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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及其新时代启示

周向军　张　丽

摘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文

化,怎样对待文化”的问题,形成了内容丰富、特色独具的文化观.在“什么是文化”问题上,他们阐述了文

化的本质内涵、文化的基本特征、文化的价值意义;在“怎样对待文化”问题上,他们强调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性继承、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性借鉴、对先进文化的坚持和发展.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对于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起了奠基性作用,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推动文化强国

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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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关于基本概念和研究时段的界定

２０２１年是党的百年华诞.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对于重温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有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本文试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及其新时代启示问题,做一探讨.
探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首先要搞清楚两个基本问题,即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界定

和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时限”的界定.这不仅因为这是问题探讨的前提,也因为在这两个

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本文所说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特指在中国第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并且成为中

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者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和青年毛泽东为主要代

表.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７年的中国,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织、文化启蒙与文化守成较

量的状态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他们经过艰苦的探索、比较和深入思

考,对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深化,最终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成了早期中

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
关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的时间界定,笔者认为,应该是从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到１９２７

年八七会议这一历史时期.这样分期,基于如下考虑:
就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的时间上限来说,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应视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文化观的历史起点.首先,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应视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的历

史起点.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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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①从历史事实来看,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化思想的宣传,在建党前几年

就开始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并没有因为党的建立而有本质的变化.其次,以俄国十月革

命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的时间上限,是因为十月革命促进了世界文化的转型,其生成的新

文化代表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十月革命也直接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与此相联系,也影响着他们对文化的看法.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引导国民关注马克思主

义文化,是宣传唯物史观的领军人物.十月革命之后,陈独秀猛烈抨击封建文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

义,成为当时宣传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其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大都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启发下相

继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１９１９年底至１９２０年１月,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到了１９２０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②瞿秋白于

１９２１年１月到莫斯科,此后在苏俄两年时间里,他做了大量的考察、采访和写作,完成了思想的变迁.
“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

马克思主义.”③因此,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应以十月革命作为起点.
至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时间下限,可以追溯到１９２７年的八七会议.首先,早期中国

共产党人对文化的认识、评价与实践,始终与思考、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紧密结合.八七会议之后,中
国共产党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实践也进入了新

的阶段.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至八七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文化可概括为从五四新文

化到革命文化.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文化有了新的建设内容和发展方式,左翼文化和苏区文化是从

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十年时间里先进文化的典型体现④.其次,在八七会议召开前

夕,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于１９２７年４月英勇就义;陈独秀由于在大革命时期犯有

严重错误,在八七会议上被解除领导职务.此后,他远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瞿秋白在八七会

议之后一度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积极参与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和苏区文化

建设.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对文化问题的思考逐步发展成熟.因

此,笔者认为,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的时限确定在从俄国十月革命到八七会议这十年之

间,有着充分的理由.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它们或者偏重

于某一位共产党人文化观的研究⑤,或者从文化特殊性的视角进行阐释⑥,尚缺乏从群体的视角系

统地探讨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７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树立正确的历

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离不开科学文化观的指导,而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又离不开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继承和创新.本文拟选取早期中

国共产党人中的代表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青年毛泽东等人作为参照,整体把握１９１７年至

１９２７年期间这一群体的文化观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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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文化”问题的回答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首先表现在对“什么是文化”问题的探讨和回答上.这涉及文化的

本质、特征与价值等方面,是对文化“是什么”“不是什么”的回答,即关于文化客观规律的说明.而

对文化概念的认识,在回答“什么是文化”问题上又起着基础性作用.
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认识基本一致.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化”概念的使用主要有两种: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即人化,
是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马克思曾谈到“文化初期”“文化时代”“文化和文明的世界”,这是从社会

实践的角度出发,在广义上使用了文化概念.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实践活

动创造的精神成果,如思想、意识、信仰、知识等,即观念形态的文化.恩格斯指出:“每个人都有充

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

的东西.”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将文化分为广义、狭义两个层面.瞿秋白指出:“所谓‘文化’
(Culture)是人类之一切‘所作’.”②这里的文化指广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是指与精神生产相关的

观念形态.陈独秀指出:“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③１９１７
年至１９２７年,为挽救民族危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东西文化论战等活动,对文化的理解主

要侧重于精神或观念层面.因此,本文主要从狭义的层面探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就此

而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文化”问题的回答,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文化本质的回答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唯物史观,对文化本质的认识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认为文化的

产生源自于社会实践,文化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实践是对文化的选择与检验.
马克思阐释了文化产生的实践源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

