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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优秀政治文化内容丰富，但本质上是由先锋 

队政党性质决定的，究其理论渊源，不外有三：一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理论；二是中国古典德性政 

治哲学；三是毛泽东的革命政治伦理。 

一

、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理论诞生于德国思想传 

统与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两个 

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具有很深的未来主义与救世主 

义的情怀。 

西方政治文化有一个古今之变，马基雅维利、霍 

布斯颠覆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基督教的政治共同 

体思想传统，开启了原子个体主义与社会契约论。按 

照这种理论，政治仅关乎权利的分配正义，而与个人 

道德、社会共同善无关。这种思想不但受到了卢梭、 

康德等人的共和主义思想的修正，而且特别遭遇了德 

国浪漫派与黑格尔的深刻批判，后者强调了社会政治 

的有机性与目的性。在德国政治思想传统中，人不仅 

是社会政治共同体中的一员、一个角色，而且具有历 

史文化目的。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学》与 《法哲学》 

中，通过未来主义的自由史观重建了政治的伦理 目 

的。尽管马克思公开批评了黑格尔那里残留的历史神学 

与目的论思想，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因果必然性，但 

是，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历史天 

命，在具有高度理论觉悟的共产党人眼里，则倒转为一 

种未来主义的信仰，倒转为革命的目的与希望，使革命 

具有终极意义。革命者应当具有先锋队的担道与受难精 

神，去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 

在政治实践中，马克思通过法国大革命的戏剧进 

程，也看到黑格尔所描绘的那种历史天命与政治理想 

主义者的担当。在这部革命戏剧的辩证法中，人民中 

的每个阶级都是政治的理想主义者，它首先并不感到 

自己是个特殊阶级，而是整个社会需要的代表。因此 

解放者的角色在充满戏剧性的运动中顺次由法国人民 

的各个阶级担任，直到最后由这样一个阶级担任，这 

个阶级就是负有普遍解放使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这个最后的政治理想主义者，就是就是具有特殊历史 

使命的先锋队。 

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虽然没有直接 

使用先锋队概念，但描述了共产党人的先锋队性质， 

那就是理论觉悟优越与实践上最先进、最坚决。在各 

种中后期文本中，马克思直接使用了 “开路先锋”与 

“先锋队”的概念，强调了先锋队思想觉悟与坚定的革 

命精神。同时，由于受卢梭共和主义的影响，马克思 

反对高高在上的官僚制国家，提出了社会共和国的政 

治理想，使政治服务于社会，以人民为中心，提出了 

做人民公仆、“为公社的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因 

此，先锋队的政党，其政治使命以社会解放为目的， 

必然高度警惕官僚化，带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以 

防自我异化。 

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政党 ，完全不同于英国议会 

制传统中诞生的利益型政党，而是一个经过启蒙理性 

洗礼的现代信仰型政党，强调理论觉悟，具有强烈的 

理性批判精神。在思想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种 

启示真理或独断教义 ，而是一种科学形态，具有理性 

建构、理性批判的开放品质。在组织上，每个人都是 

有人格的个体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党员之间是志同 

道合的同志关系，可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不是 



形形色色的依附关系。因此，恩格斯强调，不必过分 

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而且也不畏惧 

向外界表现无情的自我批判。 

列宁主义严格区分了党与阶级的不同概念，更加 

明确了党的先锋队功能，不但强调了其严格的组织纪 

律，而且特别强调了党的先进性 ，强调党员的理论觉 

悟与自我牺牲精神，强调其知识分子成份及其德性文 

化气质，认为只有先进的知识分子，才能掌握革命理 

论，教育和领导工人阶级，推动革命。列宁强调先锋 

队政党的知识分子性质及其理论觉悟的重要性，与俄 

罗斯东正教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有一定关系。俄罗斯知 

识分子，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带有东正教文 

化的特点，带有弥赛亚主义的精神气质，受到理想主 

义、救世主义、禁欲主义文化熏陶。正是在这样一个 

文化传统中，诞生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因此，列宁主 

义的先锋队精神，凸显了政治德性之重要。 

二、中国古典德性政治哲学 

党内优秀政治文化的第二个重要理论渊源就是中 

国德性政治哲学。中国德性政治哲学脱胎于一场德性 

政治革命。《尚书》到 《周易》这些古经，记载这场早 

熟的人文革命及其反思，其中所表达的德性革命观， 

如 “天命无常，惟德是亲”的政治正当性思想，奠定 

了德性政治的哲学基础，成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源流。 

天命 (天道)不仅是超越的，而且是内在的，关键在于 

那种 “道之在我”的内在德性自由，孔子 “志于道，据 

于德⋯‘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等担道精神，深刻影响 

了中国文化的道德生命意识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怀，深 

刻影响了现代革命者的文化气质，深刻影响了延安时期 

共产党员修养论的建构。 

天命不是抽象的，作为一种自然法，体现在民意 

当中。《尚书》所谓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之理念与毛泽东所谓人民就是上帝的思想遥相呼应 。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正当性思想与今 

