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 1 月
第 32 卷/ 第 1 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Jan. 2009
V ol. 32 N o. 1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窦孟朔, 苏献启, 范拥军, 陈聚芳
( 邢台学院, 河北 邢台

摘

054001)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汲取了古今中外民生观 的优秀思 想, 立足 于中国社 会主义初级 阶段基

本国情,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逐 步形成 了中国 特色社 会主义民 生建设 的主 体、
目 标、原则、途径、保 障、
标准等基本内容和观点。这对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 设将产生
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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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

主、
民权相互倚重及融合的关系。在现代, 民生与国

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

计相提并论, 而民生范畴, 也由原来物质生活, 扩展

部分, 彰显了民生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

到人们基本的政治生活、
文化生活、
社会生活及生态

重要战略地位。解决好民生问题, 是几代中国共产

环境等领域。所以, 民生问题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

党人的不懈追求, 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教训的

内容, 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

深刻总结,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方略和实

一般说来, 民生观是关于民生问题的基本思想、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当今世界正在发

观点。民生观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民生观, 是

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

指对于人民生计问题, 即解决人民的衣、
食、
住、
行等

刻的变革。我们要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 推进社会

基本生活需要的思想、
观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

全面进步, 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中国特

内容: 一是对人民生计在不同时期所涉及的范围和

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基本概念、
丰富内涵及当代价值。

要达到的水平的认知; 二是对人民生计在不同时期

这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理论体系的逻辑

解决的条件和途径的认知。显然, 狭义民生观主要

起点。它将对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

是对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 方面的思考。广义民生

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观, 是指在满足人民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 保障

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人们的基本权益、
提升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实现人
们的公平正义期待等基本思想和观点。广义民生观

1. 民生及民生观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规定: 满足人民的生命、
生存、
生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5 左传# 宣公十二年6 , 所

产、
生活及其生态环境的需求是基本前提; 全面提升

谓民生在勤, 勤则不匮。5 辞海6 把民生解释为人民

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是重要内容; 实现人民基本的

的生计, 就是有关人民生活的事情。在古代, 最大的

民主权益是主要标志;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

民生就是民以食为天。在近代, 民生首先涉及到的

面发展是最高目标。所以, 研究现代民生问题, 既要

是人们的衣、
食、
住、
行。孙中山把民生作为近代中

关注人民基本的衣、
食、
住、
行问题, 更要随着社会的

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大纲领之一, 并把民主与

发展, 全面关注人民的经济生活、
政治生活、
文化生

民权作为民生实现的重要条件, 开始关注民生与民

活、
社会 生活、
生态环境及相关 的基本权益。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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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民生观既是历史、
经济范畴, 也是一个政治和文

他们相互联系、
密不可分, 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

化范畴, 是随着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发展而发展的

的有机整体。

概念。不同国家、
不同阶级、
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民
生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不仅关注人们物质
利益的满足, 而且关注人们政治和精神文化的需求;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不仅关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且关注人们生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生存、
发展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高; 不仅关注人们生

义理论体系的重要 内容。其生 长于新民主主 义革

存的社会环境, 而且关注人们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环

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

境; 不仅关注经济社会发展, 而且关注 人的全面发

践之中; 贯穿于毛泽东 思想、
邓 小平理论、
/ 三 个代

展; 不仅把民生建设作为治国方略, 而且把改善民生

表0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 战略思想之中。

作为党和政府崇高使命。其较之以往狭义民生观,

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实践

更加具有广泛性、
深刻性和前瞻性。本文主要是从

性、
时代性、
系统性。

广义上研究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同样具有狭义和广义
之分。
狭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是指不断满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是中国共产党人在

人民的生命、
生存、
生产、
生活、
生态等基本物质生活

进行民生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
发展起来的,

需求的思想和观点。这一民生观立足于中国社会主

其内容丰富、
博大精深, 涵盖民生建设主体、
目标、
原

义革命和建设实际, 渗透在党不同时期的各项方针

则、
途径、
保障、
标准等方面。
1. 民生建设主体

政策中。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 人民群众对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核心是人民, 既价