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④.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逻辑进路出发,阐明了文化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实践.
瞿秋白指出:“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副产.”⑤这里的“物质文明”是指具体的社会实践形式,而“精
神文明”作为具体文化表现形态,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陈独秀指出:“政治、实业、交通,都是我们生

活所必需,文化是跟着他们发达而发生的.”⑥陈独秀论述了文化产生于“政治、实业、交通”等物质

生活实践,并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文化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其发展和变革始终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相联系.马克

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⑦同时,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强调,文化由所处时代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以独特的方式促进或制约经济的发展.恩格斯

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

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⑧这一时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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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强调:“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①这里所说的“精神的构造”,主要指社

会历史中的文化现象.瞿秋白也强调:“哲学、道德、风俗、艺术、科学一切社会心理都是经济发

展之结果.”②尤为可贵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肯定了文化的能动作用.陈独秀指出:“一种学说,
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
其进化之程度乃愈高.”③陈独秀强调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并指出:一方面,文化随社会

的变迁而变迁;另一方面,发展程度高的文化必然促进社会的高度发展.瞿秋白认识到文化对经济

的影响不容忽视,“我们决不否认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复其影响于物质的基础”④.早期中国共产党

人运用唯物史观对文化的分析,使之与其他文化流派划清了界限.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下界定文化的概念,给文化的本质以历史

唯物主义的解释,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勇气.他们关于文化本质的回答与１９４０年毛泽

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释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⑤基本

一致,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关于文化特性的回答

文化特性实际上是文化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特性的阐释,主要集

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强调文化的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存在着阶级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文化上

必然占统治地位.“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⑥从这一思想基点出发,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的阶级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述.瞿秋白指出:“人既生于社会之中,人的思

想就不能没有反映社会中阶级利益的痕迹;于是社会科学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阶级性.”⑦瞿秋白

认识到,各个阶级由于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具有不同的生活状况及生活条件,从而形成

了各不相同的思想意识,这种不同的思想意识必然会在社会科学上反映出来.李大钊强调:“欧洲

工人生活改善而后,必有新文明萌发于其中.”⑧瞿秋白进一步指出:“真正的文化只是无产阶级的

文化.”⑨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阶级性的强调,表明了他们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政治

追求.
二是突出文化的大众性.恩格斯指出,文化“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

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封建文化的等级化、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匮

乏,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文化大众化的重要性.李大钊强调:“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

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文化不是

少数人的专利,大众才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享用者.瞿秋白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提出新文

化要推广到“极偏僻的地方去,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早期中国共产

党人强调民众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追求文化的大众化品格,阐明了其文化观的服务对象.

４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大钊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５页.
«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２卷,第５７１页.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１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６５页.
«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２卷,第２１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９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８页.
«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２卷,第１１页.
«李大钊全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９２２９３页.
«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第２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５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１９９页.
«李大钊全集»第２卷,第３０４页.
«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１页.



三是坚守文化的民族性.马克思恩格斯论及文化的民族性,即文化是一定人群和民族的文化,
是“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①.五四时期,关
于东西文化的论争逐渐分为两大对立的派别,一派主张全盘西化,另一派主张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

化并坚持用东方文化来改造世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全盘西化论调.李大钊指出:“故中国将

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②这里,李大钊从社会主义的视角论述了文化的民族性.瞿

秋白则明确强调:“无所谓民族,无所谓文化.”③以上论断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彰

显了鲜明的民族立场.
四是坚持文化的时代性.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

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④文

化与一定的时代息息相关.人类社会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相应的文化形态演进也反映出时代

的特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讨了文化的时代性及其演变趋向.李大钊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

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⑤李大钊认识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

社会结构决定着相应的文化的发展,并指出文化的创造应以本时代的社会条件为前提,反映本时代

经济、政治、科学的发展.陈独秀主张文化应该“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⑥,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

的变迁,文化必须紧跟社会和时代发展的步伐,才能“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⑦.
受主客观因素制约,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特征的认识还未明确表述为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这些词汇.１９４０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⑧.
(三)关于文化价值的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先进形态,理应作为“批判的武器”被人们所掌

握,使人们能够整合和凝聚社会力量,实现共产主义.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表达了对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文化关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⑨.他们强调,人类创造了文化,并
且推动着文化的发展,其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从工具理性与价值

理性的视域阐释了文化的价值.正是遵循这样的文化精神,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价值的分析

也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开启民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文化的价值.青年毛

