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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中国的民生事业，党的几代领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生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很早就

提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衡量各
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江泽民提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胡锦涛提
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习近平提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民生
是指南针。这些思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生的基本思想和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重要
贡献，并为新中国民生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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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宗旨之一就是为全中国人民
谋幸福。这一宗旨贯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

要内容，指导着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不断走向
新阶段，推动中国的民生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

命、
建设与改革事业的整个过程。 民生既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的出发点，更是

一、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

其落脚点，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中
国共产党及其几代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
锦涛和习近平在带领中国人民所展开的长期不懈的
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始终把改善和保障民生、满足

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关注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之
一。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阶段 ，武装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个重要内容 ，分别提

革命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两大相辅相成 、互相支

出了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问题、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衡量各项工

持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
人之一，尤其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 ，始终在强

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
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提高人民生活水

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的同时 ，非常重

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

视以土地革命为核心内容的民生改善及其对中国革
命道路、目标的影响。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南针等一系列重要
论断。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关

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之初
的一系列民生思想，更多地赋予民生以下的意义与

于民生的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集中
体现和集体智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

功能，即通过发展和改善民生争取人民群众支持和
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 ，一方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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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革命，一方面开展土地革命，以武装革命推动土
地革命，以土地革命促进武装革命，从而夺取革命胜

的民生思想。 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
前途》中阐述了改善民生对于发展和壮大抗日力量

利，
并维护新兴革命政权。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
期和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残酷卓绝的军事

的重要性，指出： “必须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
并立即开始实行……这些新政将使抗日力量无限地

斗争伴随着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成为威胁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红色政权以及革命前途的重

提高，巩固政府的基础。”③ 为了争取更加广泛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毛泽

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在非常重视政治
与军事斗争的同时，非常强调发展和改善民生，并在

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系统地论述了全民族抗
战中民生工作的基本原则。 他指出： “在新民主主

一系列重要文献中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 、系统、深刻
而富于时代特征的论述。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

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
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

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中指出，在白色势力的包围中，
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

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
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 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

“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
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 ，

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
利； 使 公 私、劳 资 双 方 共 同 为 发 展 工 业 生 产 而 努

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① 可见，民生问题不仅
事关人民群众的生活，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

力。”④ 显然，发展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事关争取和
团结抗日力量、建立最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保

武装和割据政权是否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影响因
素。毛泽东还系统深刻地阐述了改善民生与武装革

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命、工农群众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他在《关
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中指出： “一切群众的
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假如我
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
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
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我们应该
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
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
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
的旗帜。”② 显然，武装革命与土地革命、打土豪与分
田地等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和战略策略基本呈现出
来。只有实现武装革命的胜利，打倒土豪，才能更好
地开展土地革命，实现分田地； 也只有开展土地革
命，才能争取群众的支持，进而实现武装革命的胜
利。以土地革命为最高表现形式的民生改善成为中
国革命的两大基本方式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和争取一切愿意抗日
的力量，必须既重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又注意发
展生产、改善民生，更要关注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
量的基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巩固最广大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民生问题不仅仅是生活问
题，而且还是关系到抗日根据地的长期存在 、抗日民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国内
革命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以及取得胜利后的情况下 ，
正确处理革命快速取得胜利与革命快速发展中带来
的民生问题，正确处理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
与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成为事关新中国前途
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中既对中
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改善民生的基本观点
进行了宏观阐述，又对一些具体民生工作的推进和
实施予以微观指导。 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
工作的方针》中指出： “各解放区有许多灾民、难民、
失业者和半失业者，亟待救济。此问题解决的好坏，
对各方面影响甚大。 救济之法，除政府所设各项办
法外，主要应依靠群众互助去解决。此种互助救济，
应由党政鼓励群众组织之。”⑤ 在《为争取国家财政
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中，毛泽东又指出：
“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
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 必须继续认
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⑥ 毛泽东在《国家
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 》中更加具
体地指出： “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
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 …… 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
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一九五六年作适当压缩 ，以便

族统一战线能否建立和发挥重大作用的战略问题 。

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⑦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与主张，对于推进中国革命

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更具战略与策略意义

取得最后的胜利，推动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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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衡量

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 ，
瑢 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瑏
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归根

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 ，逐步改善、提高人
瑣 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
瑏
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提出的
改善和发展民生的思想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 。

