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5.02.018

摘 要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遥 从诞生之日起袁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民生幸福的理

念遥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丰厚滋养遥 人民幸福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应有之义袁民生关怀则始终蕴含于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袁作为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袁民生幸福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理念遥 从

理论上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拥有民生幸福理念袁可以有力驳斥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历史虚无主义袁牢牢掌握马

克思主义话语权袁增强当前民生建设的实践自觉遥
关键词院中国共产党曰民生幸福曰理念

中图分类号院D089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圆原远圆远载渊圆园15冤02-0107-06

江 畅院论智慧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2015 年 3月 第 13卷 第 2期

Vol.13 No.2 Mar. 2015

收稿日期院2014-12-11
作者简介院豆庆升渊1977-冤袁男袁河南新乡人袁新乡医学院讲师袁政治学博士袁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研究遥

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就蕴含有民生幸福的基

因袁其密码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生思

想是中国共产党民生幸福理念的理论源头袁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民生关怀则是中国共产党

民生幸福理念的历史渊源遥
一尧理论源头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生思想

渊一冤马克思尧恩格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尧恩格斯的民生思想主要包括民生的内

涵尧解决民生问题的最终目标尧实现民生理想的根

本途径等内容遥
第一袁民生的内涵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认为袁民生

就是人民的生活袁是人的第一需要袁是人类其他所

有活动的前提袁只有生活得到保障人们才能从根本

上解放自己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指出院野人们为了能够

耶创造历史爷袁必须能够生活遥 但是为了生活袁首先就

需要衣尧食尧住以及其他东西遥 冶[1]渊P79冤野人们首先必须

吃尧喝尧住尧穿袁然后才能从事政治尧科学尧艺术尧宗教

等等遥 冶[2]渊P776冤野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

和量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袁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

放遥 冶[1]渊P74冤民生的主体是人民大众袁马克思尧恩格斯认

为袁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解决绝大多数人即人民大

众的民生问题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指出袁野过去的一切

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遥 无产阶

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尧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

独立运动冶遥 [1]渊P285冤民生的内容是动态发展的袁在不同

的历史阶段人民有不同的需要袁马克思尧恩格斯认

为袁 人的需要是从生存到享受到发展的一个过程袁
在每一个阶段对该阶段的需要都是正当的袁野人类

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院能够不

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袁而且生产奢侈品袁即使最初只

是为少数人生产遥 这样袁生存斗争要要要我们暂时假

定这个范畴在这里是有效的要要要就变成为享受而

斗争袁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袁而是为发展资

料袁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遥 冶[3]中国

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袁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

位袁高度重视人民的生活袁毛泽东说袁党必须野解决

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袁盐的问题袁米的问题袁房子

的问题袁衣的问题袁生小孩的问题袁解决群众的一切

问题遥 冶[4]邓小平指出袁我们一定要野使人民的物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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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好一些冶曰[5]江泽民提出袁党要野不断改善人们的

吃尧穿尧住尧行尧用的条件冶曰[6]胡锦涛指出袁野群众利益

无小事遥 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

情袁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遥 冶[7]习近平指出袁野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冶袁[8]野让老

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冶遥 [9]中国共产党还敏锐地把握人民需求的变化袁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提出相应的奋

斗目标袁从民族独立尧人民翻身做主到解决温饱问

题袁从实现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袁从总体小康到全

面小康袁从全面小康到野中国梦冶袁以顺应人民群众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民生期盼遥
第二袁民生的目标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认为袁共产

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袁共产主义社

会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袁将实现各尽所能尧按
需分配袁这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最高境界遥 马克思尧恩
格斯指出袁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

阶级旧的社会的袁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袁在那里袁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遥 冶[1]渊P294冤

野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袁将使自己的成

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遥 冶[1]渊P243冤

野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袁
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袁给所

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遥 冶[10]野使社会生产力

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

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遥 冶[2]渊P336冤中国共产

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的最终

奋斗目标袁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中明确提出袁承认

无产阶级专政袁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袁渐次达到共

产主义的社会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袁中国共产党始

终坚持最高纲领和当前纲领的统一袁始终坚持让人

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遥
第三袁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途径遥 马克思尧恩格

斯认为袁发展生产力和变革与完善社会关系的统一

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途径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认为袁
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袁 不发展生产