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需求日益提高, 民生建设的范

值主体是人民。人民不仅是探索民生建设道路的认

围逐步扩展。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阐述科学发

知主体, 而且是民生建设的实践主体; 不仅是物质文

展观时明确指出: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

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的创造主体和共

宗旨, 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

享主体, 而且是社会全面进步、
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

始终把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者和体现者。

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重

人民是民生建设的主体。毛泽东深刻指出:/ 人

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保障人民各项权

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0 [ 2] ( P1031) 人

益, 走共同富裕道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做到发展

民主体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体现了

为了 人 民、发 展 依 靠 人 民、发 展 成 果 由 人 民 共

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把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

享。
0

尊重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服务人民、
一切引领

[ 1] ( P15)

十七大报告不仅鲜明 地把改善民生 作为

社会建设的重点, 而且在更广泛领域涉及民生问题。

人民的原则, 根植于党的最根本的政治立场之中, 坚

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答记者问时指出: 我们

持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

改革和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

民呼声为第一信号, 以人民愿望为第一取向, 以人民

和文化需求, 这就需要解决民生问题。 ,,解决民

利益为第一目标, 以人民满意为第一追求。民生建

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 这就要保障

设本质上是 人民 自己的 事业, 需要 依靠 人民 共同

人民的民主权利, 推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为我们

建设。

从广义上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生观打开 了新
思路。

人民是民生建设成果共享主体。社会主义社会
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 民生建设的成果理所

广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就是立足中国

当然由人民共同享有。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顺应人民愿望, 坚持

求。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

科学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根本标志是人民的共同富裕, 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

不断提升人民的生命、
生存、
生产、
生活及生态环境

富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胡锦涛指出:

质量, 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促进人民共同幸福和全面

/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

发展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其立足点是基本国情; 核

民共享,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

心是人民; 原则是科学发展; 目标是促进人民共同幸

的利益问题, 千方百计为困难群众多办好事实事, 进

福和全面发展; 基本内容和途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

[ 3]
民生建设的根
一步凝聚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0 。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不断提升人 民的生命、
生

本是造福全体人民。没有共同享有, 就不能实现社

存、
生产、
生活及生态环境质量, 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会的公平与正义, 民生建设就会失去动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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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民生建设监督主体。党历来重视人民群

们的目标是, 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零

众监督的作用。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如何跳出历史

零零年翻一番, 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 再

周期率时指出,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 ,, 就是民

经过十年的努力, 到建党一百年时, 使国民经济更加

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会松懈, 才不

发展, 各项制度更加完善; 到世纪中叶 建国一百年

会人亡政息。邓小平明确提出, 我们党的各级领导

时, 基本实现现代化,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

人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有来自上面的, 主要是来

国家。
0 [ 4] ( P4)

自群众的。胡锦涛强调, 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 诚心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民生目标。党的十六大在

诚意接受人民监督, 严于律己、
廉洁奉公、
兢兢业业、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的基础上, 明确提

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民生建设是党和政府

出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

的崇高使命, 是保持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所以必须

化0 的战略任务, 要求/ 在 本世纪头二十年, 集中力

顺应人民意愿, 倾听人民呼声, 接受人民监督。

量,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把人民作为 民生建

会, 使经济更加发展、
民主更加健全、
科教更加进步、

设、
共享和监督的主体,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

文化 更加 繁 荣、社会 更 加和 谐、
人 民 生活 更 加殷

为本价值取向的体现。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

实0 [ 5] ( P17) 。这个战略目标 的确定, 深化 了邓小平关

时指出, 我们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

于小康的思想, 是对解决民生问题的新认识, 符合我

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关注人的

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和人民的愿望。

价值、
权益和自由, 关注人的生活质量、
发展潜能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的民生目标。适应国

