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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和理论内涵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群众，不是用深奥的理论语言教育人民群众，而是用普通民众都能听得懂的“大众话”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 只

有做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和代言人， 才能了解和运用群众语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所以能为人民群众普遍接

受，与其创立者的群众立场有着密切的关系。 回味历代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不难看出他们的语言风格和语言艺术都是以广

大人民群众能听得懂的“大众话”方式来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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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是近百年来中

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在新形势下加

强党的思想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领导

地位的现实需要。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马克思

主义理论回归群众的生活实践， 用普通民众听得

懂、能理解的“大众话”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群众

所接受，从而真正做到“理论武装群众”。
一

“大众化”一词最早来自于文学领域。 1930 年

接受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左翼作家意识到，“文学

等能唤醒工农大众的阶级意识和反抗情绪等实际

政治问题” 的前提是自身的大众化和文艺的大众

化。“文学……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

动与组织的大众化， 作品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
才能完成我们当前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

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之

后，毛泽东对何为文化大众化作了进一步阐述。 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

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 它应为全民族中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

他们的文化。 ”[2]1942 年，在科学总结了对无产阶级

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完整地表述了文艺大众化的

概念。 他说：“什么叫大众化呢？ 就是我们的文艺工

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

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3]

这一阐述， 提出了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具体路

径。 不仅对无产阶级文艺大众化具有指导意义，而

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大众化具有普遍的指

导意义。 [4]

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包含

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丰富的思想和理论，传

入中国之初仅为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所接受，广大知

识青年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 1936 年，艾思奇出版

了《大众哲学》一书，首次尝试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

化，因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
该书通俗易懂， 把深奥的哲学转化为大众化的语

言，用生动的事例阐述深刻的哲理，对广大青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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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启蒙教

育，启发他们思考社会、探求真理，引导他们寻找改

造旧中国、拯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
后来，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党内理论

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

论述，多是从普及化、通俗化的角度，使用广大人民

群众可理解、可接受的语言、事例甚至是文艺作品

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与当前所理解的

“大众化”的内涵并无太大区别。革命战争年代，大部

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群众的识字率和文化水

平普遍较低，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中国化，而且必须大

众化，才能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在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人民群众的文化

素质普遍提高， 对理论的认知和理解也得到较大提

升，而马克思主义也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断涌现。同时，各种非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也被引进来，对马克思主义的

意识形态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因而，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的艰巨任务并未停止，仍需向前推进。
二

大众话，也叫大众话语，包含了大众化的部分

因子，但与大众化的概念并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意义来讲，大众化是目

标， 大众话是实现大众化这个目标的方式和路径。
大众话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表述方式，
更是观念和立足点的根本转变。以前我们对大众化

的理解是把深刻的理论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使之

理解和接受。而“大众话”的出现并且与群众路线相

结合，则要求立足于普通民众，以普通大众的利益

和需求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深入群众，扎根群众，改

造自己的世界观，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

下，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中国的实际中提炼总

结真理和理论。 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最新

成果才能真正武装群众，理论工作者才能最终有所

作为。
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人们的文化程度和识字

率普遍很低，不仅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如此，占到

当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普遍是文盲半文盲，然而他

们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是中国革命阶级

构成的基本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

“大众话”方式。上个世纪 20 年代，中国的革命力量

和反革命势力尖锐对立，在无产阶级内部也存在忽

视农村农民而只注重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

左倾机会主义两种错误。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中国

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动力、对象、领导权以及革命前

途等基本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这一时期，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则是中国革命阶

级话语分析的光辉典范。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运

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在战争中依靠谁、团结

谁、反对谁的思路，要求和希望知识青年和文化界

人士“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

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

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5]。 毛泽东特别强调，判

断和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标准是知识分

子能否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更为明确地提出了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

东对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时期的重要作用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同时也颇为严肃地指出知识分子脱离

工农群众的错误，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

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知识分子

必须积极主动参加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把理论同

工农群众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中有所作为。 [6]

理论宣传与普通群众相结合，要求树立理论联

系实际的学风， 使用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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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7]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与

跋》中，毛泽东则以自己从事农村调查的实例，说明

了向基层群众学习、向生活实际求知的重要性。 在

《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毛泽东专讲文风，批评一

些宣传者的文章和演说的“学生腔”———语言无味，
像个瘪三。 毛泽东还劝告那些天天高喊“大众化”，
却连三句老百姓的话也讲不出来的人，走到普通老

百姓的生产生活当中，去学习能够表现实际生活的

语言和词汇。 [8]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推翻了旧社会， 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这个过程也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代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论述，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成果，
无论是著作还是讲话，无不表现出历史的光芒和时

