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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共产党人信仰什么？ 
 

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  李慎明1 

 

现在都在讲“顶层设计”。但我个人认为，有些同志所讲的“顶层”

往往还不到顶层，是二、三层甚至四、五层以下的设计。而“人为什么

而活着”这可能是值得每一个人从小到老整整思索一生的顶层问题。 

人为什么而活着，本质上是人应该有什么信仰。当今世界上公认有

三大宗教：基督教信仰上帝，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原罪，只有上帝才能

拯救自己。伊斯兰教信仰真主，认为今生虔诚信仰真主，后世就是天堂。

大乘佛法认为，小乘佛法修度自身，大乘佛法修度众生。 

真正的共产党人信仰什么？1945 年党的七大的闭幕词中，毛主席

就曾鼓励全党：“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

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从根本上说，
                                                        
1 根据 2012 年 9 月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的演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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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人民，即全心全意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

人民，也就是说人民是共产党人心中的“上帝”。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

会里，普通劳动大众始终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意愿、

意志和力量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最终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这是历

史唯物主义的真谛。信仰人民，这一信仰高尚而光荣，是社会的现实和

历史的真实，而不是社会和历史的虚幻。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

会主义建设、改革年代，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汗水、热血甚至生

命，为着民族的独立解放，国家和人民的繁荣富强，默默实现着这一

信仰。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信仰人民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

生于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和最终归

宿。真正的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使人民群众觉悟，去带领大家一

起奋斗，我们就能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

发展这一美好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讲，信仰马克思主

义和人民，这才是顶层和终极的信仰。我们不反对个别同学信奉某种宗

教。但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守党章，信仰马克思主义，为着人民。 

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本质上是为

极少数人服务的，它希望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持有“拯救自己”、“虔

诚信仰”、“修度自身”这样的价值理念以为极少数人压迫、剥削绝大

多数人的社会制度的长治久安服务。因此，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基

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与它所提倡的价值理念是不一致的。而社会主

义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是为着全体人民的，它需要共产党

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也就是说，社会

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与它所提倡的价值理念是一致

的。当然，现在一些共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说一套，做一套，有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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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贪赃枉法，这并不能说明我国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与它所倡导

的价值理念不一致，相反，这是一些人脱离、背离乃至背叛了党和政府

的宗旨所致。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就是要努力解决党面临的

这一严重问题。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篇对话“一篇彻底改变美国同事对毛泽东看法

的文章 —《纪念白求恩》”。这是一位赴美创业的华人与其美国同事

的对话。这位赴美华人的同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开始对中国共产

党人所做的事极不理解，甚至极为反感。这位华人对其美国同事说：“来

美国前，我认为美国是个自由世界。但我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美国是个

宗教信仰至上的国家。美国人民坚信这片土地是被上帝挑选的，美国人

民是首先被上帝挑选的宠儿。为此美国人民自豪骄傲，热爱这个国家。

尤其是我看到那些徒步行走的传教者们，穿着朴素简单，吃最简单的食

物，他们眼睛里是真诚朴素坚定的，他们让我想起了中国老电影里的共

产党员。中国原来也有这样的一群人，忘我，无私，为了信仰可以承受

一切苦难，可以献出生命。不同的是，美国的传教者们是在上帝的指引

下，而中国的共产党员们是在共产主义信仰下，更具体地说，在毛的指

引下。”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对话，其美国同事回答：“我想我有点被

感动，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当其美国同事看了这位赴美华人推荐给他

的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英文版后，这位美国人说：“我很震惊。如

果你不告诉我这是毛写的，如果我把里面所有共产主义或意识形态字眼

去掉，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朗读，我会以为我在聆听上帝宣讲。毛说的这

些，和我曾经在教堂听到过的几乎完全一样”；“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你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毛，我想我开始尊敬他了。我更感谢的是，我突

然心变得很开阔了，我觉着整个世界的门在朝我打开，共产主义和毛已

经不再是我心里的障碍，我更了解了中国，我非常高兴，我可以拥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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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我想就可以拥抱一切。”如果哪位对此感兴趣，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在一定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基督、伊

斯兰和佛教教义有相通之处。但是，不论是哪种宗教，总是教导信徒放

弃对现实幸福的追求，而求诸内心修炼，以达安于现实的苦难；而马克

思主义是教导人民群众通过实践和变革，运用客观物质力量改变不合理

现实，以实现现实幸福。一个是求诸内心，一个是求诸行动，前者是宗

教信仰，后者是科学信仰，二者不应混淆。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空观，宇宙无边无际，时间无始无终。我