幸福指数, 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

内外形势的新变化, 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

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我们将

新期待,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

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
民

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主要包括: 增强发展协

主和人权, 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使 13 亿中国人民

调性, 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扩大社会主义民

过上幸福生活。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核

主, 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加强文化建

心价值最直接的表述。党和政府在领导人们抗击重

设, 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

大冰雪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过程中, 全面践行以人

全面改善人民生活; 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资

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念, 坚持人民生命

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
增长方式、
消费

高于一切, 努力保障人民的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等

模式。这五个方面的新要求, 表明我们追求的小康

基本权益, 因而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的

社会, 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的

广泛赞誉。

目标, 更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
生活质量的目标。这

2. 民生建设目标

些新要求, 使民生更加突出, 特点更加鲜明, 是对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最高目标是实现人

时期民生问题认识的新飞跃。

民的共同幸福和全面发展, 同时又从实际出发, 制定

近期的民生目标。解决民生问题, 不仅仅要勾

和实施民生建设的阶段性目标。阶段性目标与最高

画一个宏伟的蓝图, 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人民看得

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是辩证统一关系。最

见、
摸得着的, 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高目标为阶段性目标指明方向, 阶段性目标为最高

针对当前群众反应比较强烈的民生问题, 党的十七

目标实现准备条件。

大报告提出了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

阶段性目标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
人
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内容不断丰富的过程。

建设, /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
医、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0 [ 1] ( P36) 。这是党立 足现实,

/ 三步走0 的民生目标。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

解决民生问题的近期目标, 直接反映了人民群众当

设想了现代化 / 三步走0 战 略, 即: 第 一步, 从 1981

前对于民生问题的呼声, 体现着党以人为本、
民生至

年到 1990 年, 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 人民生活实现

上的执政理念。

温饱; 第二步, 从 1991 年到 20 世纪末, 再翻一番, 人

3. 民生建设原则

民生活达到小康; 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 人均国民

坚持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原则。科学发展观是

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民生活比较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

裕, 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提出的大/ 三步走0 战

思想,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深

略包含着/ 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 ) 人民生活达到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 就要求

小康水平 ) ) )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0 的民生目标体系。

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和谐发展; 科

在此基础上, 江泽民进一步提出新/ 三步走0 的发展

学发展与和谐发展不仅是紧密联系、
不可分割的有

战略目标。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 / 展望下世纪, 我

机整体, 而且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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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实践中。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内容和目的,

民生建设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经济, 保障人民的

就是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

经济权益。只有经济发 展才能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

益, 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保障人民的政

平。毛泽东指出, 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使人民

治、
经济、
文化、
社会和生态权益,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过上幸福生活。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和共同幸福,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与和谐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

发展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的指导思

义本质。胡锦涛强调, 中国最紧迫、
最现实的任务就

想和遵循原则。

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温家宝

坚持事实求是、
循序渐进原则。实事求是是毛

提出, 只有经济不断发展、
民生才能改善。党的十七

泽东思想的灵魂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是中国共产

大报告明确要求, 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更加注

党思想路线的实质。邓小平认为, / 过去我们搞革命

重社会建设,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所取得的一切胜利, 是靠实事求是, 现在我们实现四
[ 7] ( P143)

民生建设的关键途径是发展民主政治, 保障人

。在这样一个

民的政治权益。随着经济生活条件的不断满足, 人

农民占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民生建设, 必

民的政治参与要求愈来愈强, 民主已成为民生的重

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 循序渐进、
稳步推进, 既不能

要方面, 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适应广大

落后于社会的发展、
人民的愿望, 也不能急于求成、

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意识逐步提高的要求, 健全民主

提出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民生建设既是社会主

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

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也是一个逐步深化、
不断完

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 切实保障人民

善的历史过程。

的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

个现代化, 同样要靠实事求是0

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原则。统筹兼顾是科学发

民生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展观的根本方法, 也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基本方略。