泽东关注文化在塑造人格方面的作用,“现时各学校之手工,其功用在练习手眼敏活,陶冶心思精

细,启发守秩序之心,及审美之情”.同时,他还提倡国文教育和工人夜校学习等实践,期冀人人

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瞿秋白指出:“中国人

尤其应该觉悟得快一点.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

流,迎合世界的现势.”瞿秋白表达了新文化的必然发展趋势以及对新文化的期盼.
另一方面,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加深、阶级矛盾激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地关注文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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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国家危亡、促进民族独立的作用.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激励学生:“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

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

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①同样,青年毛泽东努力用文化引导农民运动,“中国历来只是

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

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②.瞿秋白意识到救亡能够唤醒启蒙,“只有无产阶级方能负

起改造社会的责任”③,这明确表达了先进阶级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也要看到,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战争与革命的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阐述文化的价值

时,对文化的工具理性强调得多一些,而对文化的价值理性论述得还不够充分.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怎样对待文化”问题的回答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端,在中国文化界引发了东西文化论战,旨在重

新评定中西文化的价值.论战主要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主题展开.
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使探求中国出路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在“怎样对

待文化”的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④

传统文化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批判欧洲封建社会的宗教文化是“人
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⑤,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是建立在之前的文化成果基础之上

的,“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⑥,主张要批判性地继承传统

文化.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一方面,他们指出,

传统文化中有阻碍文化发展的消极因素和糟粕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

落后的思想体系.李大钊指出:“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
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⑦陈独秀批判了政治化的儒家文化,指出:“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
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

永远不能合一!”⑧以上论断显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决裂.为完成反封建的革

命任务,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文化为突破口,积极寻求中国未来的出路.另一方面,早期中国共产

党人认识到传统文化中有可以继承的合理因子和优秀成分.陈独秀曾指出:“墨氏兼爱,庄子在宥,
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意

识和情感,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智慧,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李大钊特别

强调传统文化中的个人修养方面,“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宜俭

其劳役”.他认为传统文化倡导的淡泊明志、节俭躬行、重义轻利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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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作为人生的重要准则.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就是要把传统文化

中的民族精神在实际生活中加以弘扬,使其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组成

部分.
(二)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文化①

批判性地借鉴外来文化以丰富和改进本土文化,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

相对于封建文化而言,具有更多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对社会进步曾经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西方

资本主义文化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基础之上,资本家竭尽所能“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

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②,他们试图用这些“虚假观念”迷惑人民,追
求利润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

对于西方文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借鉴其合理成分.“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

静止文明之穷.”③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所隐含的劣根性在“一战”中全面爆发,由此引发了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他们既充分肯定西方文化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补性,
又揭露了西方文化的糟粕,并加以批判和摒弃.陈独秀指出:“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

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④陈独秀认识到西方文化不等同于世界先进文化.青年毛泽东也谈

到西方文化的不足,他指出:“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

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⑤对西方文化采取批判性借鉴的态度,帮助早期中

国共产党人逐渐认清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三)坚持并发展先进文化

先进文化是文化发展的方向.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要批判落后文化,坚持并发展先进

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最先进的文化,因而是他们高度重视并着力强调坚持和发展的.早期中国共

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灵魂,并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一方面,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要与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李大钊第一个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围绕“实境”的问题,他鲜明地指

出,马克思主义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⑥.毛泽东也指出:“吾人

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⑦瞿秋白强调:“应用马克思主

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⑧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

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儒家大同思想诠释和描绘了马克思

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李大钊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号召人们以世界大同为奋斗目标.“合世

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

同!”⑨青年毛泽东也表达了“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的宏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论述传统文化的

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先

河,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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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路向.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正在为东西方文化

孰优孰劣争论不休,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前瞻性地提出创建新文化,并且指出新文化要克服东西文化

的弊端,兼有东西文化的合理因素.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

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①“第三新文明”是李大

钊挽救中国文化命运所给出的答案.瞿秋白强调,创建新文化要建立在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相互

借鉴、取长补短、交融发展的基础之上,“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

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②.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发

展的路向提出了新的认识.１９２０年夏,毛泽东明确表示:“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

罗斯.”③即他所主张创建的新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瞿秋白认为:“欲救人类文化求光荣的将

