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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众路线”看“中国梦” 
— — 论党在新时期对“群众路线”原则的新发展 

经 理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 ：“中国梦”是 中华 民族 为 了实现 民族伟 大复 兴 的夙 愿 ，是 每 个 中 国人 的最 高理 想 ，体 现 了 

中 国人 民 的 整 体 利 益 。 它 涵 盖 了现 实 与 理 想 的 统 一 ，个 人 与 集 体 的 统 一 ，局 部 与 全 局 的 统 一 。群 众 

路 线 是 党 的 生 命 线 与 根 本 工 作 方 针 ，是 引领 和 团 结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为 共 同 的 理 想 而奋 斗 的 根 本 保 证 。 

面向 2l世 纪 ，党 中央 以群 众路 线 团结 与 引领 广 大人 民群 众 为 共 同的 “中 国梦 ”而努 力奋 斗 ，坚持 以 

批评 与 自我批 i~-的 思想 武器 纯洁 领 导 干 部 队 伍 ，深 刻 体 现 了马 克 思 主 义 的人 民主 体 地位 与“共 同 

体 ”思 想 ，突显 了中国共 产党人 的理 论 自信 、文化 自信 与制度 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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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理论战线上特别注 

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相结合，特别是强调以联系和发展的眼光解决工作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为一个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 

本利益的政党，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之所愿作为自 

己的奋斗 目标，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智慧作为 自 

己解决问题的途径，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团结作 

为 自己行动的根本动力。以理论联系群众 ，以群众 

带动建设，以建设促进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接连不断地取得了人民事业的 

各项胜利 ，获取了理论建设 的宝贵经验 。 

进入新时期 以来 ，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引领全国亿万 

人民群众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 

证，提出以“中国梦”作为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 

以群众路线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径。这 

深刻体现 了马克思主义的人 民主体地位思想 ，是对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新发展。因而，深入研究“中国 

梦”与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及其特点 ，对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 

(一)群众路线是党的内在要求和根本工作方法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别于其他政 

党行动路线的根本特征之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 

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在政党实践活动中的具 

体应用。它不仅强调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 

政党政治活动的根本原则和立场 ，还强调党 的工作 

作风和处事原则始终要密切联系群众，急人民群众 

之所想，行人民之所愿，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努力 

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工作会上深刻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 

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 

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 

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增强党的创 

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 

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 

群众基础。”[1 因此，群众路线的根本内涵就是要厘 

清执政者与人民群众之问的关系；就是要把人民的 

意志汇聚成全党工作的奋斗 目标 ；就是要协调个人 

与集体的关系，将每个人的“愿景”融入到为整个民 

族复兴的事业中；就是要统筹全局 ，兼顾个人发展 ， 

以每个人的“小我”成就中华民族的“大我”。 

在 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上，群众路线一直以来是 

党与群众之间密切联系的基本工作方针，早在 1938 

年 1O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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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一文中便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 

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 

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 

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而应 以个人利益 

服从于民族 的和人 民群众的利益-E2]。这一论述充 

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群众意见的汇聚者与引导 

者，始终与人民群众一起共同奋斗，始终把每个人的 

命运置于关乎整个民族前途的高度中去理解。它体 

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即人们的认识直接 

源于生产生活实践，人民群众作为实践活动的直接 

参与者以语言的形式表达 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 。这 

种理解只有以事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的观点才能凝 

聚成对社会的整体理解，从而带动社会的发展与前 

进；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即人们关于现 

实的真理性认识源于直接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体现 

了群众型政党的根源在 于人 民群众 ，它 的力量在于 

人民群众的支持。只有坚持这一原则，党的组织才 

能焕发青春活力，党的政策才能深入人心，才能凝聚 

共识，推动历史向前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着如何在和平时期领导和 

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始终 

把群众路线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特别注重 

群众路线与经济建设两者之问的关系。邓小平指 

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 

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 

同群众打成一片 ，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 。”[。 江泽 

民也认为 ：“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 

最终决定力量。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这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所必须 的，也是维护社 

会稳定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所必须 的。”[钉进入新世 

纪以来 ，国际经济形势 的波动为国内经济 的持续发 

展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 ，面对 H趋复杂的社会利 

益结构，胡锦涛提出：“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 

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深入了解民情，充分 

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把群众满 

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_s]。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时期，党始终坚 

