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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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革命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
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形成的一种文化形

态，它是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集中体现。革命文化的

人民性正是形成和发展于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程中，始终团结、依靠、服务于人民的伟

大实践，是生存论、动力论和价值论的科学统一。

一、生存论：人民是革命文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生存论，确

立了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逻辑起点。
（一）革命文化的人民性确立于党对人民生存

境遇的现实关怀

马克思主义生存论的理论主线始终贯穿于对

人类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指

出，在资本主义世界只有消除无产阶级已经被异

化了的生存状态，才能“使人的世界及各种关系回

归人自身”[2]46。而要改变无产阶级已经被异化的生

存状态，只有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才能推

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

的发展。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

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近代以来的中

国人民是极度不幸的，为了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

“三座大山”，彻底改变人民的生存境遇，中国共产

党在建党之初就明确阐明“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

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

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3]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历经艰难、浴血奋战。正是在

这艰难而伟大的斗争中形成了革命文化，也由此

确立了革命文化要以改变人民的生存境遇为逻辑

起点的理论遵循，并一以贯之成为党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为人民谋幸福的实践

指导。正如习近平所言：“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1]

（二）革命文化的人民性确立于党为人民谋利

益的阶级立场

马克思主义生存论在确立以“现实的人”为逻

辑起点的基础上，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具有人民

属性的科学标尺。早在 1848 年公开发表的《共产

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开宗明义地阐明，“至

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31。任何

历史时期的宗教、科学、艺术、哲学、道德、法等意

识形态的实质无不表明文化为政治和经济服务，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利益取向决定着不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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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文化属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始终坚持

自己代表的是“与资产阶级不同的那一部分群众”
[2]287 即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唯一聚焦人民的生存境

遇并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伟大的实践产

生伟大的文化，革命文化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其始

终坚持的是为人民的幸福而谋利益的阶级立场。
在这一立场的指引下，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

至高无上的地位”[1]，并在为民族谋复兴的实践中，

不断升华着为人民谋幸福的科学理论。
（三）革命文化的人民性确立于党领导人民谋

幸福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主义生存论在强调“现实的人”及其实

践的基础上，指明文化产生于人们具体的实践活

动。因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关怀和改变人民

的生存境遇，要真正落实于革命实践。为了更好地

发动和领导人民的斗争，1921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率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先后

在北京、济南、长沙、武汉、广东等地建立了分部，

且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

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

手段，建立劳工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

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3]77 自此中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为谋

求幸福而斗争的革命斗争。

二、动力论：人民是革命文化的活力源泉

马克思认为，“广大群众”是“构成历史真正的

最后动力的动力”。[5]304 这一论述表明了人民在历

史创造中的重要价值。习近平对此充分肯定并指

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6]5 文化是历史

的沉淀，更凝集于人类的实践活动，革命文化形成

和发展的活力源泉就在于人民的生活实践。
（一）革命文化来源于人民的生活

革命文化的创造素材来源于人民的生活。马

克思主义阐明，“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

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必须能够

生活”。[2]531 这说明人的生活实践是文化形态生成

的出发点，也是文化内涵回归的落脚点。中国共产

党在领导革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实践中，始终强

调人民的生活中蕴含着革命文化创作需要的矿藏

原料，且认为这些矿藏原料是最能呈现自然形态

的东西，是创造革命文化唯一的源泉，甚至还“只

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7]860。毛

泽东更是强调，“革命的文化人”必须要“长期地无

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

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

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

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7]861。由此可见，

人民生活的“出场”是革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民生活中丰富的内容和形式更是构成和发展革

命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等形态的“活水源头”。
（二）革命文化形成于人民的创作

革命文化是人民集体创作的结晶。“人民”一
词的内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

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革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

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指明：“最广大的人民，占全

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

和城市小资产阶级。”[7]855 其中的“城市小资产阶

级”是指能够成为革命的同盟者的“城市小资产阶

级的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革命文化形成于人

民的创作，这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这一具有人民

性质的群体是创作和宣传革命文化的生力军。对

此列宁早有表明，知识分子是能够鲜明地反映广

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集体，一旦他们接近了工农兵

群众，就能够弥补工农群众自身所缺少的知识、纲
领、领导以及组织等能力。瞿秋白更是在《政治运

动与智识阶级》一文中，阐明知识阶级是创造无产

阶级文化的“思想上的工具”[8]592。这里所谓“思想上

的工具”，即是指在广大工农兵无法接受文化教

育，甚至大部分还处于“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情

况下，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不仅天然地成为了发展

革命理论、传播革命价值、弘扬革命精神的主力

军，而且他们还能够广泛融入工农兵群众，创作满

足工农兵生活实际和精神诉求的革命标语、漫画、
戏剧、音乐、文学作品等等。他们甚至还通过兴办

学校、组织教学、创立报刊等形式，将工农兵群众

的生活元素和革命智慧统一于革命文化的物质、
制度和精神各层面。因此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

分析，革命文化始终都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革命文化依托于人民的参与

革命文化依托于人民最基本、最广泛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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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

作者’”[9]314。一方面，人民是革命文化的传播主体。
没有人民广泛参与革命实践，革命的物质形态无

法生成，革命的理论制度无法顺利发展，革命的精

神品质更不能有力弘扬，革命文化更无从落地、生
根、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人民是革命文化的建