来,非颠覆资本主义不可,非克服帝国主义不可”④,行向“社会主义的文明”⑤.可以看出,早期中

国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综合中西古今文化之长的新的

文化创造.
综上所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发展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理论上说,一方面,它坚持、运用、丰
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从对文化本质的揭示,到文化特征的阐述,再到文化价值的评析;从
坚持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到要求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文化,再到强调坚持并发展先进文化,从根

本上说,这一文化观,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文

化问题紧密结合,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另一方面,它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形

成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固然有多方面的条件,但是,
受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影响,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从实践上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的文化观,对于帮助人们在实践中正确认识文化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从而确立对待文化的科学

态度,特别是对于指导人们批判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地利用外来文化、坚持并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正确而充分地发挥文化因素在实践中的应有作用,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积极影

响.就此而言,可以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新时代启示

在新时代,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对于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明确文化的战略定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主题,科学回答了“什么

是文化,怎样对待文化”的基本问题,其价值诉求是为了完成当时中国面临的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今天,国强民富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时代追求.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把对文化的认识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宏大视野中.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标志.实现

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既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必然逻辑进路,也是当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

奋斗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文化建设既是独立的一个部分,又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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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密切相关.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初步阐述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强
调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决定文化的性质与变迁,而文化作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反

作用于经济与政治.这对于新时代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伴随着经济发展奇迹,社会上一度出现唯GDP论,文化领域出现价

值观扭曲、道德滑坡、道德失范的现象.习近平指出:“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
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①因此,在新

时代,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进而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之间

的良性互动.
(二)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坚定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７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坚持了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方向.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就会发现,什么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文化建设就能取得巨大发展,并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改革开放４０多年,中国文化

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但进入２１世纪,国内的一些学术研究

和影视文学作品,出现了“低级红”“高级黑”现象.它们曲解党的创新理论,割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过程中的各阶段成果;以“神化”的手法,灰化、黑化、矮化英雄人物等②.这些违反常识和夸张的表

现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严重降低了社会凝聚

力.同时,国外一些敌对势力不断加强对我国文化领域的渗透和侵蚀,开展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舆论

攻击和意识形态攻击,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

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③.如何克服现存

的风险与消极影响,唯一出路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

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④因此,我们要牢

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坚定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注重文化的守正创新,提升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性借鉴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要“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⑤.首先,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文化领域出现过一些错误倾向,如文

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等极端思潮.同时,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存在对待传统文化功利化

的倾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关系到文化强国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民族复兴的成败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⑥.因此,我们要传承并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底蕴,提升民族认同感.为此,要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处理好“守”和“变”的关系.其次,要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

外来文化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借鉴、汲取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

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⑦,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所用.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文

化的交流互鉴,在国际层面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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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因此,我们应立足中国社会现实,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体现文化的时代性,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合理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这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着力点.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人民立场与人民情怀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文化的核心问题,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文化

的创造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把文化启蒙与救亡结合起来,唤醒了人民大众,最大限度地动员

了革命力量,坚持了文化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价值取向.它启示我们,在新时代,在文化发展

方面,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人民立场与人民情怀.首先,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

民.文化发展要关注人民的喜怒哀乐,充分了解人民的心声.要坚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喜欢不喜

欢、接受不接受、认可不认可作为衡量文化优劣的标准.其次,坚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人民是文

化创造的源泉和文化发展的动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
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①再次,坚持文化发展的成果由

人民共享.这就要求发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共享文化事业发展成果和平等参与社

会文化活动的权益;发展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

化文化需求,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人民立场与人

民情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根本性文化发展理念.

TheCulturalViewofEarlyChineseCommunistsandItsEnlightenmentintheNewEra

ZhouXiangjun　ZhangLi
(SchoolofMarxism,Shandong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１００,P．R．China)

Abstract:UndertheguidanceofMarxismandbasedontherealityinChina,earlyChineseCommunists
creativelyexploredandansweredthequestionof“whatiscultureandhowtotreatculture”,andformed
aseriesofculturalviewswithrichcontentsanduniquecharacteristics．Onthequestionof“whatisculＧ
ture”,theyexpoundedtheessentialconnotation,thebasiccharacteristicsandthevalueofculture．On
theissueof“howtotreatculture”,theyemphasizedthecriticalinheritanceoftraditionalculture,the
criticalreferenceofwesternculture,andthepersistentdevelopmentofadvancedculture．Thecultural
viewofearlyChineseCommunistshasplayedafundamentalrolein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
culturalviewofMarxisminChina,andhaspracticalguidingsignificanceforadheringtoanddeveloping
scientificMarxistculturalviewinthenewera,especiallyforbuildingacultural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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