持群众路线的基本工作方针不动摇，针对不同时期 

的社会发展特点，调整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改进群 

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采用各种沟通媒介，维护党与群 

众之间的沟通桥梁。 

自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认识到 ，社 

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离 

不开人民群众的理论共识。经济发展是内容，思想 

建设是形式 ，只有社会主义的经济 内容与社会主义 

的思想形式相互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取得成功。 

因此，群众路线的提出，就是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 

破解经济改革发展中的难题，依靠人民群众的呼声 

凝聚人民群众的意志，依靠人民群众的团结实现中 

华民族的整体发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 

下，为共同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在新的历史时期 ， 

党提出要把群众路线统一到实现中国梦的做法在传 

承群众路线理论基础 的同时 ，又对该理论进行 了创 

新。这种创新体现了“中国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总 

方向，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核心。如果没有 

把党的群众路线作 为实现 中国梦的根本路径 ，失去 

了群众基础的中国梦便成了没有群众广泛参与的政 

党主张 ；“群众路线”是团结和引领广大人 民群众 的 

基本工作方针，失去了中国梦的群众路线便成了单 

纯地改善“党群”关系的手段。因此，坚持中国梦与 

群众路线相结合就是要调动全国人民行动的积极 

性，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为中 

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园添砖加瓦。它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弘扬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增强了全国人民的主 

人翁精神，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提高了 

人民的经济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二)“群众路线”是实现“中国梦”的必 由之路 

践行“群众路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奋斗 ，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奋斗 目标，承载 

了几代中华儿女追求民族独立与繁荣富强的梦想。 

自 1840年以来 ，随着西方列强 的入侵，中国逐渐沦 

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亡国灭种的危机日渐凸显。 
一 批追求民族独立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命运 四 

处奔波，以魏源、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希 

望以西方科学技术改善中华民族的生存质量，抵御 

外敌入侵，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国体，逆转中国受制 

于外国列强欺侮的不利局面，但最终却以与西方列 

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宣告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等 

人为代表的“改良”派，希望通过“改良”政治以维护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按照西方立宪君主制改 

变清王朝的政治制度，但最终却在清王朝内部各种 

势力政治博弈斗争中归于失败；以洪秀全等人领导 

的反清农民起义，希望以农民之间的平等与利益的 

共享解决广大贫苦农民的生存与团结问题，但却在 

其领导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与腐化的生活方式中被 

它的敌人消灭掉了；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民主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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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派，希望以全体中国国民在经济、文化和制度方面 

的革命性变化争取民族独立，但却在国民革命军内 

部派系的持续分裂中走向破产。近代中国人民争取 

民族独立的奋斗史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总结民族独 

立的抗争史提供了正面和反面的素材。最后，以毛 

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得出的结论是：中 

华民族能否实现民族独立与中国的繁荣富强关键在 

于依靠谁和为了谁。而这个享有革命成功和繁荣富 

强的主体只能是全体中国人民。只有坚定的依靠人 

民群众 ，带领广大人 民群众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上 

述问题才能够得到真正地解决。 

因此，为了使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能够与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为了争取民族解 

放、实现民族独立事业的伟大胜利，以毛泽东等人为 

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特别注重以群众路线改善党 

的工作原则与方针政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 

问题》一文 中，毛泽东指 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 

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 

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 

意见 ，使群众坚持下去 ，见之于行动 ，并在群众行动 

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 

来 ，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l6]。新 中国成立 以后 ，中 

国共产党人在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依 

托广大人民群众，克服了各种经济困难，取得了令世 

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人民群 

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使全党的工作重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 的任务上来 ，在如何更好地增进国 

民经济发展 的问题上 ，以邓小平为代表 的党 的领导 

集体始终坚持 以党的群众路线为指导，集思广益 ，促 

进国民经济又快又好 的发展 。他认为：“在实现四个 

现代化 的进程 中，必然会 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 的、预 

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 

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 的面很广 ， 

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复杂情况和问题 ，一定会遇到重重 障碍 。⋯⋯只要 

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 

明白，任何 问题都可 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 以排 

除。” 显然，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经济 

建设便搞不好，发展的问题便无法落到实处。 

进入新世纪以来，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根据 

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提出要在 21世纪 

头 2O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与任务。小康社 

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描绘的理想社会，它要以中国 

综合国力的整体改善为前提来加以实现，而面对这 
一 艰巨的经济发展任务 ，没有广大人 民群众齐心协 

力共同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小康社会的目标显然 

难以达成。为此，江泽民也指出：“必须始终把体现 

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 

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l7]。实现小康社会离 

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只有人人参与到经济建 

设队伍中，每个人的小康生活梦想才能在综合国力 

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得以实现。胡锦涛也认为：“一个 

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 

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 

不上先进性。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 

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 

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 

的法宝。”[=8 十八大 以来 ，习近平深刻地指出 ：“历史 

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 

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 ，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 

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我们这一代 

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 

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 

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 

勇前进” ]。因此，他提出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基 

本方针，以群众路线作为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 

这一判断就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与中国 自近 

代以来历史的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 

(三)践行“群众路线”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 

证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做了破题点 

睛的论述：“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 

如铁 ’；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 ‘人间正道是沧桑 ’； 

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l 。 

当前我国的经济建设依 然处在难得 的战略机遇期 ， 

尽管国际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但在国内经济方 

面，只要坚定不移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以人为本、一 

切为民的群众路线，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中国梦” 

