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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概念的形成史

刘建军

摘要:“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话语的核心概念,虽然它产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特定阶段,但

其酝酿却有一个长期过程,并体现于“理想”与“信念”复杂纠缠的概念史中.从建党以来的长过程看,二者

的关系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一是革命战争年代,主要特征是“理想”通行、“信念”潜行;二是新中国成立到

改革开放前,主要特征是“理想”在场、“信念”淡出;三是改革开放启动时期,主要特征是“理想”凸显、“信

念”登场;四是改革开放继续推进过程中,主要特征是“理想”“信念”并提连用;五是改革开放向２１世纪推进

的时期,主要特征是“理想”“信念”融合,“理想信念”形成.而这个概念的最后形成也有一个从偶发到流

行、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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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有信仰有追求的使命型政党,历来重视理想信念建设和对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
但长期以来并没有“理想信念”这个核心术语,而是以“信仰”“理想”“信念”“忠诚”“信心”等来表达大

致相同的含义和要求.这个概念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为了弄清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把

目光回溯到革命战争年代,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使用“理想”“信念”概念的长期过程中考察“理想信

念”概念的形成逻辑.

第一阶段:“理想”通行,“信念”潜行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的思想政治话语系统中,主要是“理想”和“信仰”
两个概念并行.相比之下,“信念”一词出现得比较少,但也有一些关键性的表达,可以说潜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就大量使用“理想”这一概念来表达自己进

行社会改造的愿景和意志.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 １９４９)»共２６卷为文本依据进行统计,
“从‘理想’一词出现的数量上看,在中国共产党筹备和成立的早期,在所收录的时间最早的一篇文献

１９１９年５月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理想’一词就使用了６次.１９１９年在三个文献中共使用

了１９次,１９２０年在６个文献中使用了１６次,１９２１年在３个文献中使用了９次.‘理想’一词的频繁出

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对理想的重视”① .全部２６卷共３６００多篇文献中,共使用“理想”一词

２４２次,分布在８７篇文献中;相比之下,使用“信念”一词５７次,分布在４４篇文献中.②
毛泽东多次使用“理想”一词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追求.早在１９２２年４月,他就在衡

阳三师作过关于社会主义的学术演讲,指出要改造社会必须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并且为实现这

种理想而奋斗,这个理想就是社会主义.③１９３７年５月,他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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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①１９３８年４月他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又指出:“一种

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并要求艺术

家要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② １９４５年５月,他在党的

七大上的报告中,还从方法论角度论述了“理想”与“现实”、“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辩证关系,指
出:“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
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③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多次使用“理想”概
念.他在谈到指导思想与理想追求的关系时指出:“没有坚定纯洁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是不能

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的.”④他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

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⑤.他集中描绘了共产主义未来美景,并说“这就是我们的理想”⑥.还说:“共
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而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是丑恶的.我们正视现实,认识现实,在现

实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向丑恶的现实斗争,改造现实,逐步地达到我们的理想.”⑦

关于“信念”,在党的历史上使用相对较少.“根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 １９４９)»的统计,
从建党开始,到１９２５年才在三篇文献中各出现了一次‘信念’,但并非专门论述.１９２８年在革命受到

严重挫折的时候,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使用了‘信念’一词.”⑧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４日,在«中
央通告第二十一号»中,“信念”一词被使用了４次,其中分析了党员“信念动摇”的原因,强调要增强阶

级意识和革命信念.⑨

党的领袖们在不同场合也曾使用过“信念”一词.１９２９年９月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

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强调:“决不能动摇围缴敌人武装以扩大自己的必要信念.”１９３１年朱德在«如
何创造铁的红军»中指出:“在政治上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就是把握着不可抵抗的无形的武器,在精

神上建立了铁的红军的基础,自然可以战胜革命过程中的任何困难,经得住任何剧烈的斗争,愈斗愈

奋去夺取最后的胜利.”１９３８年３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

上的讲话中,并列使用了“理想”和“信念”.他说,“孙中山先生的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

大理想,谁能说不会实现于中国的? 我们要使全中国人都有这种明确的认识与坚固的信念”.同年

５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

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１９４５年５月,刘少奇在«论党»中指出,全党的团结是以“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纲领,来作团结基础的”.尽管有上述种种论述,但总体来说“信念”一词出现

频次不高,与“理想”和“信仰”概念的通行相比,是处在某种“潜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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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理想”在场,“信念”淡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不断

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也广泛开展起来,“理想”概念的使用更加普遍.
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批评了那种不讲理想的社会现象,

指出:“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并指出: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

劳动.”①同年１１月,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十月革命使

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指出:“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

