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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起源地和最早
实践地，湖南在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具
有特殊地位。深入研究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
湖南的起源与实践，对于进一步廓清党的统一
战线理论和实践脉络，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
质量发展、凝心聚力画出最大同心圆具有重大
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湖南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
的起源地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
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
的。”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就是在中国社会半殖
民地半封建化日益加剧中产生，并随着中国革
命形势的蓬勃发展逐渐形成。

1.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湖南萌芽。20世
纪初，中国究竟该向何处去？这个重大问题引发
了青年毛泽东等众多优秀知识分子深入思考、
不懈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
逐渐萌芽并付诸实践。一是在积极探索救国救
民道路上广泛结交朋友、寻求真理。1911年，初
到长沙的毛泽东广泛接触社会各界，如饥似渴
地吸收新思想新知识。在一师学习期间，他登报
征友、游学访贫、探讨交流、研读历史，以图从中
找到中国革命的规律和道路，《商鞅徙木立信
论》就是其对于救国之道的思考。据其同学周世
钊回忆说，“那时，润之就说，欲改造中国，绝不
是件容易的事，更不是少数几个人就能完成的，
需有很多的同志，结成一个坚强的集体，在统一
的目标下，坚定不移，共同奋斗，这样，才能实现
我们的梦想。”可见，毛泽东已将对时局的探讨、
对形势的判断，逐渐转化为团结更多的同志，形
成改造灾难深重中国的力量。二是成立青年进
步政治团体，开始有组织积极地开展活动。1917
年，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新青年》成为宣传
马列主义的主要阵地。受其影响，毛泽东等广大
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思想不断得到洗礼。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经过一年多的酝
酿和筹备，成立青年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从此

“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有了崭
新阵地，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随着形势变化和
认识深化，新民学会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
为宗旨，在推动和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五四
运动、驱张运动以及湖南自治运动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三是不断实践，思想认识不断深化，
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统一战线思想在湖南萌
芽。1917年下学期，毛泽东主办工人夜学，提出

“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
民”。其时，毛泽东已认识到了拯救国家进行革
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广大工农群众。1918年8
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结识了新文化运动
的著名领袖李大钊和陈独秀，接受了马列主义
新思想。1919年7月中旬，在《湘江评论》创刊宣
传中，毛泽东指出“民众联合的力量”可以战胜
任何强权，在二、三、四期连载的《民众的大联
合》中更是向全中国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怒喊，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
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就是民
众的大联合”，标志着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这
种极端混乱的政局中萌芽了。这极具统一战线
思想的观点，在当时中国知识界和青年中产生
了重大影响，李大钊发表《大联合》短论来赞成

“民众的大联合”主张，这说明当时中国先进的
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2.毛泽东早期统一战线思想在湖南的继续
发展。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统一战线思想萌
芽后，指导和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工作实践，并在
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一是培养“真同
志”，统一战线工作开拓出新局面。毛泽东第二
次北京之行，对统一战线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
识。回到长沙后，他先后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文
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为革命培养了
刘少奇、任弼时等一批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1年10月，根据中共“一大”会议精神，毛泽东
组建中共湖南支部，开始发展党员，并在长沙以
外地方积极筹建党的地方组织，推动、领导了粤
汉铁路工会、安源路矿工会、水口山矿工会和各
种手工艺工会的成立，统一战线工作局面一步
一步打开。二是民主联合，毛泽东早期统一战线
思想取得丰硕成果。中共二大正式确立“民主的
联合战线”方针后，毛泽东运用这一方针，成功
领导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和水口山铅锌矿等
罢工斗争，掀起了湖南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1923年4月，毛泽东先后发表《外力、军阀与革
命》《北京政变与商人》等文章，提出了共产党团
结“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国民党合作、建立
联合阵线的主张，初步阐述了反帝反封建的统
一战线思想。中共“三大”后，中共湖南地方组织
执行关于开展国共合作的决定，帮助国民党建

立湖南省党部，建立争取唐生智反对赵恒惕的
联合战线，推动湖南国民革命运动掀起高潮，构
成了毛泽东早期统一战线思想在湖南继续发展
的重大成果。三是洞察形势，毛泽东早期统一战
线思想发出穿透迷雾的真理之光。第一次国共
合作时期，毛泽东深入洞察国内外形势，先后发
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各阶级在统一
战线中所表现的不同态度、经济地位，作出了分
析和说明，提出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重
大命题；阐明了农民运动与中国革命成败的关
系，指出了农民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甚至
可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主要依靠力量。
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发展工农联盟、开辟农村
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
论奠定了基础，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形成前
的最初理论形态。

二、毛泽东在湖南开启了马列主义
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化的伟大实践

在湖南领导早期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创造
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从
理论和实践层面初步回答了在中国革命中“需
不需要统一战线”“与谁建立统一战线”“谁来领
导统一战线”等事关统一战线根本的关键问题。