力袁只能导致贫穷袁而极端的贫穷只会导致动乱曰社
会主义发展生产力袁不仅能保证人们丰富的物质生

活袁而且为全面发展提供条件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指

出袁野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

前提袁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袁那就只会有贫穷尧
极端贫困的普遍化曰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袁必须

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袁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

又要死灰复燃遥冶[1]渊P86冤野通过社会生产袁不仅可能保证

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

生活袁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

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遥 冶[2]渊P633冤马克思尧恩格斯在强调

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袁也强调变革与完善社会关系对

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作用遥 马克思尧 恩格斯认为袁
野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

度遥冶[11]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

产主义社会以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遥 中国共产党

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解决民生问题的基

本观点遥 毛泽东指出袁革命是野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

解放袁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袁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

的幸福冶袁[1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袁社会主义制度

的建立袁 奠定了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制度基础曰邓
小平提出袁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袁逐
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袁[13]渊P116冤并主张在

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实行改革以完善社会主义

制度曰 江泽民则强调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曰胡
锦涛强调以发展来解决民生问题袁并提出民生建设

要有制度保障曰习近平指出袁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

题袁关键在于深化改革遥 [14]

渊二冤列宁院野过好日子冶正是社会主义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袁 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袁
并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袁晚年他又对俄

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了深刻的思考和总结遥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中的民生观对中国

共产党民生幸福理念更具借鉴意义遥
第一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

题遥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过上好日子遥 列

宁指出袁野我们说院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

况袁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袁这是理所当然的袁这正是社

会主义遥 冶[15]渊P468冤要消灭贫穷袁消灭贫富差别袁人们共

同享有劳动成果袁实现幸福生活袁只能是建立社会

主义社会遥 列宁指出袁野要消灭人民的贫穷袁唯一的

办法就是彻底改变全国的现存制度袁建立社会主义

制度冶遥 [16](P122-123)野我们要争取新的尧更好的社会制度院
在这个新的尧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袁大家

都应该做工遥 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

享受袁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遥 噎噎遥 这个新的尧更
好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遥 冶[16]P(112)中国共产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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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袁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袁使广

大人民过上好日子袁走向共同富裕遥
第二袁民生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的生死存

亡遥 列宁认为袁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袁必须改善工人

和农民的生活袁才能巩固工农联盟袁才能巩固党的

执政地位袁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遥 列宁指出袁野必须

把改善工农生活状况的问题单独提出来袁以便密切

注意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遥冶[17]渊P271冤野如果我们不能使

工人们活下去袁不能供给他们粮食袁不能准备好大

量食盐来正常地组织商品交换袁而是给农民花花绿

绿的票子作为补偿渊靠票子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冤袁那
么袁不管我们怎样忠心耿耿袁怎样忘我牺牲袁都救不

了我们自己遥 这是整个工农政权尧苏维埃俄国生死

存亡的问题遥冶[18]新中国建立前夕袁毛泽东指出袁只有

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袁人民政权才

能巩固起来袁如果不能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袁并使

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袁 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袁
就会站不住脚袁就会要失败遥 [19]渊P1428冤

第三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根本任务是提高

劳动生产率遥 列宁认为袁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最主

要还是要靠劳动生产率袁 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袁增
加物质财富袁才能不断改善人民生活遥 列宁反复强

调袁野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袁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的任务解决以后袁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

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解决袁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

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袁这个根

本任务就是院提高劳动生产率遥 冶[15]渊P168冤野无产阶级取

得国家政权之后袁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

加产品数量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遥冶[17]渊P369冤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指出袁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袁发展太慢也不

是社会主义袁冶[13]渊P255冤野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

是发展生产力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

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尧更高一

些袁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

质文化生活遥 冶[13]渊P63冤

第四袁必须采取符合实际的经济政策以解决人

民生活问题遥 列宁长于从实际出发袁而不是囿于教

条来解决问题遥 为迅速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袁列
宁主张采用许多人反对的租让制袁他说袁野只要能改

