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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党的民生思想为逻辑起点，探究党领导民生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发生机理，可以为新时代进
一步优化民生政策、破解社会主要矛盾、满足民生需要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形成不断成熟和完善的民生思想。在这些民生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民生事业在一
百年中实现了四个阶段的阶跃式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民生成就。这些成就背后体现的是党对民生问题
内在规律和每个阶段历史格局的精准把握。新时代，中国民生事业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这也对
党的民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需要民生服务更加多样化和高质量、民生发展更加凸显公平正义、
民生治理更加法治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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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1年到 2021 年，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一百年的辉煌，领导人民迎来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
“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1］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目标之一，甚
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民生改善的历史。［2］百年来，随着党的民生思想的不断成
熟，民生制度和民生政策不断调整与创新，中国一方面历史性地实现了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
高，人民生活从饥饿到温饱再到全面小康;另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与人民消费能力的良性循环，为经
济健康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民生发展的相关问题，学术界已有
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多以时间脉络为主线，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历程、实践、经验等进
行梳理和总结;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思想和民生实践，分别从理论基础、经验透视、现实启示等方面进
行深入解读，［3－5］对于厘清党的民生思想的体系、精髓和践行机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在新时代的历史
视域下，面对新的民生问题和民生发展目标，再次深入研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实践、经验与
规律，既对民生思想的深化具有理论价值，也对民生实践的推进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总结建党百年
民生事业发展历程与成就，对其内在规律和运行机理进行深入探讨，探寻中国共产党领导民生建设的基
本经验，以期为未来民生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提供借鉴。

一、建党百年民生事业的阶跃式发展历程
在中国共产党先进民生思想和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民生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每一个

—23—

经济纵横·2021年第 5期



不同历史时期，针对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国际形势，党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确定工作重心和发
展目标，民生发展水平在百年时间里不断跃升。根据发展层次、追求目标、工作水平、取得成就等方面的
基本特征，可将中国民生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民生发展展现出不同的“主旋律”，而且每次
跃升到新阶段后都实现了发展的效率提升，即在新的发展阶梯上实现目标的速率在提升，表明前一历史
阶段上“难啃的硬骨头”在新的阶段上得到加速解决。

( 一) 革命战争时期的民生发展
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从建党的第一天起，中国共

产党就将“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重要目标。帮助和领导人民求解放是改善民生的政治前提; 反过
来，管理好民生问题是开展革命的群众前提和经济前提。党把民生与政权相统一，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
了民生思想，认识到农业经济建设是根据地生存发展的命脉。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展开轰轰烈
烈的大生产运动，竭力减轻群众忍饥挨饿的痛苦，同时也解决了革命队伍的粮食保障问题。经过这一阶
段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做主人，脱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的生活面貌发生了根本变
化，实现人民“站起来”。

( 二)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民生发展
经济恢复重建和实现工业化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面对一穷二白、破败不堪的国民经济状况，中国

共产党在恢复国民经济基础上，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战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
党制定了以强国保障民生的发展战略规划，［6］是暂时将注重人民当前利益的“小仁政”让位于注重人民
长远利益的“大仁政”［7］。在国家满目疮痍、积贫积弱、外困内忧的局面下，只有首先“强国”才可以“富
民”。经过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对社会主义经济
体制进行适应性调整。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国家基本形成了完整工业体系的雏形，为后来中国经济的
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 三) 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期的民生发展
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是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

谋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实现全国人民“富起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做了一系列精辟概括，指
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融合，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的国有经济改
革，在制度和体制上不仅解决了公平与效率的世界难题，也为改善民生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民生问题
得到高度重视，首先解决了 14亿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在此基础上，着力改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福利
等民生建设，努力消灭贫困，到 2000年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将“全面建设
惠及 14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作为奋斗目标，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民生发展
2020年，中国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探寻经济和社

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成为这一阶段的主旋律。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具体的、
历史的，不同时期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不同的。［8］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能解决和容易解
决的民生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民生问
题上面对的是最难啃的硬骨头，要在全面消除贫困问题上实现突破，在医疗卫生、教育、就业、住房、环
境、社会保障等问题上补齐短板，在解决人民生活“有没有”的问题之后，更加关心人民生活“好不好”的
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从反腐倡廉、精准脱贫、扫除黑恶、改善环境质量、完善公共服
务体系等方面下大力气，逐步逐层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使全体人民切实感受到
“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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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党百年来民生事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领导人民实现了由赤贫走向富裕的伟大转变，14 亿人口由忍饥