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滞在很低的
瑤 他坚定地指出： “不坚持
瑏
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邓小平明确回答了为什么改革开放 、怎么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等问题。 这就是： 改革

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
瑏
瑥“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
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开放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改革开放
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除了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
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

发展生产力，就是满足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社
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是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之一，是

瑦 显然，
瑏
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在邓小平看来，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既是改革开放的目标 ，更是

判断各项改革开放政策是否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标
准，是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

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改革开放是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革命性
变革，在快速提升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同时 ，
也带来一些民生问题。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
平就很重视和强调改善民生。 邓小平明确指出，我
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
难。如改造一个企业就要减人，减下的人怎么安置，
这也是困难。⑧ 在经济调整中，有些企业或者会全部
停工，或者会半停工。有关地方、有关部门对这些单
位的干部和工人，除了安排他们轮流从事一些生产
劳动，主要应该有计划地、认真地对他们进行正规培
训，提高所有受训干部、工人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
力。要继续广开门路，主要通过集体经济和个体劳

邓小平不仅关注改善和提高民生，还非常强调
共同富裕在改善和发展民生中的重要意义 。 他指
出：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
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
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
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
瑏
瑧 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 ，
东西。”
一部分地区
瑏
瑨 社会主义
，
。
先好起来 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 

的特 点 不 是 穷，而 是 富，但 这 种 富 是 人 民 共 同 富
瑩
瑏
裕。
三、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党的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动的多种形式，尽可能多地安排待业人员，要切实保
障集体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合理利益。⑨ 他强调

江泽民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期间，是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阶段 ，减员

指出： “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
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

增效等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使得民生领域出现一些
问题。因此，江泽民对民生问题提出的一系列论述 ，

解释清楚。”⑩ 显然，关注和改善民生不仅是改革开
放事业起步的条件，也是保证和实现改革开放事业

不仅是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也是正确处
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必需，是其所提出的全面

顺利推进的条件，更是向全国人民宣告了改革开放
的目的所在。

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国有企业深化
改革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非常明
确地指出了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人民的生
活水平，并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的

江泽民系统论述了改善民生在党的工作中的地
。
位 他明确指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党
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人民生活不断改

基本要求。他指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善，就会更加拥护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更
加充满信心地投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我

瑡 社会主义经
瑏
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

们党的执政基础也就能够日益巩固 。在整个社会生
产和建设发展的基础上，不断使全体人民得到并日

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我们坚持社

益增加看得见的利益，始终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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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职责。全党同志心中始终都要装着人民群众，
关心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为他们谋利益，带领他们

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直接使然，也是他提出的“以
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是他

瑠
瑐
艰苦奋斗，创造幸福生活。

提出和推进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

江泽民十分强调改善民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建设中的地位。 他指出，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

更是他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胡锦涛明确指出，提高人民物

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
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

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

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
瑡 改革开放的重要目的是改善人
瑐
社会发展的成果。

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

民生活。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目的都是为了
瑐
瑢 改革越深化，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

瑐
瑧
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

胡锦涛论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与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关系。他指出，要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

瑣 不断改善人民生
瑐
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这一根本目的。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转变

活，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目前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还不高，一部分群众的生活还比

经济发展方式，扩大消费的必然要求。 要针对当前
民生领域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加大财

较困难。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政治的高度和稳定的
大局出发，始终把解决好人民生活问题作为党和政

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重点加
强对困难群众的帮扶，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要加强

瑤
瑐
府的根本任务。

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制度建设 ，增强公平性、透明
瑐
瑨
度、可持续性。

江泽民非常关注改革过程中一部分职工的生活
困难。他指出，由于改革深化和其他各种原因，有些
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生产经营困难，
影响到部分职工的工作和生活。 对此，各级领导要
及时研究，认真解决。 必须认识到，从本质上讲，改
革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长远利益的，是让人民群
众特别是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得到最大的利
益。我们也要十分重视部分企业和职工面临的困
难。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妥善解决好群众生活特
瑥
瑐
别是困难企业职工的生活问题。

胡锦涛还系统论述了“以人为本 ”和改善民生
的关系。他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
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我
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
瑩
 必须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瑐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形成

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生的生动局面，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江泽民特别强调必须始终坚持“一要吃饭，二
要建设 ”的原则。 他指出，正确处理“吃饭 ”与“建