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无边无际和无始无终的一个特定的时空交叉点上来

到人间。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诞生是必然的，而

每个人在这个地球上的出生却是必然中的偶然。我们每个个体生命能够

作为地球的万灵之长的一分子，在茫茫宇宙中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百

年左右，这本身就很值得庆幸、骄傲和珍惜了。想通这一点，就是一位

乐观主义者，就不会皱着眉头过日子。但仅弄清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从

一定意义上讲，人活着是形式，人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活着才是内容。

弄清人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和价值，这才更为重要。要弄

清人为什么而活着，还应厘清什么是人，即弄清我们现实的人是从哪里

来，处于何种状态，会往哪里去，在这世上的百年间应该怎样生活，做

些什么，留下点什么。 

首先，人是不同于纯粹自然界且不同于自然界中其他生物的“类”

存在物。人是自然界演化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运动的特殊形态的产

物，是唯一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动物状态的“类”的存在。人是我们现

在已知生命的万灵之长，与其他所有动物不同，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吃

好、睡好等生理需要，他能逐步地认知并能能动地改造世界。正因为人

是唯一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动物状态的“类”的存在，所以，我们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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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劳动为荣。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劳动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

只有以劳动为荣，每个人乃至于整个人类，才能不断进步和发展。人活

着，决不能以不违纪不违法为底线，而应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就是要

有正确的理想信念。什么是正确的理想信念？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

就是现行党章中所说：“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

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着人民的利益而活

着而奋斗，这就是共产党所特有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

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

样的人，人民就会永远把他装心上、记下来。 

第二，人是由全部社会成员组成的集合体中的“每一个”个人。人

总是具体、现实的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和每个时代个人的实际生

活过程与活动中。每个单个个人，都有自己特定合理的需求与利益，每

个人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和整个社会尽可能地帮助使这些必要的

需求得以满足。但人类社会有着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利益，如需要一个

良好的生态环境。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有的国家和群体乃至个体，为

了攫取巨额财富或奢靡生活，在拼命地掠夺资源、污染环境。这就是典

型的损他国、损他人、损后人而利己。“每一个”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和

由特定社会组成的国家应该要求每一个个人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集体

主义精神和国际民主思想。仅提倡正面的东西而不反对反面的东西，正

面的东西就不可能持续和发展，最终则是无法实现的美好的乌托邦。 

第三，人主要是指“现在式”存在的人，但也兼指“过去式”和“未

来式”存在的人。一方面，我们当代人不能仅把自己当作具体、现实的

人，而把“老祖宗”当作抽象、虚幻的人，否则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人类文明是历史的产物，是代代传承的结果。没有“过去式”的人的浴

血奋斗、艰苦创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继续创业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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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要发扬革命传统，“不忘老祖

宗”。从特定意义上说，以“过去式”的人为“本”，就是要尊重历史，

珍惜前人给我们所创造、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决不能“崽卖爷田心

不痛”。另一方面，我们当代人也决不能仅把自己当作具体、现实的人，

而把子孙后代当作抽象、虚幻的人，这会淡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断子

孙路。我们既要在前人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上继续艰苦奋斗、

改革创新，为后人创造和积累更多的物质、文化财富，同时又要保护环

境、珍惜资源，重视承接历史。 

第四，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是指最广大的

人民群众，而不是指一切人更不是其中的少数人。在阶级或有阶级存在

的社会里，个人总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绝大多数的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而极少数人的根本利益则是与绝大多数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如果以这极少数人的根本利益为本，就

必然会牺牲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多次强

调，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这一点十分重

要。在阶级或有阶级社会里，我们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和他们的根本利益

服务，是为了将来能为一切人和他们的根本利益服务而过渡。 

为进一步弄清人为什么而活着，让我们对比看看有的人与革命先烈

们的不同活法吧。 

有的人把活着本身当信仰，奉行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为了

活着甚至不惜作叛徒、汉奸、卖国贼。而曾任中共第五、六届中央政治

局常委的蔡和森 1931 年 6 月间被原先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叛徒顾顺章

出卖，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最后他的四肢被敌人用几个粗大的长钉钉

在墙上，敌人还用刀把他的胸脯戳得稀烂，他仍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

3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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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把吃好喝好当信条。而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杨靖宇