天的革命权虽有差异，但也可相互发明。“敬德保民”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等思想，通过孔子的 “为 

政以德”、孟子的 “民本”，下贯到王阳明 “明德 、亲 

民、至善”，构成了 “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谋幸福” 

思想的古典形态，成为德性政治文明的思想基础。 

在德性自由、德性政治的基础上，中国文化逐渐 

发展出一个 “有教无类，选贤与能”的圣贤政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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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这个传统相信德性可学、可教，人皆可为圣贤， 

所以孔子强调 “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后世发展出 

科举制这种 “选贤与能”的选拔方式，既讲平等又讲 

精英，在天下体系中造就了 “五湖四海”的士大夫阶 

层。这个阶层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先进性团体，虽然没 

有严格组织，但接受共同经典熏陶，大多具有共同的 

文化信仰、忧患意识、担道使命。这种圣贤政治文 

化，也为今天 “五湖四海”“志同道合”的同志伦理提 

供了文化滋养。 

三、毛泽东的革命政治伦理 

党内优秀政治文化的第三个重要理论渊源，就是 

毛泽东的革命政治伦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气质与中国德性政治文明 

的大传统在理论上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并在革命 

实践中逐渐融合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也是中国共 

产党有意识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继 

承与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文化结果。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解 

散的文件声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 

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 

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 

光大。⋯⋯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 
一 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 

合起来。” 

这种结合充分体现在两个先锋队精神中。毛泽东 

通过鲁迅精神与张思德之死阐明这种革命理想主义者 

的政治德性。毛泽东在1937年 《论鲁迅》与为陕北公 

学的题词中，清楚阐明了先锋队精神。他说：“要造就 

一 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 

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 

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 

不谋私利的，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 

不怕困难 ，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 

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 

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 

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J』顷利的解决。”毛泽东强 

调指出，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就是伟 

大的 “鲁迅精神”。鲁迅精神是激进的革命精神，批 

判精神，对传统文化也有很多批判，但他没有失掉 

文化自信。他在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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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地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 

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 

人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正 

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 

梁。”可以说，毛泽东通过纪念鲁迅来阐明先锋队精 

神具有特殊意义，因为鲁迅精神既代表五四精神， 

同时也代表中国文化的脊梁精神。所以毛泽东说， 

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而 

自己不过是贤人而已。 

延安时期的 《老三篇》，特别是对张思德之死的深 

刻思考，将这种先锋队的政治德性进一步发展为明确 

的政治伦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 《为人民服 

务》这篇短文中，毛泽东谈到了为人民而死的牺牲伦 

理、解放使命、批判与自我批评、五湖四海的同志伦 

理等。这种政治德性与政治伦理，后来毛泽东概括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写进七大政治报告与党 

章。毛泽东强调 ，全心全意，不是三心二意、半心半 

意。这就意味者要反身而诚，做到真心真意，内心世 

界坦白、忠诚 、正直，甚至可以为人民而死，有了这 

个境界就不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实际就是传统心学 

讲的内圣功夫。这种内圣是为了人民服务的，就必须 

走向民间，走到群众当中，走向实践，做到知行合 
一

。 毛泽东在 《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是要 

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提出了 “实事求是”的学风与 

“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修行观。在这种 

马克思主义知行观的背后有士大夫文化气质的影响， 

如阳明心学的事上磨练、走向民间、人世修行的文化 

转向，特别是以王夫之、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所 

提倡的经世济邦的思想情怀。 

中国共产党是后科举制时代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但其革命的政治理想主义背后仍有道德理想主义的支 

撑。马克思、恩格斯的先锋队理论，经过列宁主义先 

锋队精神的加强，在中国化过程中，与中国文化中的 

道德理想主义进一步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为 

代表的革命政治伦理，进而成为今天党内政治生活基 

本规范的理论基础。 

(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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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党内民主与党内政治文化 

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民主在政治伦理上是通约 

的。党内民主与党内政治文化能够联系起来，是基于 

最基本的政治伦理的一致性。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 

家做主，就是要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就是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党的执政理念必然是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党的宗旨必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 

定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是 

党执政的根本法理和道义所在。党内民主尽管与国家 

民主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尽管我们党的党内民主与 

西方国家政党的党内民主有很大的区别，但只要谈到 

民主，就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重申强调的，党内全体党员是党的权利主体。这是 

党内民主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我认为这也是党内政治 

文化的根。没有这一点，就谈不上党内民主，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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