设主体。没有人民提供处所、用具、资金等物质实

体以兴办学校、讲习所、创办报刊杂志等革命宣传

机构，中国共产党就无力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对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专制及帝国主义的文化侵

略，更不可能夺取文化的领导权而形成革命文化。
对此，毛泽东作了高度的肯定，他强调革命文化

“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10]708，明

确表明革命文化不论是其物质形态的存在，还是

理论制度的传播，以及精神层面的凝结，其根基和

血脉都在人民。

三、价值论：人民是革命文化的价值主体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

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42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

下，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让人民成为一

切社会价值的创造者和享用者的实践遵循，始终

强调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一）改变文化性质，提升人民的文化地位

革命文化改变了文化为谁服务的性质，使人

民成为了文化的主人。中国封建社会历经了两千

多年，其间劳动人民用双手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

的文化，但“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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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近代以来，在战乱频繁的苦难里，劳动

人民仍然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

体，但也仍然是处于最底层的、最受剥削的群体。
他们不仅摆脱不了工具性的劳动地位，更在思想

文化上成为被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

操控的对象。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人民根本不可

能拥有为自己服务的文化形态，更不可能自由地

享用文化创造的价值。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风

雨飘摇中的近代中国才终于“产生了完全崭新的

文化生力军”[10]697，这种“文化生力军”之所以是“完

全崭新”的，就在于它是一种以实现人类的自由和

解放为终极目标的文化思想。立足这一思想的指

引，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帝国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

化和封建文化为最直接的斗争对象，创造形成不

仅依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10]708，更

要为他们的利益而服务的革命文化。正如恩格斯

在《反杜林论》中所指明:“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都

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2]120 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不仅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更改变了文化

为谁而服务的性质，使人民成为了文化的主人，让

人民得以真正自由地享有文化的价值。
（二）提高文化水平，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

革命文化使人民成为受教育的对象，丰富了

人民的精神生活。“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

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

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9]315 然而，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中国，广大贫寒的劳动人民被排挤在教育

大门之外，不仅饱受“斗字不识苦连天，世世代代

受欺凌”的痛苦，更无法实现精神文化的需求。中

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就明确提出要使人民真正

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即不仅要阐明“为什么人服

务”的问题，更要把握好“如何去服务”的关键，在

具体实践上：一是创办学校，扫除文盲。革命理论

和革命精神的传播程度与文化知识水平的高低密

切相关。然而 1927 年的中国仍然“有百分之九十

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11]39。面对这种情势，党广泛

创办了夜校、半日制学校、业余补习学校、女子职

业学校、识字班等，引导人民积极开展了识字扫盲

运动，不仅普遍提高了劳动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

更传播了革命的理论、制度和精神。二是开展文艺

活动，丰富精神需求生活。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十分注重根据各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和现

实需求，以歌曲、说书、秧歌、鼓词、皮影、漫画、标
语、图解、快报、唱词、剧本等形式，在演说杂耍、文
字图解等寓教于乐的方式中，丰富人民的精神生

活的需求，提高人民的革命素养和政治觉悟。三是

出版刊物，反映呼声。新闻媒体是宣传党的革命理

念的重要阵地，也是反映广大人民真实的斗争生

活和一切疾苦的窗口。1940 年晋绥边区《抗战日

报》创刊时，贺龙同志亲自为之题词并表示革命刊

物是“人民呼声”。强调“人民呼声”，即指明革命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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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但要成为宣传党的理论、制度、精神的有力工

具，而且还要是反映广大人民真实生活的“镜子”
和他们吐露心声的“喉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

论》中提出“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
剧……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10]692 这一论述虽寥

寥数字，却深刻表明了主要依托物质创建、知识传

播、理论教育、制度建构、精神指引等实践而发展

形成的革命文化，它的目标始终都在于让人民成

为文化价值的创造者和享用者的统一，要在辩证

发展中不断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三）复兴中华文化，重构人民的精神家园

革命文化复兴了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在国际格

局中的地位，重构了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历史发

展的脉络表明，由公元 3 世纪开始，直到公元 19
世纪末解体的“朝贡体系”让中国始终处于东亚以

及东南亚等区域格局的核心，这使历代中国人形

成了对华夏文化的高度自信，产生了一种傲视群

雄的文化优越感。但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这个曾经

的“泱泱大国”却被一个“蕞尔岛夷”用坚船利炮轰

破了“天朝上国”的美梦。自此曾经高高在上的“天

朝上国”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面前败下阵来，

这让广大中国人民不仅丧失了一直引以为傲的华

夏文明的优越感，更有了开眼看世界后的焦虑感

与挫败感。于是在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中，广大有

识之士纷纷向西方学习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但

这些探索均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民仍深深地陷在

文化自卑的思想泥泞之中。1921 年以来，随着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革命斗争的不断推进，广

大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不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行动的指南，更在

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了主动。尤其是在革命胜利之

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运而生，自此“伟大的胜利

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

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13]1516。这足

以说明，以广大人民的斗争和无数革命先烈的鲜

血凝结而成的革命文化，在以人民为价值主体的

指引下，不仅让中国人民从文化自卑的思想泥泞

中重新站了起来，更使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摧残后，以更有骨气、更具底气的

姿态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秉承这份

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跨越革命岁月，在

伟大的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担负文化使命，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

信，“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

实现文化进步”[1]，从而不断推动着中华文化的繁

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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