代的气息，其“大众话”的语言艺术和语言风格，对

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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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内容丰富，而旧中

国经济落后，普通大众的文化层次普遍很低，只有

极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能读懂马克

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指

导中国革命的实践， 必须结合文盲半文盲的的工

农群众占人口大多数的现实特点。 为了让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思想精髓被工农群众了解和掌

握， 无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和宣传工作者付出

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其中工作最为

出色、最为卓越的人是毛泽东。 他不仅是中国革命

的卓越领导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极

为优秀的理论家和宣传家。 他特别重视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提炼和概括， 善于用中国特色的语言

表述， 有时简短的一句话就能给人醍醐灌顶式的

认识。 在庆祝斯大林 60 寿辰大会上， 毛泽东说：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

话：造反有理。 ”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必然取

代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

人的无产阶级革命 理论，被毛泽 东用“造反 有理”
这一言简意赅的中国话语概括出来， 使广大知识

分子一看就明，使广大工农群众一听就懂。 [9]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而

秋收起义的失败，使毛泽东深深感受到仅有武装斗

争和土地革命还不够，还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 没

有根据地，红军就失去了坚持的基础，很容易陷入

流寇主义的泥潭， 土地革命的成果也难以长久保

持。 当时大多人不懂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

义，面对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可以洋洋洒洒

讲马列主义， 而面对目不识丁的农民和红军战士，
他从不用“书生”语言。 他说：“有人嫌井冈山高，嫌

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

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要

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

的腿，但是，它革命，这座山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

们做根据地，便于我们打击敌人。……所以说，这座

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 因此，我们要保护

它、爱护它。我们不要害怕多爬山，更不要讨厌它。”
“革命要有根据地， 就象人要有屁股。 人若没有屁

股，就不能坐下来。 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

持久；腿走酸了，脚站软了，就会倒下去。 革命有了

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修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

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10]

“大众话”要求理论和宣传工作者深入群众生

活，学习工农群众的语言，运用普通民众的语言，而

毛泽东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指出：“人民的语汇是

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我们很多

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

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 只有死板板的几条

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 ”[11]

群众性语言生动活泼，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

气派，毛泽东将其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

践中。一般来说，理论都是经验材料的总结和抽象，
比较枯燥， 难以为非理论工作者所理解和接受，马

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也是如此。然

而，毛泽东天才般地运用群众语言，把抽象的理论

讲得通俗易懂，即使是不识字的工农群众也能一听

就懂。 [12]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哲学是一门深奥的学

问，把哲学讲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却是件难事。如

毛泽东讲内外因关系， 不是用复杂的理论语言，而

是用鸡蛋和石头的例子来说明：“鸡蛋因得到适宜

的温度而变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 ”
[13]将哲学道理用老百姓的生活语言表达出来，通俗

易懂又令人难以忘怀。
作为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理论

只有让普通大众听得进、读得懂、用得上，才能“掌

握群众”而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空洞的道理没

人愿意听，枯燥的理论话语让人昏昏欲睡，再玄妙

精深的理论也无法显示其正确性，再正确的理论也

不会受欢迎，只能成为悬起来的“空中楼阁”。 理论

只有“接地气”才能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理

论表述只有通俗浅显，才更容易为人民群众接受。
越是真理，越是朴实。 毛泽东反复强调，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要讲究理论宣传的艺术，从理论的“空中

楼阁”中走出来，深入群众的茅屋瓦房、田间地头，
体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努

力实现理论语言的通俗化，用“大众话”表述深奥的

理论，才能让群众觉得理论真实可信，使广大群众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亲切感和亲和力，[14]进而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了中国改革

开放的新情况、新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第二个成果，即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作为邓小平

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其“大众话”的语言风格把马克

68



第 4 期第 4 期

思主义大众化推向了新进程。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何本质

区别？ 当人们的思想不一、看法相异、争论不休，将

要延误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时，邓小平用简洁清晰

的语言准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计划多一点还是

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

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

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

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

到共同富裕。 ”[15]这个通俗易懂的表述，语言朴实

直 白，反映了思 想的清 晰 与 明确，更重要的是，让

广大人民群众能在最简洁的语言中体会到问题的

本质，[16]并且非常具有说服力地平息了争论。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

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 在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问题上，邓小平设计了

“三步走”的战略，并用可量化的目标和口语化的语

言表述出来：第一步，从 1981 年到 1990 年国民生

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 1991 年到 20

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

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17]建设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走“自己的路”。他强调的“中

