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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

路径建构与现实启示﹡ 

徐建飞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

径，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主要包括组建宣传网络，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话语路

径；创作、改编电影戏曲作品，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艺路径；翻译出版经典

著作，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本路径；运用大众传媒 ，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

媒体路径。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路径建构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传播具有现实启示：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建设；借助大众文艺表

达方式宣传思想理论；加快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和通俗理论读物的发

行；推进传统与新型传播媒介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  马克思主义  传播  路径建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徐建飞，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苏  扬州  225009）。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角色、历史方位实现了根本转变。广大

人民群众虽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一些人对党制定的方针政策仍心存疑惑。

在新解放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封建主义、资本主

义的腐朽思想依然存在，这影响了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新中国成立后，

一些不具备党员素质的投机分子混入党的队伍，使得一批新发展的党员理论水平

低，政治修养不高，与社会主义建设不相适应。一些老党员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出现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全社会亟待传播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理论，培育社会主

义价值观。为此，中国共产党积极探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有效路径。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1 批面上资助项目（2017M611937）和 2017 年江苏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研究项目（2017SJBFDY81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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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建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符号、内容、思

想、理念、价值的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路线、行径，包括话语路径、文本路

径、文艺路径、传媒路径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的实情，把

宣传网、电影、戏剧、报纸、期刊、广播等工具都运用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传播的多元化路径。 

1. 组建宣传网络，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话语路径  

新中国成立伊始，一些反动的言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流传。若中国共产党

不及时遏制反革命分子错误思想的传播，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加强马克思主义宣

传教育，与一切反动、错误的思想理论作斗争，势必会影响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

人民事业的发展壮大。此外，各级党组织在思想教育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理论

宣传缺乏经常性与组织性，把思想意识的灌输当成少数人临时性工作，一部分党

员运用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教育引导群众，使得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游离于

人民思想意识之外，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无法深入到大众。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建构起自上而下的宣传体系。[1] 

党支部挑选政治觉悟高、宣传工作能力强的党员、青年团员和支部周围的人

民群众中自愿在党的领导下担任宣传工作的劳动模范和其他革命积极分子担任宣

传员。选拨出的宣传员需经过党的支部委员会的审查通过和高一级党组织的批准

任命。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宣传员依据工作需要和自身能力，选择谈话、

传递消息、读报、收听和传布人民广播、书写和绘制宣传性的文字图画、编辑墙

报等工作方法，深入到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向人民群众

宣传科学理论，介绍国内外发生的时事政治，解释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制定的方针

政策，批驳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1] 
机关宣传员选取多种方式向驻地居民进行宣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1）

逐户宣传和访问。（2）小型座谈会。（3）通过黑板报、读报组、民校等组织

进行宣传。（4）培养和帮助地方宣传员、积极分子，推动他们去宣传。（5）
进行化装宣传和漫画图片宣传。（6）在大的政治运动或纪念节日帮助驻地党的

机关召开群众大会，并在大会中作宣传。[2]如浙江省委宣传部机关的宣传员帮助

当地居民组建了读报组、歌咏队、识字班、文艺室等，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向

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浙江省及杭州市的机关宣

传员在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向驻地居民灌输爱国主义和阶级斗争的

思想意识。[2] 

工人宣传员在宣传工作中采取车间报告、读报、个别宣讲等方式向基层工人进

行时事政策、生产问题的宣传教育。车间报告是由工厂宣传员以作报告方式向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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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宣传党的政策和工厂生产情况。与其他宣传方式相比，读报显得直接、灵活。

