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确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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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不同地区、不同
行业、不同领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性日益突显，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同时，近年来
国际金融危机频发，我国对外贸易受到极大冲击，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种种困难。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应当坚持毛泽东所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价值
导向，同时内化为人们奋发向上的内心信念和价值尺度，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
自强不息的动力。

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伴随西方列强的入侵，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各种社会
危机空前深重，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振衰起颓，再铸辉煌成
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夙愿。在急剧变动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振兴
事业的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始终坚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坚强信念，
确立了全国各族人民矢志不渝实现民族复兴的价值导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要循着毛泽东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导向，坚定不移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民族之林
近代以来的中国，面对各种挑战与机遇，经历各种发展阶段的交相更替，最终之所以走上
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而不是别的其他任何道路，是因为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科学地回答和解决
当时的中国所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1894 年，革命先贤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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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 1911 年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创了新局面。但因为主客观条
件所限，尤其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他所开辟的走向共和的旧
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历史的挑战面前难以延伸下去，其后的各种政治力量同样找不到让中华民
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道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毛泽东在深入分析中国具体实际
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创建
起人类发展史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使中华民族获得真正意义
上的独立，从而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扫清了一切政治障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
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既需要推动社会蓬勃发展，又需要实现人自身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就体现在这两个维度上。从个人而言，就是要实现个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就社会而言，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了这两个方面的目标，才称
得上一个民族的复兴。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
把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根本价值。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中国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
那么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振兴，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多次强调，近代以来的中国
为摆脱内外交困的窘景，也曾效法西方，力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
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
了。”【《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0 页。】其结果却是“先生总
是欺负学生”，作为学生的中国不但没有走向独立与富强，反而愈加丧失独立性与振兴的可能
性，因此，必须另觅他途。这时，一个震撼世界的大事变发生，即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同
为东方大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走俄国人的路，成
为毛泽东所说的“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毛泽东书信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 页。】而实践证明，中国一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逐步
摆脱了积贫积弱，倍受异国侵略的屈辱历史。当然，找到了这条道路，并不等于就一劳永逸地
解决了问题，并不代表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会在这条道路上自然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诞生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正如毛泽东所言“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
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38 页。】。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未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十分落后
的情况下开展的，这一点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诞生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且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设想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如何在中国这
样一个存在着汪洋大海般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以及众多的城乡手工业、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建
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无疑是必须直面的历史课题。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面对艰巨的任务和纷繁复杂的局面，通过合作化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改造；采取利用、
限制、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并运用和平赎买、公私合营等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创
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虽然在此过程中也出现过过急过快等问题，但三大改
造的顺利完成可谓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壮举，不但奠定了中国以后一切进步发展的社会主
义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而且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迈向民富国强的
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历史地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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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走向
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信念转化为现实，就自然涉及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战略构想和目标任务的问题。建国伊始，毛泽东就开始反复思索这一问题，但在马克思主义
创始人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因为“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
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8 页。】。另一方
面，毛泽东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完全运用苏联的建设之路并不适应于中国的具体国情，
特别是在深入考察了苏联建设模式之弊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建设原则，逐步形成
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方略及实践方法，为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开拓了
理论与实践空间。从这个意义而言，毛泽东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想与目标任务
均是在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展开的，正因如此，完全可以说，毛泽东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坚强信念指引下所初步探索和总结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无疑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渊源，如果没有围绕民族振兴这一目标而形成的建设理论所奠定的
基础，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无从创立。
毛泽东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宏大工程，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首要的就是要建立起实现这一复兴的社会制度，以彻底摆脱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
运，建立起独立的国家和完备的制度。为此，毛泽东领导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探索出了一条
既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又极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道路，构建起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制
度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
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 页。】并强调：“我们的目标，是想
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
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
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
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
选编》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85 页。】这个总目标的提出，明确了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纲领。上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等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具体地描绘出了
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
毛泽东在深入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想与目标任务的过程中，逐步加深了对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党的“八大”前后，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和深刻的认识。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对以前的提法进行调整，完整了表述了“四
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和目标任务，即“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
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
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16 页。】毛泽东认为，没有“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中国民族振兴，而要实现“四个
现代化”，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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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版，第 126 页。】毛泽东非常重视现代化建设并坚持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
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就必须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明确了奋斗目标
后，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历史进程就成为必须回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毛泽东在 1962 年“七
千人大会”上对原先初步作出的 50 年赶超发达国家的乐观估计又作出新调整，认为“中国的
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
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
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
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2 页。】
毛泽东还对实现现代化的阶段性问题进行了创造性阐发，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
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分为不发达的阶段和比较发达的阶段，为后来
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及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百年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
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
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1
页。】这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在尊重阶段性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谋求跨越式发展的深刻洞见。当然，
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在实践中却因为没有处理好其间这种复杂的辩证关系，出现了急于求