建设, 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要适应人民群众日益

推进民生建设, 必须统筹兼顾人民的长远利益与阶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积极推进文化观念创新、
文化

段性利益; 统筹兼顾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
不同阶层

体制机制创新、
文化内容创新、
文化形式创新, 不断

的利益; 统筹兼顾国家、
集体与个人的利益; 统筹兼

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坚持以政府为主导, 以公共

顾人民的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等各 方面权

财政为支撑, 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为骨干, 动员和

益; 统筹兼顾社会环境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

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的方针, 大力加强公共文化服

统筹兼顾不是齐头并进, 而是突出重点、
兼顾一

务体系建设, 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 使文化发展的

般。毛泽东指出, 没有重点, 就没有政策。温家宝提

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切实保障人民

出: / 对各类民生问题, 要区分轻重缓急, 突出重点,

基本文化权益。

扎实加以解决。 ,,要从人民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

民生建设的直接途径是加强社会建设, 保障人

实的 利 益 问 题 入 手, 加 大 对 改 善 民 生 的 投 入 力

民的社会权益。社会权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

度。
0 [ 8] 并指出当前要着力解决好八个方面的突出问

注,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必然成为国家的

题: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

战略任务。在社会建设中, 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

配,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大力发展基础教育, 全

向, 大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 完善

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 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重

公共财政制度, 扩大公共服务, 加强社会管理, 促进

点建设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 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

社会和谐。

公益性质,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 要

民生建设的必要途径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保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着力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

障人民的生态权益。生态文明与民生建设在本质上

困难; 较快构建全社会的公共文化覆盖体系; 完善社

是一致的。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人类的生态环境

会管理, 维护安定团结, 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为出发点, 强调人与自然、
人与人以及经济与社会的

其中, 重点要着眼于困难群体, 因为在中国城乡困难

协调发展, 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托, 以生产发展、
生活

群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

富裕、
生态良好为基本原则,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

的生活状况, 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

资源节约型社会, 为人的生命、
生存、
生产、
生活和全

4. 民生建设途径
民生建设要走改革之路。改革开放不仅是强国

面发展创造必要的、
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5. 民生建设保障

之路, 也是民生建设之路。正如胡锦涛所说, 改善民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 需要健全的

生也要靠改革。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也是民生

制度、
完备的法律和有效的运行机制来保障。胡锦

建设的动力。改革就是要不断调整和变革妨碍民生

涛强调:/ 要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和实现好、
维护

建设的旧观念、
旧体制, 不断创设新体制、
新机制。

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长效机制, 为我们党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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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提供可靠的制 度保

和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 民生建设也是一个不断发

温家宝指出: / 解决民生问题, 第一要有制度

展变化着的长期课题。原有的民生问题解决了, 又

的保障, ,,有了制度的话, 就不会轻易改变, 它不

会出现许多新的民生问题; 低层次的民生问题解决

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
0

了, 又会出现更高层次的民生问题。经济社会越发

证。
0

[ 9]

[ 10]

构建民生建设制度保障体系, 是推进以民生为
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障。民生制度

展, 民生内涵越丰富, 人民评判民生建设的标准也会
随之变化, 这是民生建设实践发展使然。

建设过去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

坚持实践标准, 就是要看人民的评判。邓小平

提出的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战略部署, 近期

指出, 判断改革和建设各项政策成败的标准, 是看人

应着力加强建立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民拥护不拥护、
人民赞成不赞成、
人民高兴不高兴、

积极探索失地农民、
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 实现老有

人民答应不答应, 这也是民生建设成败的评判标准。

所养; 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医疗保障制度, 突出城镇居

胡锦涛指出, 民心向背, 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

民医疗保障、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重点领域, 实现病

进性的试金石。一个政党, 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

有所医; 进一步完善廉租房制度, 实现住有所居; 完

众的血肉联系, 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善义务教育制度, 改革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