读报的方法主要有三种：（1）成立固定的读报小组；（2）自由组合，读报人固定，

听报人不固定；（3）一个宣传员专负责在大会上读报。[3]读报内容的选择上，宣

传员主要挑选工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如朝鲜战争的消息等。在读报的过

程中，宣传员还将读报与讨论问题相结合，工人不仅可以就自己不明白的问题提问，

而且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以供讨论交流。个别宣讲主要是工人宣传员深入

到工人中去，一对一地解答工友的疑惑，有针对地解决工人的问题。 
农村宣传员的宣传手段灵活多样，除了运用传统的黑板报、座谈会、文字绘

画等方式外，日常生活中的聊天谈话，农业耕种时的交流对话都可用来传播思想

理论。农村宣传员宣传理论和政策最大的特色是语言表达上的通俗易懂，宣传员

注意联系发生在农民身边的事例，生动有趣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

策。河北省农村中的共产党员和宣传员充分利用黑板报、屋顶广播、小型座谈会、

个别漫谈等方式，通过生动具体的事例和群众切身的体会，引导农民回忆、对比、

算账启发其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中共宁河县靳家堼村的党组织，通过国家电力

扬水灌溉站和拖拉机帮助他们增产的事实向农民进行了工农联盟的教育，使农民

了解到个人和国家的关系。[4] 

2. 创作、改编电影戏曲作品，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艺路径 

第一，创作优秀的电影作品，渗透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新中国成立一个

月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文化部，遵照共同纲领文教政策，大力发展新的人民

电影事业，积极翻译苏联影片并介绍其他国家进步影片，抵制有毒素的美国影片，

提高国产影片的质量和水平。在文化部电影局首届行政会议中，文化部周扬副部

长指出新中国的电影必须坚定地继续贯彻工农兵方向，多方面地反映中国人民解

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斗争以及新中国建设的主题。[5] 
新中国成立初期播放和宣传的电影主题主要有：（1）展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

历史和抗美援朝英雄事迹。如苏联文献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

《中国人民的胜利》，以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人民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

举行庄严而隆重的开国大典阅兵式作为开始，追溯了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

如何在艰难困苦中战胜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

利。《中国人民的胜利》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无畏不屈、英勇抗争的革命精神，

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合谋侵略中国、压迫人民的罪行，讽刺了反共反

人民战争可耻的失败。《上甘岭》讲述了抗美援朝中的感人故事，讴歌了中国志

愿军无畏牺牲，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2）揭露封建社会地主恶霸对贫苦农民的

欺凌与压迫，反映人民群众在长期封建压迫下阶级意识的觉醒，凸显其敢于同旧

势力作斗争的反抗精神。深受观众喜爱的影片《白毛女》将浪漫主义精神与阶级

斗争相结合，通过杨白劳和喜儿父女两代人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地主阶级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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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揭露了以“黄世仁”为代表的地主恶霸残酷剥削农民的罪

行，表现了中国农民在封建专制压迫下的阶级意识的成长和反抗精神的苏醒。（3）
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批判旧制度，歌颂新政权，表达人民的“翻身”心情、“解

放”情感。如历史文献纪录影片《伟大的土地改革》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

史时期的土地政策，借助典型事例叙述土改运动的过程，表达了农民翻身解放，

分得土地，成为主人的喜悦。（4）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与经济的恢复

和发展。如纪录片《万象更新》选取典型事例翔实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农业、手

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始末，生动阐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

史意义。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主题把握工农兵的方向，进行广泛的爱国

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了人民的思想文化水平。 
第二，改编传统戏曲，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我国戏曲资源丰富，长期

以来和人民保持紧密联系，若能利用好传统的戏曲文化资源，必能成为“以民

主精神与爱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武器”。[6](P250)1951 年 5 月 5 日，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修改旧戏曲中

不良的内容，革除封建迷信的思想观念，提出了“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

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6](P250) 
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曲工作者依据人民的需要对传统戏曲进行改编，“抛弃

戏曲遗产中的一切反动的，有毒素的，不利于人民的部分，而保存和发扬一切进

步的、健康的、有益于人民的部分。”[7](P165)如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将传统的“白

蛇传”戏剧改编为京剧《金钵记》，后再度修改剧本，最终定名为《白蛇传》。

改编后的《白蛇传》突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田汉将《白蛇传》“报恩说”

改成“思凡说”，使得白素贞与许仙之间的爱情从报恩中解放出来，变成了两人

纯粹的“自由恋爱”。“自由恋爱”象征着解放后的女性向封建礼俗宣战和与封

建压迫势力抗争的新气象。最终定版的《白蛇传》使得白素贞从摆脱封建礼教束

缚，追求婚姻自由与幸福的进步女性一跃成为具有革命性、民主性与群众性的新

女性形象，“表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妇女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不可征服的意志，