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

实.”②他还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间理想的一致性,认为“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

一起”③.１９５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６０年２月间,他在关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应当

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④.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多次论及理想问题.他说:“我们的理想是美丽的,我们的途程又是艰难

的.”“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希望一切青年人都有这样高尚的理想.”⑤他在谈到有人看重个人名利时说:
“这样的人好不好呢? 我看这样的人不是有理想的人.如果把名利当作理想,那末,这种理想可以说是资

产阶级的庸俗观点,是不高尚的.我赞成青年人有高尚的理想,这种理想就是为了六亿人民的幸福.”⑥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前也谈到过“理想”,认为“我们党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
尽管这几年我们有一些想法和做法不切实际,也不要因为批判了这些东西,就丧失了理想,丧失了志

气,就怕起‘鬼’来了”⑦.他还说:“我们的人民懂得顾大局.他们有理想,不会丧失信心.”⑧

总之,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理想主义氛围一直是相当浓厚的.共产主义理想不仅在党内教

育中得到强调,而且在全社会范围成为流行话语.这方面的读物也很多,比如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

生活»在青年中就有很大影响.相比之下,关于“信念”一词的使用和强调却明显少见.毛泽东较多地使

用“相信”“信仰”“觉悟”等概念,特别是在谈到思想改造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时,用“相信”很多,但很少

使用“信念”一词.同样,刘少奇较多地使用了“信仰”“信服”“觉悟”等概念,也很少使用“信念”.周恩来、
邓小平、陈云等情况也大体如此.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人使用,如１９５１年５月李先念所说:“我们要提

倡坚定,对敌斗争坚定不移,执行党交给的任务坚定不移,对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⑨

第三阶段:“理想”凸显,“信念”登场

改革开放以后,“理想”和“信念”问题变得更加重要.一方面,改革开放激发了人们为实现四个现

代化而奋斗的理想主义热情;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外来思潮的涌入也导致了人的思想信仰出

现问题.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就“理想”和“信念”作了反复论述,不仅更加强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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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突出论述了“信念”的意义,使“信念”一词强势登场.
在改革开放启动前后,邓小平就一直强调“理想”的重要性.在１９７８年４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上,他提出:“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①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

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赞扬我们的人民“有理想”,强调文艺“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

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②.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随着一些不良思潮和现象的出现,邓小平更加强调“理想”的重要.在

１９８０年１月«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他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

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

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③

邓小平在强调“理想”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提

法.１９８３年４月,他提出:“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④

同年１０月,他提出:要“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事业而英勇奋斗”⑤.１９８５年３月,邓小平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的著名讲话中,强调

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从而形成了最终的表述.
邓小平在强调“有理想”的时候,也明确使用了“信念”概念,强调了后者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过

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

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⑥他还说,“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

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对我们军队来说,有坚定的信念

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⑦.“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
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⑧

江泽民一方面看重“理想”,另一方面也强调“信念”的重要性.关于“理想”,他指出:“要无愧于共

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就必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最高理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⑨他还把实现我

国现代化称为“伟大理想”,指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毛泽东同志、他的战

友们和千百万革命先烈的伟大理想,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论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愿

望.”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信念”的重要性,指出:“我们党是有自己优良作风的党,坚持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具有坚定的信念、旺盛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战斗力.”共产

党员“要牢固地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信念”.同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坚定信念,
还要不断积累经验.”要“通过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不仅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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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坚定信念,而且还要“培养人民的坚定信念”①.

第四阶段:“理想”“信念”并提连用

这样,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理想”和“信念”的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理想”和“信念”相并列的

表述.这些表述首先出现在邓小平论述中,之后出现在江泽民的一些论述中.
邓小平关于“理想”的论述,往往不是单独地或孤立地提到“理想”,而是将其与“信念”及其相关概念

一同使用.早在１９６２年２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提出要“有理想,有志气”②,在这里“志气”就
相当于“信念”.他还有时把“理想”与“信心”连在一起,他指出:我们的人民懂得顾大局,“他们有理

想,不会丧失信心”③.也有时把“理想”与“目标”“信心”连在一起使用,比如他批评一些干部“缺乏一

个理想、目标、信心”④.而且,他提出的“四有”新人,也是把“有理想”与“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并列在一起的,是用其他三个方面来配合和补充“有理想”.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

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

系,等等.”⑤在这段话中,首次出现了“理想、信念”这样的并列表述.但我们也看到,这是带有偶然性

的.因为他是在列举多项内容时把二者排在一起的.