和他领导的抗联部队对日寇坚持了长达九个年头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

争，使得数十万日军不能入关，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业绩，有

力配合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后来，他被叛徒丁守龙出卖、被日本侵

略者杀害。侵略者丝毫无法理解杨靖宇在完全断绝食物的条件下能坚持

抗战一年之多，最终解剖杨靖宇遗体，看到的却是“胃里连饭粒都没有”，

只有野草、树皮和破棉絮。牺牲时年仅 35 岁。 

有的人为金钱而活着。而以救国救民、变革社会为己任的中国共产

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

始人彭湃，出生于有名的富有人家。他当众把自己家族分得的田契全部

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后投身革命。1929 年 8

月 24 日因叛徒白鑫出卖后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 33 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是公正的。凡是个人理想

信念行动与历史进步方向相一致的，他的生命就融进了历史，获得了永

生；凡是个人的理想信念行动与历史进步方向相悖的，这就是历史的歧

路，直至被历史所淘汰。党和新中国永远铭记着蔡和森、杨靖宇和彭湃

等。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蔡和森、杨靖宇和彭湃入选 100 位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出卖他们的叛徒却永远被历

史钉上了耻辱柱。 

有人贪赃弄权甚至不惜作叛徒、汉奸、卖国贼从而“享受人生”，

并认为这些劣迹和罪过将会随着自己的逝去和时间的风尘而变成雪泥

鸿爪甚至永远无从知晓。我们承认，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事的沧桑，一

些历史细节将可能会被永远湮没甚至是歪曲篡改，殊不知，从历史唯物

主义出发，观其大略常常无需繁多琐碎的历史细节，社会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其所作所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将无任何可能逃遁历史

大風網站‧版權所有    https://strongwindhk.com/product/no_hk2021-6-pdf/



 8

对其的审视，越是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功过是非，人民和历史会最终

将其辨析并记载得清清楚楚。 

人为什么而活着？说到底，是个信仰和世界观问题。有了正确的世

界观，才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权力观、地位观、苦乐观

等等。正确的理想是生活光辉灿烂的太阳。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在革命

时期一个信仰，勇于牺牲，而在执政和建设时期是另外一种信仰，大捞

金钱。 

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就必须破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曾争论了几千年，还会长期争论下去。

持人性善者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善的或向善的，只要唤醒所有人的良

知，依靠人的善的本性，就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无须建立一个健

全的社会制度来管理。从古到今持人性恶论者则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

自利，国家设计出严格制度防范人为获取私利危害他人即可；但也有的

人认为，既然人的本质是自利，那么作为特定阶级和集团代言人的本质

也是自利者，他们在行使权力时亦会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特定利益的政策

和法规，以强迫别人执行。因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天然

合理、万古长存。这实质是想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引入人类社会并固

化。亚当·斯密的理论假设人就是理性的经济人，也就是说人的本质都

是自私的、利己的。 

性的善恶，这是道德范畴的东西。毛主席早在 1943 年就指出：“道

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

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

个人的社会性 — 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

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的、无问题的。人是一种什么动

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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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即说人，他只有一种基本特性 — 

社会性，不应说他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

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

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人的五官、

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

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社会生产

的结果，不指明这点就要堕入唯心论”。这就告诉我们，无论善还是恶，

都是当时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迄今为止的考古

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已有二百万年，人的一些生理特征则是这几

百万年其祖先基因遗传的结果，但这都是人们现实社会性或历史社会性

的反映。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从来就没有抽象的人性和社会性，

而只有具体的人性和社会性；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人性和人的社

会性又往往具有阶级性。 

历史上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关于人性和人本质是什么的看法和

观点，基本上是沿着人性的善恶性质和人性异于其他动物的方面特点来

思考的。而马克思主义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的观点，把人的本质放在一定的社会中来考察，从而指明了正确的思

考路径。人有善恶之分，甚至在一个人的身上既有善又有恶的表现。但

这都不是人的本质或天性，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或体现。所以，

我们既不主张性本恶，也不主张性本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

之间本质上是一种相互协作的关系，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所决

定的。人们的自私心理，是随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奴隶社会这个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私有制社会的诞生而诞生的。这一观念的诞生，在人

类社会的相当长的时段内，具有它的进步性一面，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

进步，它的局限性和腐朽性一面便逐渐充分显现出来。它不是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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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从来就有的，因而也不会是永恒的。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全面的进步，