以及她们的勇敢的自我牺牲的精神”。[7](P170)浙江省《十五贯》整理小组根据清

初朱素臣同名传奇改编、陈静执笔的昆曲《十五贯》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曲改

编的佳作。“这场戏在思想上是一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

的尖锐斗争。”[8]《十五贯》的改编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精神，以提倡实事

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为主题，剔除封建腐朽和糟粕成份，用科学的思

想理论塑造正反典型人物，合理安排故事情节。原先的剧本有一段关于况钟托梦

断案的剧情，以“托梦”的方式审理案件不免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改编后

的《十五贯》将“托梦断案”的内容情节删除，使况钟从虚幻中走进现实，意在

肃清封建主义迷信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引导人民自觉地从

封建迷信的迷雾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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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翻译出版经典著作，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本路径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便开始起草筹建中央俄文编译局。1949 年 6 月，党

中央正式成立了中央俄文编译局，并在中央宣传部设立斯大林全集翻译室，这两

大机构主要负责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1953 年 1 月 29 日，中共

中央决定将中央俄文编译局与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945 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要求高级干部读 5 本马列经典著作，在党的七

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干部学习 12 本马列主义著作，并把这 12 本书称为“干

部必读”。新中国成立后，这 12 本“干部必读”马列主义著作先由解放社出版单

行本，后由人民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负责出版。如 1949 年 11 月，解放社翻印苏

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的《共产党宣言》。1951 年 1 月，解放社又将苏

联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出版单行本。1951 年的 4 月和 10 月，人民出版社

又将此《共产党宣言》的译本出版布面精装本和平装本。“干部必读”这套丛书

发行量达到 300 多万册，成为了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教材。 
1953 年，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便开始酝酿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

宁全集》《斯大林全集》。1953 年 9 月至 12 月，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斯大

林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2 卷，直到 1956 年 4 月，出齐了《斯大林全集》（共

13 卷）。1949 年至 1953 年 6 月，人民出版社印行斯大林著作共计 41 种（包括合

著 7 种），印数共达 660.4 万册。其中 1949 年印行 60.8 万册，1950 年印行 104.9
万册，1951 年印行 13.5 万册，1952 年印行 184.2 万册，1953 年上半年即印行 297
万册。自 1949 年至 1953 年上半年，斯大林的各种著作的中文本在中国的发行数

已超过 1000 万册。[9]人民出版社从 1949 年到 1953 年，出版列宁著作中译本 43
种，印行了 370 多万册。为了满足国内广大读者的需要，国际书店在同一时期，

还从苏联国际图书公司，进口了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的列宁著作中译本 27 种，

发行了 330 多万册。[10]从 1953 年 12 月到 1954 年 10 月，人民出版社花费不足一

年的时间编印了一套《列宁文集》（共 7 册）。此外，中央编译局依照俄文第 4
版编译《列宁全集》。1955 年 12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宁全集》第 1 卷，1956
年 7 月、12 月分别出版《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28 卷。1954 年《马克思恩格斯

文选》（两卷集）第一卷已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译成中文出版。这在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学习和研究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文本。1955 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中央编译局依照此版本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编

译。1956 年 1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出版。除此之外，人民出版社和

其他出版机构也出版了经典作家的单篇著作、专题言论集，新版再版一批国外学

者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苏联学者的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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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外，还出版发行

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等领导人的著作。如出版了毛泽东著作

专题汇编、毛泽东单篇著作、《毛泽东选集》等。《毛泽东选集》出版后，被译成

多种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影响深远。 

4. 运用大众传媒，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媒体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传媒主要有报纸、刊物以及广播。这些大众传媒传播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报道了时事热点政治。 
第一，丰富报纸内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报纸是思想舆论的主

阵地，是传播主流意识的重要渠道。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注重报纸的理论宣

传功能，如马克思早年创办《新莱茵报》，列宁创办《火星报》。新中国成立以

后，中国的报纸业迅猛发展。这些报纸一方面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和人民

群众的联系；另一方面灌输先进的思想理论，驳斥纠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言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喉舌，大力宣传社

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如 1950 年 1 月 12 日《人民日报》介

绍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各直属机关干部学习社会发展简史的情况，指出：“学习

社会发展简史的目的和要求是：认识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认

识阶级斗争，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树立正确的国家

观念。”[11]1954 年 10 月 20 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张振亚等人翻译苏联院士康·奥