挨饿到温饱再到全面小康，人民生活在全生命周期上都有了可靠的保障，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
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 一) 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极大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
首先，物质生活方面，城乡居民物质生活由极度贫乏到极大丰富，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快速上升，并

连续跨越几个台阶。从农村看，194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 44 元，1978 年为 134 元，2000 年达到
2282元，2012年为 8389元，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①为 9429．6 元，到 2020 年达到 17 131 元;
从城镇看，1949年城市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 100 元，1978 年为 343 元，2000 年达到 6280 元，到 2020 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3 834元。( 见图 1) 其次，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依据 2010
年农村贫困标准，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达 7．7亿人，贫困发生率高达 97．5%。经过艰苦卓绝的脱贫
攻坚战，2018年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1．7%，到 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成功摘帽，中国成为世界
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再次，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
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按照国
际经验，恩格尔系数在 59%以上为贫困阶段，50% ～ 59%为温饱阶段，40% ～ 50%达到小康阶段，30% ～
40%为富裕阶段，30%以下为最富裕阶段。按照这一标准，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在 1978
年分别为温饱和贫困阶段，到 2020年农村居民已达到富裕阶段，城镇居民已跨入最富裕阶段。

图 1 1978—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情况

注:限于数据可获得性，仅列示 1978—2020年的数据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 CNKI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极少数年份的缺失数据采用插入法补充。

( 二) 就业、教育、医疗和住房实现全面改善
在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充分就业、提升教育、改善医疗、优化住房等方面下

大力气，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中国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1978—2020 年文盲率由 34．8%下降到
4%以下;城镇登记失业率在经历 20世纪 90年代的攀升过程后，2005年后呈逐步下降趋势;城乡居民收
入比( 以农村为 1) 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见图 2) 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由“部分人先富”到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历史转变。其次，社会医疗服务得到空前发展。1949年每千人拥有医疗卫生技
术人员在城市和农村分别为 1．87人和 0．73人，1980 年分别达到 8．03 人和 1．81 人，之后由于人口增长
而出现小幅下降，2012年开始超过 1980年的水平并持续快速增长，2019年分别达到 11．1人和 4．9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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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根本改善。1978 年城乡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分别为 6．7 平方米和 8．1 平方米，
2000年分别为 20．25平方米和 24．8平方米，2019年分别达到 39．8平方米和 48．9平方米。同时，通过棚
户区改造、建设保障性住房、政策性租赁等举措，构建起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

图 2 1978—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登记失业率、文盲率变动情况

注:限于数据可获得性，仅列示 1978—2020年的数据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 CNKI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 三) “人的发展”成就显著
人类发展相关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也从总体上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民生事业的突出成就与

进步。人类发展指数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 提出的、用以衡量各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的指标，中国这一指标已由 1990 年的 0．499 增长到 2017 年的0．752，目前已接近高人类发展水平
( 0．757) ;预期寿命指数是构成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指标，中国该指数由 2000年的 0．750上升到 2017年
的 0．799。此外，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是居民生存环境状况的重要体现，中国该指数①呈先上升后下降趋
势。2015年之前这一指数上升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人居环境付出的沉重代价，2015年开始显著下降
则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重视民生环境质量的价值取向和突出成果。

三、建党百年民生建设经验及发生机理
纵观百年历史，党的民生建设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虽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话语表达、

体现为不同的政策或主张，但是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民生工作与实践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百年来党的
民生思想的基本立场、基本价值和基本主张被一以贯之于党的民生事业发展的始终，构成党的民生建设
的核心与精髓，是指引中国民生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法宝”。

( 一) 百年民生建设的主要经验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首要的历史活动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

产，因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生活就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渊源，而人民群众作为生产生活的主体也合乎
逻辑地成为社会历史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历来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革命战争
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从党的性质出发，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
为党的宗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
是非得失的标准;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胡锦涛同志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党的工作要立足于人民的根本利益;新时代，习近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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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高度重视民生问题，树立了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中国梦”，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9］。“以人
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从根本上回答了党的事业“为了谁的问题”，是党“始终坚持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
柱”［10］86，也是百年来党的民生建设的首要经验。