随着公有制的最终全面的确立，人们的自私心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

则必然会最终被消除，这就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否定之否定。现代生物学

并没有找到被公认的充分证据，证明人性是天生自私的，就如同人的皮

肤色素是遗传而不可改变的一样。观察动物界不难发现，不是所有的动

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表现为自私的，恰恰相反，许多动物有很

强的群体性和利他性。比如，森林中蚂蚁群遇到火灾时会迅速集结成球，

滚过火区，集结在球体表面的蚂蚁都会“壮烈”牺牲。小小的动物蚂蚁

尚且如此，我们这一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更能如此。 

我个人认为，人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人很自私。“一事当先，

先替自己打算”。第二种人可能常怀公心，经常考虑国家、人民、民族

的命运，但在公私发生冲突之时，有时可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第

三种人就是具有共产主义品格的人特别是合格的共产党人。这样的人并

不是没有个人利益，但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公永远是第一位的。从这

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我们那么多先烈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能说这些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吗？人的本质是自

私的观点，实质是私有制观念的产物，应该说同时也是维护私有制的理

论基础。我们决不赞成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观点。如果这种观点成立，

至少你无法解释伟大的母爱，也根本无法理解我们几千万的先烈为了自

己的理想和我们的今天幸福生活而进行的英勇奋斗和作出的壮烈牺牲。

决不要小看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观点，正是这一观点，正在强烈地腐蚀部

分干部群众；也就是这一观点，把我们的一些人甚至党的高级干部送进

了监狱。我们知道，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在强调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

同时，确实有忽略个人利益的现象。但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过程中，也决不能重蹈西方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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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世界观又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我们承

认，世界历史决不会“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而且“有时向后作巨大

的跳跃”（列宁语）。但我们也更加坚信，历史的大道无论怎样曲折，

最终必然通向共产主义。邓小平说过，“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

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

主义信念”，这“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

之时，我们更需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时的信仰就更显得“金

贵”。这时的信仰，就更能识别、考验、锻炼一个人。信仰正确和坚定，

就是“真金”，真金不怕火炼。有没有这一信仰，大不一样。对各级领

导干部来说，失去了这一信仰，极有可能害人害己。苏东剧变后，一些

人完全丧失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他们看来，“国将不国了”，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垮台是迟早的事。不少人在捞，认为不捞白不捞。信仰的堤

坝一旦溃决，牢房的铁门便会打开。 

正确的世界观还要求我们必须言行一致。口头上背诵马克思主义词

句，行动上谋一己私利，这也决不是什么“僵化”、“教条”，在本质

上，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脱离、背离甚至是背叛。口头上说一套，行

动上另外一套，这是人民群众最为反感的作风。这也是苏共垮台的根本

缘由之一。我们必须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认真践行正确的理想信念和

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喜马拉雅山国不丹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

（GNH）的概念，现在又重新引起不少学者和国家的关注并把它与 GDP

相并列、相比较。2012 年 7 月 8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阿瑟·布鲁

克斯发表文章指出：“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看似是一群悲惨的可怜虫，

事实上，他们也许比那些坐在办公室嘲笑他们的中庸派更加幸福。因为

他们很多人都固执地坚守信仰。”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信仰和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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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观即幸福指数。但是，同学们，有了坚定正确的世界观，我们就会有

着正确的方向、远大的志向、广阔的胸襟，就能勇于解放思想，敢于担

当历史的责任，激发改造社会和创造世界的激情，为着国家、民族的前

途和命运勇于接受各种困难的磨砺和挑战，浑身从内到外散发出真正的

阳刚之气，谱就大写的人生，不会囿于小我而精心构建自己的小人生和

小家庭；就会真正能够做到自尊、自爱、自信、自强、自立，苦学多思，

深入实践，扎实苦干，坚韧不拔，顽强拼搏，勇于创造，而不是一曝十

寒，知难而退，迷迷茫茫，得过且过；就会有着应有的社会正义与良知，

而不是社会不良现象的漠视者、旁观者或简单批评者；就会有着更加乐

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把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英雄主义完满地结合起来，

容易聆听和接受别人的意见，不断调整和改进自己的实践方向，而不是

怨天尤人，自我怜悯，悲观消极，无所事事；就会增强互助合作精神和

集体意识，与同学互帮互学、相互交流、共同探讨，不断激发起心中新

的求知欲望，并走近普通工农群众，触摸时代的脉搏，倾听人民的呼唤，

而不是封闭温室，沉默寡言，孤陋寡闻或孤芳自赏；就可能经受住各种

风浪的考验，使自己成长为党、国家和民族的有用之材直至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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