求的理想。因此，“坚定执着追理想”的井冈山

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品格的具体呈现。
首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信念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刻认

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革命形

势处于白色恐怖和血雨腥风之中。面对严峻的革

命形势，不少人理想信念动摇，甚至叛变了革命，

但是仍有许多愿意追求真理的革命者坚持了下

来，并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转战井冈山，开启了建

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尝试。但是革命队伍中

仍然存在着各种疑问，特别是悲观主义情绪和理

想信念动摇等问题尤为突出，尤其是关于“红旗到

底打得多久”、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

何等问题，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从思想和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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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明确回应，以便统一思想，坚定信念，将革命

引向深入。毛泽东审时度势，对这些问题逐一给予

了解答。1928 年 10 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

二次代表大会上对革命道路和革命前途进行了认

真分析，从全国革命形势、社会政治背景、红军的

存在和党的组织领导等方面，客观分析了红色政

权能够存在的原因和策略。针对革命高潮是否到

来和“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用“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作了形象比喻。在分析了革命发

生的主客观因素及其必然性后，他形象地指出：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

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

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

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

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

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

一个婴儿。”[4]106 毛泽东的论断从认识上坚定了革

命队伍坚持武装斗争的策略和人民必胜的信念。
针对农民革命地位问题的疑问，毛泽东利用前期

开展的关于农民和农民运动的调查，通过《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

科学分析了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强调

了发动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形成了“农民是中国革

命主力军”的独特认识，实事求是地论证了农民在

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未来的中国革命找

到了前进动力和努力方向。这是共产党人运用马

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成功尝试。
其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路线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特点的深刻把握。在

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农民的主力军作用

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基本条件和武装斗争的基本特点。毛泽东从矛盾的

普遍性和特殊性出发，运用矛盾力量的不平衡原

理，论述了在革命根据地建设红色政权的可能性和

必要性；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论述了革

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的历史趋势。武装斗争、土地

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三者相结合的工农武装

割据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随着

革命时机的成熟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开展，毛泽东关

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逐渐成为指引土地革命

的一盏明灯，在各地轰轰烈烈开展的土地革命实践

中得到了充分验证，极大坚定了革命队伍的理想信

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独立探索革命道路的征

程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最后，对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分析和批判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
场和方法的深刻理解。井冈山斗争所孕育的“坚定

执着追理想”的革命精神是在不断地与各种错误

思想、尤其是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

来的。习近平曾指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

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

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

上。”[5]35 井冈山斗争的过程就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

律和中国国情深入把握的过程，也是反对教条主

义，注重调查研究、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秋收起

义”的失败，再次证明进攻大城市的策略不符合中

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坚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解放思

想，努力摆脱苏联“城市中心论”的束缚，才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有效地

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经验证明，在极其艰难的生

活条件和白色恐怖环境中，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

念作为支撑才能实现对真理的探寻。“坚定执着追

理想”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

农村包围城市，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探索中国

革命道路的精神动力和力量之源。“坚定执着追理

想”的革命精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充分依

托井冈山地区的革命实践，努力坚持问题导向，注

重解决实际问题，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阶段，阔步迈向光辉的革命

前景，是涵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独立自主”
奋斗精神的重要源泉。

因此，从理论的维度看，“坚定执着追理想”的
井冈山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科学性的充分

体现。

二、“实事求是闯新路”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理论品格的实践性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品格。马克思

曾经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56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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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

征。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

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2]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品格的实践性，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才能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井冈

山道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取

得巨大的成功。井冈山的斗争不能靠本本、靠躺在

书斋里的学问解决问题，只能依靠生动的实践。
首先，中国共产党发扬“实事求是闯新路”的

革命精神，闯出了一条符合农村实际的土改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采取什么样的土地政策，既能让农