善工农的生活状况袁 我们不惜让外国资本家拿走

2000%的利润袁要要要而改善工农生活状况这一点无

论如何是应当实现的遥 冶[17渊]P168冤针对战时共产主义政

策的弊端袁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袁来发展生产力

和改善人民生活遥 列宁指出袁野所有党的机关和苏维埃

机关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袁 并且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袁
竭力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袁 减轻他们的困苦冶袁[17]渊P76冤

野鉴于歉收使农民极端贫困袁 而军队复员又往往加

剧了这种情况袁第十次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通

过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同上述

措施类似的措施来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遥 冶[17]渊P77冤

野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尧最坚决的尧最紧急的方法来

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遥冶[20]中国

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把民生建设放在重要

位置袁致力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遥
列宁没有囿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袁而是从俄国

的实际国情出发来探索俄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袁他
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袁 特别是他的新经济政策思

想袁给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生建设

之路以深刻启示遥
二尧历史渊源院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生关怀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生关怀是中国

共产党民生幸福理念的历史源流遥 习近平指出袁优
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尧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

本袁如果丢掉了袁就隔断了精神命脉遥 中国人民的理

想和奋斗袁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袁始终深

深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遥 中国共产党

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袁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

主义者袁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袁在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革命尧建设尧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袁中国共产

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

扬者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袁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

极的养分遥 [21]

渊一冤古代优秀传统文化院理想中的大同社会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深厚的民生思想袁
从夏商周到清朝袁历朝历代的先贤都提出了自己的

民生思想遥
第一袁描绘了民生幸福的理想社会遥 叶礼记窑礼

运曳中民生幸福的理想社会是大同世界袁在这个社

会中袁人们野老有所终袁壮有所用袁幼有所长袁鳏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遥 冶叶老子曳中构想的民生幸福的

理想社会袁人们可以野甘其食袁美其服袁安其居袁乐其

俗遥 冶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则勾画了一个人人平等尧丰
衣足食尧生活安逸的理想社会遥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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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运动袁其革命纲领叶天朝田亩制度曳提出的太平

盛世袁展示了野有田同耕袁有饭同吃袁有衣同穿袁有钱

同使袁无处不均匀袁无人不饱暖冶的景象遥 先贤们描

绘的理想社会虽然是一种空想袁但寄托了对民生幸

福的美好希望袁中国共产党吸取其积极因素袁以实

现民生幸福为己任袁并找到了将空想变为科学的途

径遥 习近平举例说袁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耶小康爷
这个概念袁就出自叶礼记窑礼运曳袁是中华民族自古以

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遥 冶[21]

第二袁主张富民遥 孔子主张野政在使民富冶遥 叶论
语窑子路曳中记载袁孔子与冉有游卫国袁冉有问卫国

人口众多应该怎么办袁孔子说野富之冶遥 孔子弟子秉

承其师这一思想袁叶论语窑颜渊曳 中记载孔子弟子有

若与鲁哀公的谈话袁野百姓足袁君孰与不足钥 百姓不

足袁君孰与足钥 冶孟子主张百姓应该有充足的财产以

保障生活袁叶孟子窑梁惠王上曳中说袁野五亩之宅袁树之

以桑袁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遥 鸡豚狗彘之畜袁无失其

时袁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遥 百亩之田袁勿夺其时袁数口

之家可以无饥矣遥 冶野是故明君制民之产袁必使仰足

以事父母袁俯足以畜妻子袁乐岁终身饱袁凶年免于死

亡遥 冶所以叶孟子窑尽心上曳中总结到袁野圣人治天下袁
使有菽粟如水火遥 冶西汉贾谊认为袁积蓄财富是国家

的根本袁叶新书窑无蓄曳中说袁野夫积贮者袁天下之大命

也遥 苟粟多而财有余袁何为而不成钥 冶东汉王符认为

国家的根本就是富民袁他在叶潜夫论窑务本篇曳中提

出袁野夫为国者袁以富民为本冶遥 明末清初的唐甄主张

富民立国袁他在叶潜书窑存言曳中提到袁野立国之道无

他袁惟在于富遥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遥夫富在

编户袁不在府库遥 冶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富民思想继承了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袁并将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

主义本质的高度遥
第三袁民生关系着国家政权的稳固遥 中国古代

典籍中论述民生与政权关系的思想非常丰富袁人民

是国家的根本袁 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会兴旺发达遥
叶尚书窑五子之歌曳提出野民为邦本袁本固邦宁冶曰叶管
子窑霸言曳提出野以人为本袁本治则国固袁本乱则国