2．坚持公平和正义原则。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看，公平正义是社会发展进步所追求的价值取向，是
社会主义思潮起源的价值基础，［11］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也高喊
自由、平等、公正，甚至认为自己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典范。但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和平
等在形式与内容上是分离的，自由只是资产阶级剥夺无产阶级、谋取超额利润的自由，而平等只是市场
交换中的平等，是资产阶级共同剥削无产阶级的平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阻止
了公平正义理念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可能性。［12］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平正义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在
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也是百年民生建
设的根本原则。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由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创造的，人民
群众有权利共享发展成果。

3．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根据唯物史观，政治自由和权利平等都离不开经济基础。马克思批判西方
抽象的公平正义观，反对从正义理念的说教来探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公平正义本质上是上层建筑
的范畴，直接受生产方式的制约，要实现公平正义必须从实践出发，在现实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加
社会财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人民要追求公平正义和自由全面发展，首先要促进社会
生产力的提高并实现国家的富强。当然，仅仅是国家富强并不必然会实现公平正义，还必须致力于民生
发展，把这种强盛转化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生富足才是真正的国家强盛。党的民生思想包含了民
生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性，坚持先进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是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没有经济发展，民
生改善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反过来，民生是经济社会工作的指南针，也是扩大内需和催生经济
增长点的内生动力。［10］224

4．注重正确观念的引导和教育。经济发展带来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富足，彻底改变了过去低质量
的生活，使人们有了对美好生活的初步体验。同时，对美好生活的客观评判不仅取决于社会为人们创造
了怎样的物质条件和生存环境，还取决于正确的社会理念的引导和教育。社会主义德育就是帮助人们
形成正确的民生观，避免民生发展与评价的盲目和低效。一是提倡劳动是美好生活的源泉。劳动是人
的类本质及其实现形式，是人存在的方式，也是人实现自身社会发展的基础。“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一
切美好生活要靠勤奋劳动、诚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来实现，社会主义要以人民劳动所创造的多元性价值
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多样性及合理需要。［13］二是崇尚勤俭节约，杜绝奢靡攀比之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遵循价值规律，但不搞物质至上、金钱崇拜，人们的幸福感来自自身内在的真善美的德性，而不是永
无止境的物质追求和相互攀比。三是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在经历了传统发展观的漫长探索后，人类
已认识到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一时的物质消费满足绝不是美好生活的全部内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除了单纯的经济增长，必须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资源环境利用的代际公平等作为新追求。

( 二) 百年民生建设的发生机理
辉煌民生成就的背后体现的是党对民生问题内在规律和每个阶段历史格局的精准把握，彰显的是

党在民生制度、政策和实施方案上的洞察力与行动力。正确把握民生发展的系统联系及其内在发生机
理，是理解中国百年来民生成就的关键，也构成对中国共产党建设民生、发展民生和改善民生的经验升
华。( 见图 3)

一是思想基础。先进的民生思想和科学的民生理念是进行民生建设、搞好民生工作的价值导向和
基本依据，构成民生工作的基本遵循。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创造性地与建党以来每
一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具体国情相结合，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洞察人民日常生活的新情况、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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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党领导民生建设的发生机理

从民生建设的实践中探索其发展规律，形成一系列民生思想的科学成果，不仅为国家和部门的民生建设
提供理论基础，也为民生具体工作的有效展开提供科学指引。按照内容划分民生思想可分为民生发展
思想和民生诉求思想。前者是供给者视角所秉承的民生发展思想，后者是需求者视角所崇尚的正确观
念。前者决定了民生建设的价值取向、工作方针和基本思路，最终反映为民生发展的客观结果;后者是
对民生发展的最终评价，除了客观结果外，还取决于受众的体验和满意度评价。

二是实践基础。在举国体制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和组织，在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实
践工作中表现了出色的领导力、执行力和组织力，这些构成民生建设的实践基础。其中，政治和思想领
导力是党总揽全局并推动各项民生工作向纵深推进的重要前提，党对民生工作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每一
个历史时期提出正确的民生发展方略和具体政策的基本保障;各级党组织的执行力是党的民生政策转
化为民生成就的催化剂，党的民生政策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得益于中国特殊的党政体制下上下贯通、执
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更有赖于基层党组织发挥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对群众的组织力是民生建设的最终着
力点，民生建设既要服务于人民，也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中国共产党向来注重提升群众工作的能
力，在与群众的交往实践中创新工作方法，这是民生成就的现实基础。“三力”共同作用，促进党领导民
生建设实践能力的提高。无论是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处置，还是决胜脱贫攻坚，都体现出
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实践能力。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抗疫实践和扶贫减贫实践都已成
为联合国制定政策框架的思路来源。