１９８５年３月,邓小平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中提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

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

产主义信念.”⑥还说:“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⑦可见,这里是明确地把

“理想”和“信念”并提连用的.值得注意的是,同年８月邓小平在«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的
谈话中,首次明确使用了一个新的综合概念———“信念理想”.这是他明确地将“信念”与“理想”整合

在一起而形成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

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⑧这里的“信念理想”虽然是邓小平在不经意间组合形成的,
而且他此后也没有再次这样使用,但是却预示了后来两个概念的融合.

１９８６年９月,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
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⑨同年１１月,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认为,最重要的

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江泽民也较多地采用了这种并提连用的方式.他说,“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

德风尚,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而且,他在提出“理想信念”概念之后,仍然多次使用这种并提

连用的提法.也就是说,二者的并提连用并没有因为“理想信念”概念的出现而消失,但此后只起着补

充和细化的作用.后来,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也都在使用“理想信念”作为核心概念的同时,继续沿用

５

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概念的形成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江泽民文选»第１卷,第３５８页.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第３００页.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第３０１页.
«邓小平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４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６７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１０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１１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３７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７３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９０页.
«江泽民文选»第１卷,第４９７页.



将“理想”和“信念”并列的用法.

第五阶段:“理想”和“信念”融合,“理想信念”概念形成

“理想”和“信念”两个术语的并提连用是一种过渡状态,是二者发生融合而形成“理想信念”概念

的前阶.在并提连用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二者融合为“理想信念”的情况,开始是偶然地出现的,后
来就逐渐使用起来并得以流行.

这两个术语相融合而形成“理想信念”一词,大致发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最早出现是在

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４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在谈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时,要求

“全党同志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为人民利益甘于奉献的精神”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强调并大

量论述思想理论的讲话中,只出现了这一次“理想信念”字眼,而同时出现的是另外的表述,如“树立社

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风尚”②,树立“党的崇高理想和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③.这表明,“理想

信念”的第一次出现,带有偶发性质.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

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其中写道:“教育要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着重解决理想信念和思想作风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④ 同样,该文件中“理想信念”一词也只出现了一次,而且不是在文件主体内容

部分,是在临近结尾部分谈到加强党性党风教育的时候才使用的.在精神文明建设基本内容部分,
“理想”“信念”的表述依然是分开的.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目标的表述中,要求“在全民族牢

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⑤.而

在谈到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部分,表述是:“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

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⑥值得注意的是,从该文件的表述还可以看到,“理想信念”
一词并不是完全以单立身份出现,而是与“思想作风”联在一起使用的.在全会闭幕式江泽民的讲话

中也没有出现“理想信念”术语.他在谈到相关内容时,强调的还是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崇高的理

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⑦.因此,“理想信念”在中央文件中的出现也还是带有一定的偶

发性质.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２日,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使用了“理想信

念”一词.他指出:“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作为在全体人民

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⑧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２日江泽民在全国组织

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干部不但要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能力,
而且要有良好的思想作风.”⑨从这两次讲话来看,“理想信念”接连使用,而且衍生出“正确理想信念”
这样的表述.表明“理想信念”概念已经扎下了根,并生发出新的枝叶.

但是,“理想信念”的使用毕竟还没有占据中心和主流位置.因而虽然这一概念已经出现并在一定范

围内使用,但“理想”“信念”的并提连用,仍占居主导地位.１９９７年４月,作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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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听取出席全国机关党建工作座谈会代表汇报后的讲话中,使用的表述还是“坚定共产党人的理

想和信念”①.１９９７年７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广大

官兵“具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高尚的情操和严明的纪律”②.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胡锦涛在全国组织

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要“帮助党员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③.
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０年是“理想信念”这一表述成为核心概念,并得到确认和流行的关键期.１９９９

年６月２８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集中论述了理想信念问

题.他论述了“讲政治”的问题,而强调的第一点就是“要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他对此作了展开论

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在思想上动摇

了这些根本的东西,也就动摇了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就必然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央要求

‘三讲’教育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④接着他还列举分析了一

些党员干部丧失理想信念的情况,提出:“我们必须不断对党员、干部加强理想教育和信念教育,加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推动全党同志真正把理想信念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基础上.”⑤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８日,他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使用了“理想信念”概
念,多次提到“正确理想信念”和“理想信念教育”,并指出:“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和人心所

向,最终决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⑥这两次重要讲话,分别在２０世纪末和２１世纪

初,集中体现了“理想”“信念”相融合的积极成果,并打开了新世纪理想信念教育的大门,在“理想信

念”概念形成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语:原因和意义

那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会发生两个概念的融合并形成新的核心性概念呢?
首先,这是由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理想信念建设和教育的重要性

所决定和要求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想信念的问题更加突出,理想信念教育也更加重要.而为了

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必须有相应的概念表达,特别是需要有一个大家公认而通行的核心性概念.“理
想信念”一词的形成和流行,就是适应这种需要的结果.