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在《真理报》上刊发的《政治经济学教导我们什么》，系统全

面地阐释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还刊发了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学

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分别于 1950 年 12 月 29 日、1952 年 4 月 1
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着重介绍毛泽东哲学思想。“两

论”发表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人民日报》也刊发了

理论工作者解读毛泽东思想和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两论”的心得体会，如 1951
年 2 月 1 日，李达在《人民日报》发表《“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是无产阶级实践的哲学和革

命行动的指针。[12]1952 年 4 月 26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赖若愚在《人民日

报》上发文指出毛泽东的“矛盾论”是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钥匙。[13]社会主义改

造时期，《人民日报》大力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1953
年 12 月 11 日，《人民日报》刊发介绍了中共松江县委创造宣传总路线的好经验，

指出贯彻总路线教育要弄明白过渡时期总路线，解决如何在农村中建设社会主义

等问题。[14]1953 年 11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廖盖隆《我们的国家要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一文，系统阐释什么叫做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必须实行社会主义

改造，以及如何对农业、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15]此外，为了肃

清旧思想，塑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人民日报》结合思想文化领域的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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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发文批判了《武训传》、胡适派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

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新文化。 
第二，创办理论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创

办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刊物，其中一些刊物如《经济译丛》《哲学译丛》《政法译丛》

等开设专栏，发表苏联、东欧等专家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创办于 1949
年 9 月 5 日的《学习》杂志，成为研究、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刊物。

《学习》杂志不拘泥传统，大胆创新，敢于尝试，注重现实问题的探讨和研究，通

过问题解答、读者笔谈、学习交流等方式加强与读者互动。以简洁精炼、通俗易懂

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矛盾论》《实践论》

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于光远在担任《学习》杂志主编时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

义理论的初步，必须有系统，有计划地在一定时期内读完若干本书。一般地应先学

《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与毛主席的基本著作，然后阅读其他若干种马列主

义理论书籍。”[16]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在《学习》杂志第 1 卷第 1 期刊

文指出“目前许多地方的学习运动所采取的步骤，正是符合这种情况的。例如一般

都是以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第一步学习的主要内容。”[17]于光远在《学

习》第 1 卷第 4 期上刊发《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文，指出：“现在北京以

及外地许多机关和学校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继学习社会

发展史之后的一个重要的学习步骤。”“现在已有一部分人把社会发展史这门课程

学完了，并依据规定的这种程序进而学习政治经济学。”[16]对以《矛盾论》和《实

践论》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杂志于第 3 卷第 8 期和第 4 卷第 4 期

分别转载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刊发了理论工作者和读者学习《矛盾论》

和《实践论》的心得。如艾思奇的《关于〈实践论〉和学习方法的一些问题》，王

惠德的《〈矛盾论〉学习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阎素的《学习〈实践论〉的一

点体会》和《学习〈矛盾论〉，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 
第三，举办社会科学学习讲座，介绍理论知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及地方人民广播电台特意邀请社会科学的理论专家开展学习讲座，介绍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为了解答京津

各大学在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政治课当中存在的疑难问题，特在北京市人民广

播电台举办定期的广播学习讲座，讲解“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历史”，“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的革命领导权问题”等内容。[18]此外，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通过学习

讲座还向听众介绍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如

1950 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段邀请艾思奇、于光远等理论家举办《社会

科学讲座》，各地机关单位、学校、团体等都踊跃收听。1950 年 4 月，艾思奇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陆续播讲“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目的和方法”、“劳动创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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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创造世界”等内容。1950 年 4 月 28 日，章乃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

讲“新形势下工商业怎样办？”。1950 年 10 月，郭大力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陆

续播讲“帝国主义论”，详细讲解列宁所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一书中的重要问题。社会科学讲座成效明显。在收听完《社会发展史》讲座后，

察哈尔日报社收听小组举行了考试，平均分数在 70 分以上。上海普陀区人民政府

学习小组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反馈中写道，一般同志经过此次学习，均能建立

起劳动观点，加强认识了群众力量的伟大。[19](P131) 
此外，广播电台还通过举办纪念和庆祝活动传播社会主义理论。1952 年 11

月 6 日，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35 周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苏联广播，宣传