瑠
瑑
有所养、住有所居。

设”的关系，把人民生活放在优先位置，保证机关事
业单位职工工资的按时发放。 搞建设要从实际出

胡锦涛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他指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

发，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地方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
力。上项目应该着眼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改善

为民，必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中去 ，必须围绕
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努

人民的生活条件。 能否处理好“吃饭 ”与“建设 ”的
关系，要作为衡量领导干部能否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

力把经济社会发展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长远利益和当

瑦
瑐
走群众路线的一条重要标准。

前利益结合起来。 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
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心力

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胡锦涛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思想，是

去办。要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
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是对下岗职工、
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
73

中州学刊 2020 年第 6 期
瑑
瑡
际问题，一定要带着深厚感情帮助解决。
对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胡锦涛强调，我们的

物质基础，又要通过持续不断改善民生，为经济发展
瑨
瑑
创造更多有效需求，实现两者良性循环。

事业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民群众利益需求也在发
展。实现群众愿望，满足群众需要，维护群众利益，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总体
思路。他指出，要确立“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

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要细心体察群
众愿望和利益要求的变化，使我们的政策措施更全

制度、引导舆论”的工作思路。“守住底线 ”，就是要
重点保障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突出重点 ”，就

面更准确地反映群众利益，使我们的工作更好更有
瑢
瑑
力地体现群众利益。

是要注意稳定和扩大就业。“完善制度 ”，就是要坚
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强城乡社

显然，胡锦涛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思
想主张，既是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

会保障体系建设。“引导舆论 ”，就是要促进形成良
好舆论氛围和社会预期，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

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 ，更

瑑
瑩 抓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
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

是实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 ”的
发展理念、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全面建

群，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
瑠
瑒
而不舍向前走。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还对改善民生提出了具体要求 。 他指
出，改善民生要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发展愈是

五、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南针
习近平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思想具有更
加鲜明的新时代特征，它是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这一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也是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将
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第二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正因为此，习近平明确指出，

向前，愈要体现到人民生活改善上。 民生工作直接
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承诺了的就一定要兑现，要做
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
实惠。同时还要意识到，群众对生活的期待是不断
提升的，需求是多样化、多层次的，而我国仍处于并
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善民生不能脱离

瑣“让
瑑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南针 ’”。

这个最大的实际提出过高目标，只能根据经济发展
和财力状况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那些现实条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瑤 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 ，
瑑
点。”
最终都要看人民

瑡“保障改善民生，
瑒
件下可以做到的事情。
要更加注
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要在经济发展

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
瑑
瑥 要随时随刻倾
善，
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基础上持续改善民生 …… 要实施精准帮扶，把钱花
在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针对性帮扶上，使他们有

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现实获得感，使他们及其后代发展能力得到有效提
瑒
瑢
升。”

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瑦
瑑
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非常重
视改善和发展中国的民生事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

习近平论述了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 。他
指出，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要让发展更加平衡，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思想。从毛泽东提出一切群
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邓小

瑧 民生是
瑑
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
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 要实现经济发展与

平指出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衡量各项工
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到江泽民提出不断提高人

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改善民生是推动发展的根本
目的，抓民生也是抓发展。 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

民生活水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胡

中心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既要通过发展经济，为持续改善民生奠定坚实
74

锦涛提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再到习近平提出做好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南针，这些思想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和使命。党的几代领袖关于民生的重要思想，既

试论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发展

是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的必然要求 ，也是中
国共产党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的重要前提 。这些思
想不仅保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保证了中国
共产党走向发展壮大； 不仅保证了新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的发展，而且保证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 不仅极大地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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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民生事业的发展，而且不断巩固和增强中国
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政治认同 。这些思想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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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ing Jianding

Luo Liy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ause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Several
generations of leaders of the Party hav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mportant thoughts on people's livelihood． Mao Zedong pointed out very
early that all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actual life of the masse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Deng Xiaoping pointed out that whether it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people' s living standards is the standard to measure whether the work is done correctly or not． Jiang Zemin
pointed out that continuously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destination of all the Party's work． Hu Jintao
pointed out that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i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reform，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Xi Jinping pointed out that to do well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people's livelihood is the compass． These thoughts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expound the basic thoughts and idea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people's livelihood，which ar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Marxist thought of people's livelihood，and provide a solid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cause in New China．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people's livelihood thought，people's livelihood concept，people's livelihood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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