成、超越阶段的情况，但在价值观和方法论层面，毛泽东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
想与目标任务的论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拓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离不开毛泽东所奠定的理论基础。
纵观从“一五”计划开始到 1976 年的 20 多年，尽管经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
严重挫折，在毛泽东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构想和应该实现哪些具体的阶段性目标任务的
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
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并拥有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的自主研
发能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我国建立起了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需的社会主义制度，“为
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 页。】。其
后的改革发展均是在这一社会制度前提下进行的，离开毛泽东所开创的事业和蓝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毛泽东确定的谋求中国富强的
价值导向拓展，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想与目标任务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三、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民族复兴的前途结合起来
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
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1 页。】这一充分闪耀着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光辉思想的
重要论断对于我们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考验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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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义。对这一论述至少可从如下几个层次理解：其一，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
消灭剥削和压迫，人类社会演进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因
此，无论有多少曲折和反复，都应该在充分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坚定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其二，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只能完成该条件下的
目标任务，欲超越阶段，一蹴而就，必然要受到规律的“惩罚”。其三，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就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建国之初，毛泽东就充分估计到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道路的曲折性，要在一穷二
白的战争废墟上矗立起社会主义的巍峨大厦，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
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并超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想的艰巨工程，必然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初，各项建设起步在即，这时首先遇到的考验是走
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问题。由于当时我国毫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照搬苏联模式
自然成为第一选择。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很快意识到按照苏联模式来建设我国社会
主义存在诸多弊端，特别到 1956 年《论十大关系》发表和同年党的八大召开后，这些思想进
一步上升成为以苏为鉴，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正确方向。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
东针对苏联实行的单一的公有制模式，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在政治方
面，毛泽东提出要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更充分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要吸收国外
民主制度的有益经验。在文化发展方面，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这些都是毛
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创立和建设初期，面对各种考验而形成的正确观点，这些观点总结起来，
就是要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
础上，探索创新，走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坚持这条道路，就既能坚定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又能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考验。
吸取各种经验教训，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推进发展，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例如，毛泽东
对大跃进的反思，认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
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
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
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毛
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0 页。】从而升华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
识，这些深刻见解也就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发展观提出统筹兼顾的思想的理论渊源。同时，
考验总是与矛盾相关，因此，一定时期内最重要的考验与该时期内的社会主要矛盾具有内在一
致性。循此逻辑可知，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诸种考验中，最主要的考验就是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描述的
“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0 页。】相去甚远。这个主要矛盾和考验是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解决这一矛盾就
能为处理好建设、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创造条件，奠定基础。正是在清醒认识和
深刻把握这一重大考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准确的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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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
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3 页。】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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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这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考验的必然选择，在改革开
放新时期坚持了毛泽东关于民族复兴的价值导向。

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民族复兴
与一切旧哲学不同，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不是没有主体的纯粹自然过程，也
不是完全受理念支配的精神的物化过程，而是充分体现历史决定性与历史选择性的辩证统一，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两者不可分割。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全面继承和
发展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国情做了极富中国特色的阐发，其中，毛泽东所倡导的，
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上
述思想，生动诠释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把握客观规律基础上，自强不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价值导向。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
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585 页。】也就是说人们在推进社会
发展的进程中，总是受到既有的、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乃至于一定的思想
文化观念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客观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可以认识它、利
用它甚至改造它，但无法消灭它，如果不顾及这种历史决定性的存在，而主观地做出超越历史
阶段的抉择，必然会受到人类历史发展固有规律的惩罚。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走自
己的建设道路”，首要的一条，就是要认识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是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
件之下；自己的建设道路是延展于一定的历史现实之中，因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
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
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
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88 页。】从实际情况看，
这段论述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完全为毛泽东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所印证，或者说，
毛泽东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进程完全可以用这段经典论述来阐释。新中
国建国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工作都受到当时的国家现状的制约，一切的工作都是在既有
的条件下展开。当时的建设基础十分薄弱，自近代以来，原本就被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抛在身后，又饱受连年战火，国家始终处于动荡分裂状态，在西方诸多国已发生翻天
覆地变化之时，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仍然是小农经济占主体，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所发展，但
受内外交困的影响，所兴办的工业显得弱小而脆弱，加上交通破坏，城乡阻塞，通货膨胀，物
价飞涨，物资奇缺，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给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
来了很大的挑战。
毛泽东倡导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走自己的建设道路”，是由中国国情
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决定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这样的条件决定了必须以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搞建设，而不能寄望于国外的援助与支持；而与他国发展条件的差异
和起点的不同，同样决定了只有“走自己的建设道路”才能克服自身的困难、解决自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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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受客观历史条件制约，即
在走这样的道路时，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和客观现实条件，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换言之，精神的
力量总是要依托一定的物质基础发挥作用；选择道路不能仅凭主观意愿。在当时基础薄弱，百
废待举，百业待兴的状况下，不能因发展水平不高就不追求宏大的目标，但追求目标的过程只
能是充分发挥内因作用的过程，即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来搞建设，发挥社会
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从而在最短的时间里克服各种困难，汇集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最
大化的合力，一旦具有了这样的认识并付诸于实践之中，不拘泥于教条，不照搬他国经验，那
么自觉选择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建设道路，无疑是必然的价值导向。
毛泽东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视为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
神支柱，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克服各种困难，顺利完成了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的一
切发展从此有了坚实的基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进一步内化为中国社会主义
的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和价值观念，蕴涵着不满足现状的进取精神、不等不靠的自主精神、
砥砺耕耘的奋斗精神以及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这些精神，传承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发扬
于毛泽东时代的实践探索，深化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伟大实践之中，这也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资
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性日益突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
矛盾依然是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同时，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我国对外贸易受到极大冲
击，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种种困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应当坚持毛泽东所倡
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价值导向，同时内化为人们奋发向上的内心信念和价值
尺度，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自强不息的动力。
【作者杨先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肖柯：西南交通大
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生。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
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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