三是动力基础。解决民生问题要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取决于生产关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
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从而构成民生事业发展的动力基础。民生问题关系到人民的
生活和基本生计，只有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将“蛋糕”做大，才能具备充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改
善民生，否则改善民生就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因此，发展生产力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提高的物质基础。在领导民生建设进程中，党历来注重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当然，
生产力要提高，依赖于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与合理调整。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社会经济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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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具有同样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宏观层面对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的
改革，以及在中观、微观各环节上对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的民生制度安排和不断完善，都为生产
力的发展扫除了制度障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反腐败斗争等都
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自我革新换取人民幸福的典型例证。可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良
性循环构成中国民生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

以上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围绕民生需要的基本内容展开，共同促进民生事业发展，最终提高民生水
平和民生满意度。同时，辉煌的民生成就意味着人民群众消费能力和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这些又反过来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构成改善民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边耦合互动
机制。历史经验表明，尊重客观规律、勇于自我革新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民生事业巨大成就的重要
原因。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党中央能够准确把握民生问题的时代内涵和特征，不断优化民生发展的目
标和方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民生目标高度协调一致。在面对民生发展的瓶颈与障碍时，
也勇于破除旧制，在改革创新的宏观格局中推进民生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征程中，不仅深化了自身的建设和执政规律，也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构成
中国民生建设的宝贵经验，大大拓展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有效途径。

四、新时代中国民生事业展望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民生供给和
民生需求都由过去追求“有没有”向追求“好不好”转变。这表明中国民生事业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
阶段，这也对党的民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 一) 民生服务的多样化和高质量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要求。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意味着个性化、多

样化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不断增加，由过去物质生活水平的单一目标向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目标迈
进，［14］由单纯的“吃饱”“穿暖”向“美”与“好”的高品质转变。这客观上要求新时代的民生服务也要多
样化和高质量发展。

( 二) 民生发展更加凸显公平正义
随着全面小康的实现，公平正义成为新时代人民生活最强烈的诉求。从本质上讲，人民对自己的生

活是否感觉满意，除了纵向的自我生活状态的历史比较之外，还要通过横向的与外界及他人的比较中感
知，各种权益的分配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即是这种感知的直接依据。公平正义表现为政治、经济、
文化等多方面的权益在全体人民之间进行公平合理分配，让每个人在发展其体力与智力所需要的初始
条件上享有公平的权利，表现形式包括权利的公平、机会的公平、规则的公平和分配的公平等。

( 三) 民生治理更加法治化和现代化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促进新时代民生发展的外部社会条件和必要路径。与生产力中心论不同，

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从上层建筑层面，以公正、法治、安全、可持续等为价值追求的治理方式的集合，是政
府及各级各类组织依法依规对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进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新时代需要政府树立以民为本的社会治理理念，通过组织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构建自治、法治与
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民生事业向更高层次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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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tep－Up Development and Occurence Mechanism of China’s Cause of
People’s Livelihoo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an Yu－xian
( School of Marxism，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Xi’an Shaanxi 710049)

Abstract: Taking the party’s thoughts on people’s livelihood as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exploring the his-
torical experience and mechanism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people’s livelihood construction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experience for further optimizing people’s livelihood policies in the new era，solving ma-
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and meeting people’s livelihood needs． Over the past 100 years，the CPC has ad-
hered to the consistent position of“putting the people first”and formed a mature and improved thought on peo-
ple’s livelihoo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se thoughts，China has experienced three leaps and four stages，
getting brilliant achievements，in the field of people’s livelihood during the past 100 years． These achieve-
ments are attributed to the CPC’s accurate understanding to the inherent laws and the historical pattern at
each stage in governing people’s livelihood． Entering the new era，China’s people’s livelihood has entered a
new historical stage． This also puts forward new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party’s livelihood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high quality of people’s livelihood services，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more highlights fairness and justice，and the rule of law and moderniz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governance．

Keywords: Centennial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Thoughts on People’s Livelihood; Achievement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Mechanism of 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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