1. 回答了“需不需要统一战线”的命题。
1840 年 10 月，恩格斯在《唯物论和虔诚主义》
中写道，“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
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首次提出
了“统一战线”的概念。列宁发展了这一思想，提
出“为了帮助无产阶级群众反对资本家，为了帮
助他们了解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两条战
线‘妙诀’，我们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要
把这种策略贯彻到底。”面对内忧外患，毛泽东
继承了马列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精华并用以指
导实践。为响应五四运动，他牵头成立新的湖南
学生联合会，团结、领导长沙学生成功开展总罢
课斗争；在《民众的大联合》中，他响亮提出以民
众的大联合对抗强权者的主张；在后来的驱张
运动、湖南自治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更是用事
实证明，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不仅需要，而且
有大用。

2.指明了“与谁建立统一战线”的道路。在
《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写道，“较大的运动，
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
合”。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党的一大宣布：除了与
第三国际联系外，“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
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不同其他
党派建立任何关系”。1922年1月，列宁表达了
希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意见，促成中共二大
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
分析》，鲜明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
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厘清了党
内存在的对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的模糊认识
和错误倾向，解决了如何“分辨真正的敌友”这
个关键问题。1927年3月，毛泽东又发表《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进一步指出农民阶级在中
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为建立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

3.明确了“谁来领导统一战线”的方向。第
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
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成分复杂，组
织松散，埋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失败的伏
笔。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戴季
陶等为代表的新右派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
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面对斗争日益激化的局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
中共早期领导人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拱手让出
了对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权，这显然违
背了马列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一贯主张，因为

“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先进性质，决定了它即使
在联合其他阶级、政党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
的和利益斗争时，也始终代表着运动的未来”。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也指出，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
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
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充分揭示出，只有中国共
产党，才是统一战线最有力的领导力量。

三、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
湖南起源对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所
处的历史方位、面临的内外形势、肩负的使命任
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统一战线也产生了深
刻影响，突出表现为“四个前所未有”和“三个更
加多样”。追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湖南的起
源，对推动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1.必须坚持“回答时代之问”这个根本。无

论是《民众的大联合》，抑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
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是毛泽东在
回答时代之问中发出的真知灼见，点亮了指引
中国革命前行的明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关键时期，统一战线肩负着更加重要的使
命和任务，“回答时代之问”这个根本，必须在新
时代长期坚持。一是要始终把统战工作作为重
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
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站在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统战
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二是要充分发挥统一
战线凝心聚力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对统一
战线广大成员的教育引导，通过开展形式多样
的主题教育活动，把方方面面的人心和力量进
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拧成一股
绳，铆足一股劲，确保党的意志和主张转化为全
省统一战线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三是要切
实履行统战工作的主体责任。党的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政治优势，也
是统一战线最首要、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各
级党委要认真履行统战工作主体责任，充分发
挥党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调查研究、指导协调、
督促检查等作用，切实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
战工作开展好，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各
领域各方面。

2. 必须紧扣“大团结大联合”这个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
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
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
是人心和力量问题。”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凝聚
人心、汇聚力量的基本方式，紧扣“大团结大联
合”这个主题，就是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大局，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
的积极因素，真正实现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
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当前，深入
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
一届十二次全会和许达哲书记调研省委统战部
机关的讲话精神，就是全省统一战线必须紧扣
的中心大局。要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为湖南擘画
的宏伟蓝图，聚焦我省“十四五”规划建议的落
地，聚焦助力“三高四新”战略的实施，认真做好
多党合作、党外知识分子、民族宗教、民营经济、
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侨等各领域统战工作，加
强对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思想
引领，最大限度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在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中汇聚统
战之力、彰显统战之为。

3.必须掌握“外圆内方”这个方法。毛泽东
曾用古铜钱作比喻，强调统战干部必须学会“外
圆内方”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统战干
部要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有一个谁影响谁
的问题”，并明确提出“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
风过硬”的标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一方面，
要把握原则性。统战工作是党的政治工作，讲党
性、讲政治从来都是第一位的要求。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必须坚守的
政治底线。我们做统战工作的同志，必须在坚持
什么、提倡什么、防止什么、反对什么上始终保
持政治定力，确保在统战工作中实行的政策、采
取的措施都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
执政地位。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时，
要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斗争、敢于亮剑，并积极
加强引导，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要求
上来。另一方面，要坚持灵活性。统战工作之所
以最复杂、最微妙，说到底就是处理一致性和多
样性关系复杂和微妙，必须坚持求同存异原则，
做到审时度势、宽严适度。要在政治上充分信
任。大胆推荐、选拔、培养、使用党外人士，让他
们有职有权，有位有为；对有个性的党外人士的

“逆耳”之言，不搞清一色，更不能打棍子、扣帽
子，而是要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
数。要在工作上经常关注。经常性开展走访交
流、谈心谈话，主动了解党外人士所思所想所盼
所愿；在开展谈心谈话时，要提前了解情况，平
等对待，切忌打官腔、讲大道理。要在生活上主
动照顾。站在保护同盟者利益的角度，以诚待
人、宽厚待人，力所能及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
题，争取党外人士的内心认同。