就会失去生命力, 更谈不上先进性。党的民生建设

育制度, 实现学有所教; 加强以劳动法为核心的就业

始终把依靠人民和为人民谋利益结合起来, 把人民

保障制度建设, 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缩小贫富

的利益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把是否

差距, 实现劳有所得。

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民生建设的最

构建民生建设法律保障体系。法律是制度建设

终标准。

的最高形式; 法律保障是推进民生建设的最根本保

在践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生观的伟大实践

障。随着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实施, 与民生相关的

中, 我们要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主体的实践标准, 注重

立法大大加强, 司法更加公平、
公正。我国的宪法及

民生建设实效,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 让党

经济法、
行政法、
教育法等法律都以保护人民的基本

的民生政策经受住实践检验、
群众检验和历史检验。

权益为立法原则。近期, 随着物权法、
劳动合同法、
就业促进法等一系列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法律的出
台, 立法更加突出民生诉求。加强有关民生的法律
建设, 使民生建设逐步 纳入法制轨道, 做到有 法可
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构建民生建设运行保障机制。机制是一系列制
度的结构和运行状态, 好的制度和法律必须有好的

三、中 国特 色社 会 主义 民生 观的 当 代
价值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是对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民生问题的新认识和新概括, 为新时期民生建
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是关于民生的本质、

机制来保障。在制度和法律的框架下, 要使民生建

目的、
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它是在

设有序、
有效推进, 还需要建立 高效协调的运 行机

实践的基础上, 通过不断总结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

制。为此, 要进一步探索建立相关制度冲突协调和

问题的经验教训而逐步形 成的。有什 么样的民生

问题迅速解决机制; 建立完善民意收集、
加工处理、

观, 就会有什么样的解决民生的战略、
道路和模式。

渗透决策的监督和反馈机制; 建立利益协调、
政策协

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对于我们党和国家

调、
部门协调、
区域协调等一系列的民生运行协调保

如何全面推 进民 生建设, 起 着全局 性和 根本 性的

障机制。

作用。

6. 民生建设标准
民生建设搞 得怎么样, 不 是空洞的、
飘浮不 定

民生问题既是一个历史积淀的产物, 又是一个
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民生问题的认识,

的, 而是有其确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始终坚持

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在大革命时期, 党的最低纲

以人民为主体的实践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领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有很多一致之处, 孙中山

标准, 也是检验民生建设的唯一标准。中国特色社

的民生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观有一定的影响。

会主义民生观, 立足于实践, 形成于实践, 发展于实

新中国的建立为民生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 开辟了

践, 指导于实践, 同样也要用实践来检验。坚持实践

新的道路。建国以后, 我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三大

检验标准, 就是要以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来检验改

改造,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 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

革发展的成败。党的惠民政策施行得效果如何, 民

国民经济体系。党的八大在科学分析社会主义基本

生的改善和保障程度如何, 归根结底要靠实践的检

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基础上, 制定了切合国情的正确

验。同时, 作为检验民生建设标准的实践也是不断

路线方针政策。但是, 由于后来指导思想的偏差, 直

发展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

到/ 文化大革命0 结束, 民生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解

# 10 #
决。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针对已经影响到社会主

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 四位一体0

义生存和发展的民生问题, 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大政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并在党的十七大

方针, 率先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 调动了亿万农民

报告中把加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内容单

的生产积极性, 解 决了民生中最关 键的温饱问题。

独列出来加以详细阐述。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

但是,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

第一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

逐渐丰富, 我们党逐步意识到民生是一个不断发展

无论从理论层面, 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 这都是一个

的课题, 是保持党的先进性,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建

重大的发展。表明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问题。于是, 党的

段的时候, 改善民生已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使用民生这一概念, 从民生建

本纲领。显示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更

设的高度正视社会贫富差距问题, 强调了社会公平

加深刻, 打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发展的新视野, 丰

正义, 再分配注重公平,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突出就

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

业是民生之本, 采取 多项 措施 满足人 民多 样化 的
需求。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形成是党执政理
念的新诠释