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954 年 3 月 1 日到 5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斯大林逝

世一周年纪念节目，通过各种方式学习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现实启示 

为了寻求公民对新生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认同与支持，强化党执政

的合法性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注重主流意识

形态的灌输，重视思想政治理论的宣传教育，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经验和

规律。时过境迁，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处境与当前不可

同日而语，一些具体作法也存在片面和失误之处，但是历史发生过程中所蕴含着的

规律，透视出的真理，被实践检验了的科学方法，前人历经心血、充满智慧总结出

来的经验，为推动当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借鉴。 

1. 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建设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在一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

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

形态家”。[20](P179)思想理论不会自发地渗透到社会活动的任一领域，也无法自觉

植入到人的思维意识中去。思想理论的宣传必须要有专业的队伍来完成，其队伍

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宣传的质量与水平。思想理论工作者队伍的建设主要包

括了理论的生产者、加工者、宣传者和反馈者。生产者的主要任务是理论的创造，

使生成的理论符合客观实际和时代诉求；加工者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提炼外来或

者是本土思想理论，使其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宣传者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

理论作为指导，借助传播媒介，将思想理论向大众普及，使其大众化；反馈者的

主要任务是跟踪理论传播的实效，及时反馈，评估成效与不足，优化改进理论。 
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西方，其生成者是马克思与恩格斯。随后，马克

思主义理论率先被俄国思想理论家加工，形成了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

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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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首先要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

论水平高、业务素质强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主要负责对原生态和次生态的马克

思主义进行加工创新，结合中国国情，充分吸收外来思想的文明，融入中国元素、

中国特色，使科学理论在中国落地生根，蓬勃发展。习近平历来重视专业化、高

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点要求“着

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

家，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

的中青年学术骨干”，[21](P27)为壮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注入新鲜的血液与活

力，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另外，中国共产党灌输主流

意识形态，掌握、巩固和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还需要“发动与指

导全党一切干部、党员、党外积极分子去进行他们所能够的又需要的宣传教育

工作”，[22](P373)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理论宣传队伍，这是连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广

大人民群众的中间纽带。理论宣传队伍主要传播原生态、次生态以及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中国特色社会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的吸引力、感染力、渗透力和影响力。理论宣传者除了肩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

的任务，还要及时向理论加工者反馈学习者接受和认同理论的情况，以便完善和

创新理论，提高宣传实效。 

2. 借助大众文艺表达方式宣传思想理论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

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

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23](P8)大众文艺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除了能改

善文化生活，丰富休闲娱乐外，还具有承载思想理论、育人化人的功能。大众文

艺借助其多样、通俗、生动的表现形式将文化知识、价值观念、思想理论、制度

政策融入日常生活，使晦涩的知识通俗化、高深的思想生动化、抽象的理论形象

化、笼统的制度具体化。丁玲在论述新的文艺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时指出，“有

些人看一本新文艺的书，要比看一本马列主义的书有兴趣”，“看一本土地改革

的小说，中间描写干部如何下乡，如何划分阶级、分土地，看了以后增加了很多

知识，扩大了眼界，对农村有了初步的了解，比看一本讲土地政策的书容易看得

进去。”[24](P124-125)从中可以看出，大众文艺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阐释

理论、宣传思想、传递真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观

念能深深根植于人民心间，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接受，绝不是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

理论灌输，而是寄附于传统的民谚、戏剧、小说等习俗文化，借助于民间艺术表

演活动，被赋予鲜活的生活气息，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语言、形式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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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与演绎。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也要借助“文学、戏剧、

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

文艺”等大众文艺，[23](P14)用人民群众喜爱的方式，“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

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23](P14)实现知识的灌输、思想的解放、观念的

引领、理论的普及。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嵌于传统文化、道德观念、

形象艺术之中，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入耳、入脑、入心，把马克思

主义理论从单一平面变成多维的立体，由抽象的理论变为直观的现实，从书斋走

向实践，走进生活，实现科学理论内在的精神品质与外在的行为自觉的统一。 

3. 加快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和通俗理论读物的发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要认真研读产生于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并用欧洲语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将经典文本的科学真理置