其次,这也是因为我们此前缺少一个能够完整表达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一般性概念,因而才需要

形成一个新概念.本来“信仰”一词可以用作这一目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领导人就曾使用这

一概念来指称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下,“信仰”一
词使用得少而谨慎了,它似乎成为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概念,甚至是一个与宗教迷信有瓜葛的概念.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讲求科学精神,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称作“信仰”,似乎也不符合马克思主

义理想信念的科学性质.正是因为许多人有这样的顾虑,才使“信仰”概念无法真正通行起来.在这

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形成一个新概念,这个新概念至少在意象上是能够体现出一种科学性的正面价值

的,“理想信念”恰好就是如此.
再次,这是由“理想”和“信念”两个术语的亲缘关系所决定的.“理想”一词不足以单独地完整表

述共产党人的信仰,它需要得到一定的补充.这种补充最好能够固定在一个特定的术语上,而这个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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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应该既在性质上与理想相同,同时在侧重点上又有所区别.这个术语就是“信念”,它完美地具有这

样的特点,并最终与“理想”融合在一起.而且,因为前期人们已经分别对“理想”和“信念”有认同的基

础,因而对于“理想信念”这个新词并不觉得唐突,而是自然而然地接受和使用.
最后,这也是人们在语言使用中自然发生的简便化的结果.“理想”和“信念”融合为“理想信念”

是一种语言现象,自然就遵循着语言学所揭示的某些规律.从人类语言史上看,一些新术语新概念的

形成,往往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也不是有意识安排的,而是自然而然、约定俗成.其中,简约方便的

原则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理想信念”的形成,也可以说是这种简约方便原则的体现.在“理想”和“信
念”并提连用的时候,它们之间往往是用顿号或连词隔开的,但在多次反复的大量使用中,每次都加顿

号或连词显得麻烦,于是自然而然就省略掉了,结果是这两个概念直接连在一起,并融合成为“理想信

念”.而这个新概念的形成和使用,并没有取消“理想”“信念”“信仰”这些概念的存在,而是与其并存,
因而也不会带来新的不便.

“理想信念”是一个合理的概念,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是一个完整而综合的概念,具
有很大的概括性,能够全面表达人的思想信仰.其次,它是一个正面概念,不像“信仰”那样有某些消

极性历史痕迹,因而可以大大方方地表达正确的信仰,表述共产党人的信奉.如果说“理想信念”在一

定情况下也可以有所泛化,指称其他的甚至不正确的信仰,那么至少在我们党的主流话语系统中,它
是特定地用于表述共产党人信仰的.最后,这个概念的形成和成为核心性概念,有利于我们对理想信

念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如果没有这个核心概念,我国学界就难以对这一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而
且也难以想象我们怎样开展大规模的理想信念教育了.

TheFormationHistoryoftheChineseCommunists“IdealＧbelief”Concept

LiuJianjun
(SchoolofMarxismStudie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８７２,P．R．China)

Abstract:“IdealＧbelief”isthecoreconceptof Chinese Communistsideologicaland political
discourse．Althoughitcameintobeingataspecificstage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itsbrewＧ
inghadalongprocesswhichwasreflectedintheconceptualhistoryofcomplexentanglementbeＧ
tween“ideal”and“belief”．FromthelongprocesssincethefoundingoftheParty,therelationship
betweenthetwohadgonethroughfivestages:First,intheyearsofRevolutionaryWar,themain
characterwasthepassageof“ideal”andthestealthof“belief”;Second,themaincharacterofthe
periodfromthefoundingofnewChinatothereformandopeningupwasthat“ideal”existedwhile
“belief”fadedout．Third,duringtheperiodofreformandopeningup,themaincharacterwasthat
“ideal”washighlightedand“belief”appeared;Fourth,intheprocessofcontinuingtopromotereＧ
formandopeningup,themainfeaturewasthat“ideal”and“belief”werelinkedupandusedtogethＧ
er;Fifth,theperiodofreformandopeninguptothe２１stcenturywascharacterizedbytheintegraＧ
tionof“ideal”and“belief”,whichbroughttheconceptof“idealＧbelief”．Andthefinalformationof
thisconceptalsohadaprocessfromaccidenttopopularity,fromspontaneitytoconsciousness．
Keywords:theCommunistPartyofChina;Ideal;Belief;IdealＧ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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