就一定能够实现。因此，践行群众路线，实现“中国 

梦”需要做到以下 四点 。 

1．践行群众路线，就是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处 

事方式和行事原则理顺党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之 

间的关系，拉近党和人民之间的距离，有了群众的支 

持和认可，“中国梦”才能实现。践行“群众路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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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认真对待人民群众提 出的各种问题 ，以反对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的“四风”为 

契机，拉近党和人 民群众之间的距离 。以艰苦奋斗 、 

勤俭节约、认真办事的工作作风赢得广大人民群众 

的坚定支持，以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文风赢得人民 

群众的心声；以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依靠人民的核 

心价值观反思自身的不足，以批评与 自我批判的方 

法不断改进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各项事业与工作， 

以优良的党风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2．践行群众路线 ，就是要 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智 

慧和需要作为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生命线，为我国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全面胜利奠定基础。只有依靠广 

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与智慧，“中国梦”才能得以实现。 

坚持“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 

同人民群众之间血肉联系的根本宗旨，是检验党的 

一 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为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的奋斗史， 

以及新中国成立 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史证明 ： 

只有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集思广益，汇聚人民群众 

的意见，党的方针和政策才能够深入人心，才能够赢 

得广泛的社会共识，才能够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真 

正发展。因此，只有始终把中国梦与群众路线相结 

合，从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中国梦”才能最终实现 。 

3．践行群众路线，就是要以“中国梦”为纽带，依 

托广大人 民群众 ，团结一切认 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 

制度体系、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的爱国者，为共同的 

事业而努力奋斗。只有团结 了一切认 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界人士，“中国梦”才能得 以实 

现。因此 ，只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依托协商民主的 

政治制度加强与其他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 

结合作 ；依托广泛的爱国统一 战线加强与其他一切 

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士广泛合作， 

“中国梦”才能真正地成为中国人的梦想，才能真正 

地成为全国各党派、团体和海外 同胞不懈为之奋斗 

的目标 。 

4．践行群众路线，就是要坚持以人民民主为基 

础，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有序参与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政治建设 

与生态建设中。只有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到社会经济 

发展的各项事业中来，“中国梦”才能得以实现。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我 国人民民主制度 的体现 ，是社会主义国家区别 

于其他国家的根本特征。它保证了中国人民依法有 

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表达 自己的观点与利益诉求， 

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坚持 

“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团结亿万人 民共同奋斗的 

正确选择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凝聚社会共识 引领 

中国人民统一行动的根本方式；始终坚持依法治国 

是保证中国人民实现自己意志的根本保障。践行党 

的群众路线就是要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 

式 ，就是要健全民主制度的形式 ，保证人民依法实行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增强广 

大人民群众在政治实践活动中的权利意识与责任意 

识 ，实现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 。 

总之，党的历史经验与执政经验都告诉我们，任 

何美好的梦想转化成现实都需要具体的行动，任何 

整体的发展从设想转化为现实都需要每个人的参 

与。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国 

梦”的伟大征程中，群众路线 自始至终都是党联系群 

众、依靠群众实现共同理想 的根本工作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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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sent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CCP’S mass line education practice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deepening the mass education．Under the new situation，in order to strength— 

en the CCP’S mass education，we need to face up to the new media，identify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t brings．grasp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act on the scientific，practical and dif 

ferentiating principle，highlight the dominance of the right values，make known and integrate the 

educational information，perfect the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and resolution of the media crisis，im— 

prove mass participation and fusion and enhance new media quality in cadres SO as to carry out the 

mass education sequentially，powerfully and effectively in the situation of new media． 

Key words：new media；mass education；function；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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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Dream"from the Perspective of“M ass Line” 

— — 一 ()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CP’S M ass Line in the New Century 

JING I．i 

(Sc hool of Philosoph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Chinese dream 

venation．it is the biggest 

people．It’S the unity bet 

”

represents the cherished dream of Chinese nation to achieve great rej u— 

dream of every Chinese and embodies the overall interest of the Chinese 

ween reality and ideality，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ollec— 

tive and the unification between parts and entirety．“Mass line” is the lifeline and fundamental 

guideline of the CCP，the basic guarantee for leading and unifying the people to fight for our com— 

mon idea1．In the 2 1 th century，the centra1 committee of the CCP unites and leads the Chinese peo— 

pie to strive for“Chinese dream”by means of mass line and persists in purifying the thoughts of 

our cadres through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which profoundly displays the people’S subject po— 

sition and“community’’idea of M arxism and highlights Chinese Communists’confidence in theo— 

ry，culture and system． 

Key words：Chinese dream；the people’S subj ect position；mass line；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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