民满意，又能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个亟需

解决的现实问题。但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革命根据

地的初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摸着石

头过河，在实践中艰难摸索。经过深入、细致地调

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

一法令为各地相继开展的土地革命提供了经验借

鉴。随着革命的深入，当原先做法不符合革命发展

要求时，又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兴国土地法》等法

案，及时调整土地政策，顾及了中农的利益，极大

调动了中农和贫农的革命积极性。因此，土改政策

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

是闯新路”的奋斗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

践性过程。
其次，中国共产党发扬“实事求是闯新路”的

革命精神，闯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复兴一直是仁人志士的社会

理想。以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农

民革命、以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为代表的改良运

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等相继失败，说明农民阶级、
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救不了中国。究竟该如何选

择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不仅需要从理论上

说清楚，更需要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十月革

命”的成功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早

期的革命者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中

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为指导思想、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然而，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单纯发

起工人运动仍然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在遭受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接连失利

后，进一步认识到掌握人民军队指挥权、建立工农

联盟、调动农民参与革命的重要性。这是对中国革

命形势、革命力量的准确判断，显示了实事求是、
开拓进取的重大意义。随后转战井冈山的革命队

伍终于放弃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方针，建立了

工农武装政权，实现了斗争理念的蜕变，闯出了一

条与众不同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地

区开展的革命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逐渐闯出了

“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在实

践上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革命道路的新起

点，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最后，中国共产党发扬“实事求是闯新路”的

革命精神，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
“实事求是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逐渐产生的，是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的伟大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为

了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而开创的伟大事业中不断

丰富和发展的，它为中国人民在艰难复杂的历史

背景下开创新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井冈山斗争所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伟大尝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起点。
因此，从实践的维度看，“实事求是闯新路”的

井冈山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实践性的充分

体现。

三、“艰苦奋斗攻难关”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理论品格的时代性

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品格。习近

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

站在时代前沿”[2]。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不断

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

的历史，同样，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过程，既是吸收

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过程，也是吸收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不断开拓进取的过程，井冈山精神所蕴

含的“艰苦奋斗攻难关”的奋斗精神就是对这些文

明成果的继承和发扬。
首先，“艰苦奋斗攻难关”的井冈山精神是开展

2018 年 12 月

第 12 期 总第 294 期 观察与思考

93



井冈山斗争的力量之源。井冈山地区所属的罗霄

山脉中段，物资及其匮乏，交通非常不便，战士们

的生活十分困难。1959 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曾

回忆了当时的艰苦条件，“住的是破草房，吃的是

红米饭、南瓜汤，穿的是百家衣，脚上穿的是草鞋，

夜里盖的是禾草，上山下山全靠两条腿，所有吃

的、用的全用两肩挑”[7]163。在如此艰苦困难的条件

下，如果没有艰苦奋斗、共度难关的精神，革命的

最终胜利只能是空想。在井冈山极其恶劣的生存

条件下，为了克服暂时的困难，共产党人倡导开源

节流，自己动手解决实际困难，例如兴办缝纫厂、
中药房、军械厂等。经过努力、逐步解决了红军战

士对日用生活品的需求。这些都是“艰苦奋斗攻难

关”的意识、以苦为乐的革命精神和勇往直前的革

命斗志共同作用的结果。共产党人在井冈山的革

命实践深深感染着湘赣边界的每一个人，形成了

军民一家、共度难关的感人景象。
其次，“艰苦奋斗攻难关”的井冈山精神源自于

中国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既不是一

蹴而就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扎根于中国丰

富的传统文化之中。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吃苦耐劳、
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艰苦奋斗攻难关”的革命

精神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具

体表现；也是与时俱进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

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结晶。当遭遇恶劣的

自然条件和复杂的社会环境时，中国人民往往会

涌现出共度时艰、迎难而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

神。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波澜起伏的人民

奋斗史和史诗般英雄人物的成长史，回顾中华民

族各个时期的历史，壮阔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

不胜枚举。这些民族英雄身上所显现的艰苦奋斗

精神，以及自五四运动以来，开天辟地的“红船精

神”、勇于胜利的“铁军精神”、敢为人先的“八一精

神”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革命实践，都是涵

养井冈山精神的精神源泉。
最后，“艰苦奋斗攻难关”的井冈山精神是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与时代化表达。纵览中华