危冶曰叶左传窑庄公三十三年曳提出野政之所兴袁在顺民

心冶曰西汉贾谊的叶新书窑大政上曳说袁野闻之于政也袁
民无不为本也袁国以为本袁君以为本袁吏以为本冶曰
叶淮南子窑主术训曳提出袁野食者袁民之本也袁民者袁国

之本也冶曰东汉王符叶潜夫论窑爱日篇曳说袁野国之所以

为国袁以有民也冶曰叶贞观政要窑君臣鉴戒曳说袁野君袁舟
也袁民袁水也袁水所以载舟袁水所以覆舟冶曰明朝张居

正在叶张太岳集曳中提出袁野重惜民生袁保固邦本冶遥 中

国共产党对民生关系着政权安危有着清醒的认识遥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指出袁 如果不能改善人民生

活袁就不能维持政权袁就站不住脚袁就会失败曰[19]渊P1428冤

邓小平说袁 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曰[13]渊P370冤

江泽民指出袁一个政权如果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

支持袁就必然垮台曰[22]胡锦涛指出袁脱离群众是执政

后的最大危险曰[23]习近平强调袁一个政党袁一个政权袁
其前途和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袁 如果我们脱离群

众尧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遥 [24]

第四袁 改善民生的途径遥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袁
叶老子曳五十七章中说袁野我无事而民自富遥 冶孟子主

张减轻赋税以富民袁叶孟子窑尽心上曳 中指出袁野易其

田畴袁薄其税敛袁民可使富也遥 冶东汉王符认为袁统治

者要爱惜民时袁让百姓安心生产袁叶潜夫论窑爱日篇曳
中提出袁野谷之所以丰殖者袁以有人功也曰功之所以

能建者袁以日力也遥 冶唐太宗主张减轻人民负担袁叶资
治通鉴曳一九二卷记载袁野去奢省费袁轻役薄赋袁选用

廉吏袁使民衣食有余冶遥 北宋程颐在叶二程集窑文集曳卷
五中指出袁野为政之道袁以顺民心为本袁以厚民生为

本袁以安而不扰为本遥 冶南宋叶适的叶水心文集曳中主张

去除苛捐杂税袁野小民蒙自活之利袁 疲俗有宽息之

实冶遥 明朝张居正认为袁应体察民情尧整顿吏治袁叶张
太岳集曳中指出袁野安民之道袁在察其疾苦而已遥 冶野安民

之要, 惟在于核吏治遥 冶野拯罢困之民冶袁野诛贪贼之

吏冶遥 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叶读通鉴论曳中提出宽以养

民的主张袁野宽者袁养民之纬也遥 冶中国共产党坚持把

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袁提出加强以保

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袁实现野五有冶目标遥
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生观从根本上是为统治

阶级服务的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在等级差别上的忧

民尧爱民尧养民尧惠民尧教民尧恤民心态以及举措袁[25]但
其进步因素对中国共产党是有积极借鉴意义的遥

渊二冤近代孙中山的发展院野天下为公冶
孙中山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袁在

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创立了

三民主义理论袁晚年又对其作了新的解释袁他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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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遥 毛泽东指出袁从
孔夫子到孙中山袁中国共产党都应给以总结袁继承

其珍贵遗产遥 [26]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袁包括了他对民生

内涵的理解袁解决民生问题的理想社会袁解决民生

问题的办法等遥
第一袁民生的定义尧内容和地位遥 孙中山给民生

下的定义是袁野人民的生活要要要社会的生存尧国民的

生计尧群众的生命冶袁[27]渊P355冤将民生上升到一个前所未

有的高度遥 民生的需求袁是衣尧食尧住尧行袁吃饭是第

一个需要袁穿衣是第二个重要问题袁行也是很重的

需要遥 [27]渊P411冤民生在人类社会进化中起决定作用袁孙
中山认为民生问题就是人类求生存问题袁是社会进

化的原动力袁[27]渊P371冤历史上的政治尧社会尧经济种种的

中心都是民生问题遥 [27]渊P377冤

第二袁民生的理想社会遥 孙中山认为袁衣尧食尧
住尧 行是民生的四种需要袁野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袁
不但是要把这四种需要弄到很便宜袁并且要全国的