从十六大到十七大, 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

执政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基本范

中央深入思考、
阐释、
解决、
建设民生的五年。党的

畴, 是执政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资源, 是执政党

十七大报告在更广泛的领域涉及民生问题, 全面阐

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良好的执政理念可以增

述了加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把社会建

强执政党的政治动员力, 正确指导执政党的执政行

设列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之一, 将

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时代的变迁, 党的执政理念也

民生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就长远来说, 人

必须与时俱进。我们党先后树立了/ 全心全意为人

类社会发展永无止境, 民生问题永无尽头。我们党

民服务0 、/ 共同富裕0 、
/ 三个代表0 等执政理念。党

在领导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必然

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

会使民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进而为我们

体高度重视民生问题, 反复强调要/ 权为民所用、
情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0 。党的十七大报告, 首次将

义理论体系, 注入新的理论内涵和活力。

民生问题独立成章, 并指出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

2. 民生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内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表明我们党在建设

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 更加重视民生并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逐步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何进行总体布局, 是一个

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是具有永恒

重大战略课题。马克思、
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

价值主题的执政理念,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

义理论, 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作了奠基, 但还没有付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是党/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0 执政

诸实践。列宁领导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

理念的新发展, 标志着党 的执政理念进步 的水平。

义国家, 但对如何进行总体布局, 也没有来得及深入

在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践中, 这不仅会

地进行理论和实践 探索就去世了。新中国成 立以

使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而且将会更好地凝聚各

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确立了社会主

方面的力量, 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加快

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 并提出在经济建设内部

民族复兴的进程。

进行农业、
轻工业和重工业综合平衡的布局, 为后来
的发展确定了一个明晰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在新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为世界社会主义的
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的历史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 20 世纪

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进程, 在其发展的不同时

70 年代末 指出, 中 国最大的政治 是实现四个现 代

期要完成不同的历史任务。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原

化, 并根据新的形势提 出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的思

因, 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

想, 强调既要建设发达的物质文明, 又要建设高度的

的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的, 而

精神文明。以 江泽民为核心的 党的第三代领 导集

是在东方一些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 家率先建立

体, 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进行了不懈探索, 使

的。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 都面临着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发展为经济、
政治、

经济、
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但是, 包括前苏联在内

文化建设/ 三位一体0 的纲领, 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

的社会主义国家, 大多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斯大

义建设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我们一直把民生

林模式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过度重视重工业, 而对

问题作为经济建设的一部分来对待。到了新世纪新

于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 尤其是

阶段,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第一次确立了经

关系密切的农业和轻工业, 存在着严重的忽视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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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也是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的

会主义道路, 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

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 直接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

探索, 前后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付出了艰苦的

中国的新发展, 为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发展增添了新

努力。由于实践经验不足,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程度

的内容, 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参

不深, 再加上是在相对 封闭的环境中 搞建设, 对世

考思路, 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发

情、
国情缺乏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造成了初期探索没

展模式。更重要的是, 随着中国民生建设的推进和

有解决好民生问题的局限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民生问题的更好解决, 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

以后, 我们党从事关民生的领域入手实施了改革开

力, 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放的伟大举措, 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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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n socialism with special Chinese features
DOU Meng- shuo, SU Xian- qi, FAN Yong- jun, CH EN Ju- f ang
( X ingt ai College, Xin gtai, Hebei 054001, China)

Abstract: T he practical Chinese socialist value o f t he people's livelihood assim ilat es exot ic ideas o f the
various schoo ls. In t he co urse of it s prog ress are developed t he subject s, o bject ives, principles, cr it eria,
and specif ics. All t his helps w ith the im prov em ent of the t heo ret ical sy st em o f t he Chinese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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