民族的奋斗史，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

英雄脊梁身上所体现的艰苦奋斗攻难关、开拓进

取求突破的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中走

来，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优良品质，并使艰苦奋斗和

不断进取的优良传统融入到党的优良作风。“艰苦

奋斗攻难关”的井冈山精神就是党的优良作风的

集中体现。这种奋斗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

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红军革命队伍在艰难的

革命形势下和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艰难开创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井冈山革命道路时逐步形

成的，是中国共产党艰难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大无

畏的牺牲精神的生动反映，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

党人不畏艰难、迎难而上、勇于探索、敢于胜利的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是因为残酷的革命斗争条

件，使得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战士们深刻认识到革

命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并愿为之奋斗、甚至牺牲亦

在所不惜。“艰苦奋斗攻难关”的井冈山精神，充分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困难时期仍然坚定革命必

胜、坚定理想信念，在逆境和困境中仍然能够艰苦

奋斗、艰苦创业的开创精神。
因此，从历史的维度看，“艰苦奋斗攻难关”的

井冈山精神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魅

力，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时代性。

四、“依靠群众求胜利”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理论品格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品格。马克

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恩格

斯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无产阶级

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实现人民的

彻底解放就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如一所关注的现

实，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依靠群众

求胜利”的井冈山精神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品格的人民性。
首先，“依靠群众求胜利”的井冈山精神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民族振兴和人民解放的使命感。习近

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

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2]在革命初期培育

的井冈山精神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

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始终奉行的以

民族复兴、人民解放为宗旨的群众路线的集中展

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革命追求的集中反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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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心中始

终装着人民，相信人民群众能够创造自己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十分强调走群众路线。在

面对敌人开展的围剿、进剿和会剿等战役中，弱小

的红军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群

众的积极协助，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粉碎了敌

人扼杀革命的企图，取得了一次次的关键性胜利。
为了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革命意识，党和红军

还通过兴办红色小学，开设扫盲班等，开展了丰富

多样的宣传和教育活动。针对广大贫民深受地主

剥削和压迫的现实，红军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

斗争，打破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实现了农民

的经济解放，帮助农民共同度过生活难关。“依靠

群众求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为广大

人民彻底解放而努力奋斗的光辉写照。
其次，“依靠群众求胜利”的井冈山精神集中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理想。井

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缺乏基本的生活物资和战

略物资，但全党全军依然坚守着革命理想高于天

的为民情怀，有盐同咸，没盐同淡，齐心协力，共度

难关。当看到群众缺少棉衣御寒时，毛泽东主动将

自己的棉衣送给了老百姓；作为红军领导人，朱德

亲力亲为，主动下山运送粮食，“朱德的扁担”至今

让人印象深刻。“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

还、损坏东西要赔”的纪律要求，充分反映了新型

人民军队与众不同的本质特征。井冈山的革命实

践，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亲密无间

的鱼水情，为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筑牢了坚实的群

众基础。
因此，从现实的维度看，“依靠群众求胜利”的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

生动反映，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人

民性。

五、结语

综上所述，“坚定执着追理想”的井冈山精神，

为挽救革命、壮大革命队伍、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

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及时解决了当时共产党人面

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品格的科学性。“实事求是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

摆脱了错误思想的干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

崭新的革命道路，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

格的实践性。“艰苦奋斗攻难关”的井冈山精神，继

承发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残酷的革命斗争

面前，凸显了中国人民自古有之的艰苦创业精神，

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时代性。“依靠

群众求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显示了军民鱼水情、
党同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深厚情感，充分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人民性。井冈山精神从理

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与马克思

主义理论品格高度契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品格的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和人民性。因此，井

冈山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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