人民都能够享受遥 冶[27]渊P411冤孙中山认为解决中国的民

生问题袁目标野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袁都不

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遥 冶[27]渊P394冤三民主义的意思

就是民有尧民治尧民享袁就是人民共有国家袁共管政

治袁共享利益袁所以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什么

不同袁这是真正的民生主义袁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

世界遥 [27]渊P394冤用孙中山存世最多的题词概括他的民生

理想社会就是野天下为公冶遥
第三袁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遥孙中山认为袁按照平

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两个办法就可以解决民生问

题遥 [27]渊P377冤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

和照地价收买袁土地价格涨高部分归公遥 因为中国

贫穷袁解决民生问题袁不单要节制私人资本袁还要发

达国家资本袁振兴实业遥 [27]渊P391冤孙中山还探讨了解决

吃饭和穿衣的问题遥 吃饭问题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

题袁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袁还要研究机器尧肥料尧换种尧
除害尧制造尧运输尧防灾问题以增加生产遥 解决了生产

问题袁还要注重分配公平袁目的是供公众使用遥 解决穿

衣问题就要解决农业和工业问题袁 就需要政治力量袁
打破一切不平等条约袁收回海关袁保护本国工业遥

孙中山敏锐地洞察到中国近代制约民生的问

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和贫穷问题遥 他主张发展实业来

振兴经济袁 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来防止贫富分化袁
虽然他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科学路径袁但他在政治

思想方面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遥 [28]正是因为孙中山

和中国共产党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袁中共一直是孙中

山事业的支持者尧合作者和继承者遥
三尧现实意义院澄清迷雾袁增强实践自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袁 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

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袁这股思潮抓住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的一些错误不放袁借此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袁丑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曰西方国家也把他

们推崇的价值观包装成普世价值向全世界推广袁以
此来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制度遥 如

何有理有据地驳斥这种错误思潮袁 坚定道路自信尧
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袁是党的理论工作者面对的重

大课题遥 习近平强调袁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

主题和主线尧主流和本质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

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遥 [29]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拥有民生幸福理念袁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明

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实现中国人民幸福生活而存

在的政党袁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

一部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国人民幸福生活而奋斗

的历史遥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

探索实现民生幸福道路上的错误袁不能因此否认中

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

的政党遥 因此袁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拥有民生幸

福理念袁可以在理论上有力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错

误指责袁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

话语权遥
当前中国民生问题的凸显袁 从某种意义上看袁

同中共的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尧群众观念淡

薄尧宗旨意识不强有关袁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的问题漠然处之有关曰同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的 GDP
主义思维有关袁即只注重经济建设袁忽略关系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建设遥 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拥有民生幸福理念袁可以使中共各级领导

干部更加明确这样的结论袁即中国共产党是为了实

现中国人民幸福生活而诞生尧而存在的遥 各级领导

干部必须坚持以民为本尧以人为本的理念袁树立野解
决民生问题是最大的政治袁 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

绩冶的观点袁改变重经济建设轻民生建设的现象袁增
强领导民生建设的实践自觉遥

在新的历史时期袁中国共产党民生幸福理念更加

自觉袁正如习近平指出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

的殷切期待袁中国共产党正在再接再厉尧一往无前袁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遥 [30]

豆庆升：中国共产党民生幸福理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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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Why Can the CPC Hold the Idea of Happiness of People's Livelihood

DOU Qing-she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3袁China)

Abstract: To meet People's desire for a happy life is The CPC's mission. The CPC has the gene of happiness of People's
livelihood from the date of founding. The birth of the CPC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Marxism in China. Marxism is the guid鄄
ing ideology of the CPC.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rich nourishment for the CPC. Happiness of People's
livelihood is not only the proper meaning of Marxism classical writers' thought, but also the proper though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the Marxist party from Chinese people, the CPC Come up with logically the idea of happiness
of People's livelihood from the date of founding. It is helpful to solve theoretically the issue that why can the CPC hold the
idea of happiness of People's livelihood for refuting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mustering Marx discourse right in the realm of
ideology and strengthening consciousness of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Key words: the CPC; happiness of people's livelihood;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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