国特色”与毛泽东强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

一致的，都是在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具有

中华民族风格的语言讲出来，使其容易被广大民众

所理解、接受和掌握。他指出，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

专业的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

式主义，办不到。 [18]

“语言必须接近民众”，“说群众懂的话”。出于对

国家、人民的最真挚的热爱，邓小平很注意用贴近群

众的语言来阐述问题，如著名的“白猫黑猫论”。1962

年，在谈到如何看待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时，他

引用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 只要捉住老鼠就是

好猫”。 1992 年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讲话。
也就是这一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成为坊间最流行的言语。 邓小平的这个大众化的形

象比喻，妇孺皆知，让人铭记于心。 [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改革开放时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作为主要的创立者，邓小平

用朴实的理论语言表达出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

切关系，“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邓小平理论的人

民性油然而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要求人民

群众为理论服务，而是伟大的理论要为伟大的群众

实践服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要想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在形式上

也要通俗易懂，为人民所喜闻乐见，易于接受。 [20]

改革开放不仅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也

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人们的文化素质、知

识水平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有了新的进

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

成果的阐述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中国风格。
成语最富于中国特色， 体现了汉语语言的特

点，言简意赅，富含典故，形象生动，为中国人民所

喜爱。 [21]江泽民非常善于运用成语来阐述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中，他说：“理想信念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干

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不能照本

宣科，空喊口号。 ”[22]短短几句话就用了数个成语，
把分析的问题多层面多角度展现出来。

胡锦涛同志善于运用数字总结和概括理论内

容，虽然简练，却 包含了丰 富的理论内 涵，铿锵有

力。 如“三个更加”，即“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

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还有“三个毫不动

摇”“三个取决于”“四个特色”“四化同步”等，我们

可以从这些“三”“四”的数字中领会到中央领导人

对问题和理论的精确阐述。
生长于陕北黄土高原的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非

常坦率，黄土地的风格极为明显，非常生活化，老百

姓一听就懂，没有大话，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官话、空

话和虚话[23]，体现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家国情

怀。在莫斯科访问时，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他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 一个国家

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具

有发言权。 ”道路问题是关乎党的命脉、国家前途和

命运以及人民幸福的重大问题，习总书记用人们最

容易理解的鞋子与脚的关系进行了类比说明，让我

们更能深切地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

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 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他说：“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

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

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老虎

和苍蝇巧妙地比喻了违法违纪的高级别干部和基

层干部。他还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用

王松磊 胡亚云：理论武装的群众路线：以“大众话”实现大众化的中国实践 69



“笼子”做比喻，强调了制度反腐的重要性。 他意味

深长地告诫官员：“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从政就不要

想发财。你既要从政，又要发财，就只能去当让人指

脊梁骨的贪官、赃官，既名声不好，又胆战心惊，总

怕被人捉住，最后落个不好下场。 ”话语虽然朴实，
却深具打动人心、触动灵魂的力量，让大家想听、爱

听、愿听，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五

回味历代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不难看出他们

的语言风格和语言艺术都以广大人民群众能听得

懂的“大众话”方式来体现。 对于任何理论，群众只

有听得懂才能接受，只有以普通民众听得懂的语言

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实现

大众化。同时，从历代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里，可以

体会到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是真挚的、朴实的，是和

普通群众的思想感情一致的。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

部和理论工作者站在普通群众的立场，由对普通群

众进行思想改造和思想教育、向普通群众宣传马克

思主义，转变为向普通群众学习，接受他们的改造

和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不是用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群众， 而是使马克思主义被群众所认

可、所接受。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普通群众所

接受，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符合普通群众

的实际，价值取向体现普通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首先是要实现好并维护

好普通群众的利益。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理论

工作者密切联系群众，把自己当作普通群众忠实的

利益代表者和代言人， 深入普通群众的实际生活，
了解普通群众的真实想法和需求，而不是坐在办公

室里听汇报，也不是坐在书斋里做学问。 只有贴近

普通群众的实际生活， 才能了解和运用群众的语

言，才能真正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来实现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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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 Line Guided by Marxist Theory:
To Achieve the Popularization by Mass Word

WANG Songlei1 HU Yayun2

(1.Party School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of CPC, Lhasa 850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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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sentially speaking, the actual meaning of the Marxist is consistent with ordinary people's real interests. Its values

reflect ordinary people's fundamental interests. Marxist theory arms the masses, not by educating the masses, but to make masses

recognize and accept the Marxism. Only to realize and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ordinary people, can know and use language of

mass. Why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re accepted by the ma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ounder's

mass standpoint. From the works and speeches of successive leaders of CPC, it is easy to see that their speech style and speech

art is easy to be understood by the m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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