于中国语境，运用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进行转述，保留经典著作原汁

原味的同时又带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习近平历来重视研读原著的

重要性，他在中央党校谈领导干部读书问题的讲话中谈到：“领导干部在研读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同时，要追根溯源，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

家的著作，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25](P123)并要求领导干部精读《马克思恩

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两部文集中的代表性篇目。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直接指出“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

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21](P12)为

了提高全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就必须加快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

准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展现经典作家思想的博大和深刻，推动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大繁荣、大普及。 
自 2004 年中共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中央

编译局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外文版本的译文重新进行审

核和修订，翻译出版了 10 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 5 卷本《列宁专题文

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列宁全集》第 2 版（增订版），《列

宁选集》第 3 版（修订版）。为了能精准展示和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理论指南和智力支持，也为广大理论

工作者、党员干部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高质量的文献支持，中央编

译局还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等重要理论文献典藏的收集

整理和编译工作，与人民出版社保持密切联系，组建一支高标准、高水平、高

效率的专业队伍，加快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工作，集中力量尽快编译出齐《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库》和各种马列著作单行

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当前，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强烈，学习热情高涨，思想觉悟较高，急切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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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当代中国发展的精品读物。新闻出版机构应联同理论

专家走进基层，走向群众，深入实践的现场，了解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和现实关

切，以此作为确定出版读物的选题与写作的来源，从人民群众中间发现问题、启

发灵感、获得真知，编写和出版符合社会发展实际和人民内在诉求的通俗读物。

如中宣部等部门针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编写了《七个“怎么看”》《六个“为

什么”》《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理性看齐心办》《改革热点面对

面》《法治热点面对面》《全面小康热点面对面》《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等通

俗读物。这些通俗读物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用人民日常通俗易

懂、形象有趣、生动感人的大众语言与切身事例来进行阐释，增强理论的穿透力、

感染力、解释力，凝聚人民群众对理论知识与国家方针政策的共识，化为人民群

众的意志和行动。 

4. 推进传统与新型传播媒介的深度融合 

传播媒介是思想理论传播的基础保障，“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

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26](P9)当前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数字传播

技术迅猛发展，新的信息网络成为思想理论宣传和现代交际的新型渠道，与人

民日常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新媒体的产生，打破了传统媒介的结构与秩序，丰

富了传媒形态，成为人民日常生产、消费、交往和活动的重要场所。科学理论

要占领舆论高地，就必须遵循媒体发展与思想理论传播的规律，强化互联网思

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

融合。[27]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开展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学习，扩大受众群体，丰富人民接触、获取、接受知

识、理论和观念的途径，提升大众的知识文化素养和思想理论水平，使当代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具有中国元素和民族特色，做到理论的宣传教育符合实际、

贴近生活、服务人民。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也为思想理论传播提

供新的平台。当前，要及时将新兴的互联网、智能手机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去，充分发挥新媒介快捷、高效、方便的优势，凸显新媒介高速数据传递，

引领主流舆论，传播大众文化的功能，拓宽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主渠道，建

立线上与线下的理论宣传教育无缝链接，传统与新型传播媒介深度融合的一体

化、全覆盖的宣传平台，夯实思想宣传阵地，营造良好的媒介环境与媒介教育

氛围，建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选择多种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取得了可喜成效，批判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思想、旧观念，从而使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得以巩固，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赢得认同。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开始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初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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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逐步形成了劳动创造历史、劳动创造世界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国家观念，阶

级意识，“主人翁”思想，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社会主义

价值观念开始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

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成功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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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reading Path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in the Initial Founding of the PRC 

 
Xu Jianfei 

Abstract: In the initial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ried to 
build the spreading path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aspects: organizing propaganda network, to construct discourse path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popularizing films and dramas, to create the literary path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translating and publishing a large number of Marxist classics, to construct the text path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utilizing the mass media, to construct media path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Through the spreading path of Marxism in China in the initial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should be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m ideology staff, promoted ideological theories by means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expression; speeded up the compilation of Marxist classic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popular theoretical readings;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new 
media depth. 
Key words: in the initial founding of the PRC, Marxism, the spreading path,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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