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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论纲
*

张士海

摘 要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的命题，但在其确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

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内含着丰富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毛泽东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战略地位、理论维度、
实践维度等方面的重要论断，对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刻的思想启示。

关键词 毛泽东 文化领导权 论纲

作者张士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 科 院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院 博 士 后 ( 济 南

250100) 。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历来高度

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不断

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

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在领导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形成了丰富的文化领

导权思想。尽管 1957 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由于

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

想在曲折探索中出现失误，但是，总体说来，毛泽

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积极影响是第一位的，这是不

容置疑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 “三中全会以

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

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嘛。基本点还是那些。”①因此，准确地、完整地把

握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成为当前

学术界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基于此，本文试就毛

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主要论点作一初步探讨。

一、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战略地位

共产党能否成功执政以及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最

终取得完全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 “问题 ‘只’

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②。一个政

党的领导权，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

面，而且还包含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

构建文化领导权，无论对一个革命党还是一个执政

党，至关重要。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

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毛泽东指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

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 是 中 国 的 革 命 力 量”③ ;

“我们要战胜敌人，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

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

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

队。”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巩固中国共产党领

导地位目的出发，更加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在毛

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可能失败”，并不

在于经济基础首先被动摇，而在于 “文化领导权”

率先丧失。因此，毛泽东强调，思想文化阵地无产

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思想问

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

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

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⑤

二、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理论维度

在政党文化建设中，意识形态是核心内容，决

定着政党文化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现代历史

的全部经验……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

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

观点和文化。”⑥当然，“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

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

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⑦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不同国家展现真理

的光芒，就必须本国化和时代化。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

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

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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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胜利。”⑧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

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

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

思主义。”⑨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实践中，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

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

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

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

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⑩ “马克思主

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

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

命了。”瑏瑡

三、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实践维度

“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 最高限度的通俗

化。”瑏瑢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

握，才能达到高度的理性自觉，才能发挥其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才能转化为创造历史的强大

物质力量。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

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

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毛泽东指出，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

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

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

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瑏瑣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

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

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瑏瑤新中国

成立后，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水平，加深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和大众化的程度，毛

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同时，一

如既往地强调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毛泽东看

来，“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

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

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瑏瑥

四、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要目标

文化领导权的本质是获取民众广泛的 “同意”

与“意见一致”。恩格斯在回顾他和马克思的革命

活动时写道: “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

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 使欧洲无产

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

确的。”瑏瑦 “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

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

确。”瑏瑧在毛泽东看来，任何政党要获取和稳固执

政，都需 要 达 成 民 众 对 于 政 党 意 识 形 态 的 广 泛

“认同”。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 “无

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

动。”瑏瑨 “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

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

正的官长和士兵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

抗战热忱。”瑏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强

调进行广泛动员、达成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

“认同”，来赢得执政的合法性，巩固执政的基础。

在毛泽东看来，只有让马克思主义进入人们的实际

生活过程，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获取民

众广泛的精神“认同”，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表达

的理想而奋斗。“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

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

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瑐瑠

五、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中坚力量

文化领导权的真正实现，必须依靠革命知识分

子的积极参与。归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的

一项重要使命是，向工人阶级灌输无产阶级的阶级

理论意识，使无产阶级新文化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群

众的自觉意识。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 “一向到

处扮演政论家、演说家和政治领袖的角色，”瑐瑡 “他

们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人民的革命教育。”瑐瑢在

毛泽东看来，我们要战胜敌人，先要依靠手里拿枪

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

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

的一支军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

出，“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

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

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瑐瑣 “共产党必须

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

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

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

是不可能的。”瑐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

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战线中的地位，多次告诫全党

继续重视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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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

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

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

们。”瑐瑥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

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

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的队伍。”瑐瑦

六、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基本方针

马克思主义向来是反对一元文化独存的，而是

主张多样文化共生的。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真理一

元论，但他们更认为一元的真理性认识恰恰是通过

真理与谬误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获得的。因此，

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持正确的文化方针，以便充

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确立社

会价值导向的重要作用。在毛泽东看来，我们信奉

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

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

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必须批

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必须大量借鉴

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

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

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

作品时候的借鉴。”瑐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大力提

倡社会主义新文化、新形式的同时，强调 “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

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

针。”瑐瑨在毛泽东看来，“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

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应

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

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瑐瑩推行 “双百方

针” “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

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瑑瑠

七、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要路径

“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

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瑑瑡文化领导

权的真正实现，不仅仅是领导者单方面自上而下的

“文化操纵”过程，不能仅仅通过急风暴雨式的群

众阶级斗争方法在短时间内实现对思想文化的根本

改变，而是一个需要在被领导者积极参与过程中不

断获取他们的同意、“认同”的过程。在毛泽东看

来，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

的中心环节; 但是，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

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毛泽东指出，“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

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

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

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

革命达到胜利。”瑑瑢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必须重视自愿的原则。“学习运动的基础，是

我们同志们自觉的热情”瑑瑣; “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

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

形式而失败。”瑑瑤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进一指出，文化领导

权的实现，既需要发挥教育者主导作用、又需要发

挥教育对象能动作用，要将教育与自觉有机结合起

来。“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

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

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

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瑑瑥

八、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体要求

文化领导权的真正实现，既要靠真理的作用，

又要靠人格的力量。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

建设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身

体力行，真学、真信、真懂、真用，对于巩固与发

展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意义重大。正如列宁所

指出的， “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

高。”瑑瑦在毛泽东看来，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最重要

的条件，就是凡是需要动员群众做的，共产党员和

领导干部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毛泽东指出， “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

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 ‘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

的作用。如果这 ‘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

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瑑瑧 “只要我们党的

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任何

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瑑瑨新中国成立

后，毛泽东从巩固政权的战略高度来正视共产党员

和领导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的重要性，多次强调说，

共产党员模范带头作用问题是关系到 “中国能否

改变颜色”的重大问题。据此，他对党内滋长的

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腐化等腐败现象嫉恶如

仇，要求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

纪分子严加惩处。 “党内那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贪污腐化、独断专行、以权谋私的官僚主义者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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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分子，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不

清除这些人，我们是要吃亏的。”瑑瑩

九、余论

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从 “为什么、是什么、怎

样做”的思维向度，对文化领导权基本问题进行

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

化领导权理论，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的进程。

当前，世界和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和变革。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交融不

断深化、交锋更加激烈，国内思想文化领域多元、

多样、多变特征日益明显，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激荡

碰撞。在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

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

获取民众广泛的精神“认同”，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因

此，“文化领导权”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长远发展，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战略意

义。对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 《中共

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深

入研究意识形态和宣传文化工作新情况新特点，及

时研究文化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加强和改进思想政

治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文化

改革发展领导权”。可以说，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

文化领导权建设，才能增强中国共产党文化吸引

力，使人们面对多样文化的选择时，最终 “认同”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 才能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方

向，使中国文化免受外来文化干扰、控制和同化，

保证国家文化安全; 才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视阈中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

众化进程，真正捍卫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

因此，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理应而且必须更

加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真正把握毛泽东文化

领导权思想的基本精神，有效回应目前中国共产党

文化领导权面临的严峻挑战。这既是当前中国共产

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要求，也

是我们研究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得出的最重要的

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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