（课题组组长 宋峥嵘，成员 肖了英 李勇
曾海峰 饶健）

李佑新 吴璇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执着探
索的使命。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
者，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为把中
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
指导思想基础、根本制度基础、国防力量
基础和领导力量基础，其奠基性贡献彪炳
史册。

毛泽东为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奠定了指导思想基础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
者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不
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
第一次结合，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还初步探索了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为找
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
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毛泽东关于中国处于
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判断，为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明确了国情依据；他关于社
会主义建设方法的探索，为形成社会主义
建设正确路线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他创造
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宏伟设想，为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擘画了战略目标；他提出的
关于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统一战线、国际
与外交等方面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为
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
论基础。

毛泽东为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毛泽东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四
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中国从封建专制
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飞跃，为把
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根本性
的历史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社会主义现
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毛泽东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制度庄严地载入宪法，并在此基础上确
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
济制度，建构起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框架，实现了从旧制
度向新制度的根本转变。社会主义改造
的完成，使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
中国得以全面建立，这一中华民族有史
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

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
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在社会主
义条件下取得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的现
代化发展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为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奠定了国防力量基础

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
在革命实践中锻造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
的、具有严格纪律、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
联系、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
军队，并制定了一整套人民军队建军治
军原则，使军队切实肩负起抵御外敌入
侵、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崇高使
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
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把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不仅完成
了人民军队由单一陆军向合成军种的历
史性跨越，实现了常规武器装备由取之
于敌向自行研制生产的转变，还前瞻性
地作出了加紧发展尖端武器的重大战略
决策。“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不仅从根
本上摆脱了旧中国有国无防的历史，奠
定了中国在当代世界格局中大国地位的
基础，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使中国的现代化
事业实现了质的飞跃。

毛泽东为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奠定了领导力量基础

作为中国 共 产 党 的 主 要 缔 造 者 ，
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伟大贡献，不仅在
于他提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的重要原
则和方针，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工人阶级
力量薄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
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重大课题，使党成为民族解放事业
的中流砥柱；还在于他面对“进京赶考”
的重大课题，适时地提出了“两个务必”
的著名论断，通过开展大规模的整风整
党运动、制定一系列惩治贪污条例、严
肃处理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腐败案等，
及时遏止党内的不良作风，使党在夺取
全国政权后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确
保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始终
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

（作者分别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
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博士）

赖明珠 陈宇翔

2020 年 9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察调研时，既对湖湘
文化经世致用这一重要精神内核予以褒
奖，也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一直以来坚持
以经世致用理念培养人才表示肯定和鼓
励。他寄语师生，要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
学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丰富的历史文
化资源，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的奋斗历程，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内在道理，深刻领悟为什么历史和人民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一步坚
定“四个自信”。

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体系的重要
承载地，历经千年，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匡
济时艰、实事求是的优秀人才。从湖湘学
派规模的奠定者张拭到集大成者王夫之，
从曾国藩、左宗棠、魏源到蔡锷、杨昌济、
毛泽东等，历代书院学子始终坚持传道济
民、务实践履的精神观念，经世致用的价
值取向也深深烙在书院学子的思想与行
动当中。在国难深重、风雨飘摇的近现代
中国，岳麓书院的学子大多担当大任、力
挽狂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乃至英勇牺牲，贡献至巨，影响深远。

作为湖南大学的前身，岳麓书院自古
就有“求仁履实”“经世致用”的教育传统。
早在南宋时期，湖湘学派就已经形成了经
世致用、知行并发的价值取向。如胡安国
与胡宏两父子提出治学的目标是“康济时
艰”“以仁致用”。张拭在《岳麓书院记》当
中，更是明确了岳麓书院教育的目的是为
培养经世致用、传道济民之材。明末清初，
王夫之等学者强调“言必征实，义必切
理”，提出“即事穷理”的主张，将经世致用
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为实学思想，深刻的影
响着近代湖南精神的塑造。受此教育传统
影响，岳麓儒生不尚空谈，更看重求实践
履、扶济危难，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需
要相结合，强调关心国计民生的经济之
道。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危机深重，曾国
藩、左宗棠、曾纪泽、郭嵩焘等肱骨之臣将
经世致用精神具体化，特别是与“实事求
是”这一传统命题结合起来。“实事求是”
出自《汉书》，班固本意是肯定刘德在治学
上严谨、认真，“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曾
国藩将“实事求是”内涵进一步深化，他
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

‘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
穷理’者乎？”在此，曾国藩将“实事求是”
与“即物穷理”相结合起来，强调要从客观
事物本身出发探求真理，使“实事求是”从
一种学术方法上升到哲
理高度，并带有浓厚的经
世致用色彩。曾纪泽在

《文法举隅》中讲到，学习
西方既要根于“中国声明
文物”，也应“复益以海国
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
之学。”郭嵩焘在其日记
中写道：“西人格致之学，
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

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从中可以看出，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注入经世致用
精神的“实事求是”增添了更深刻的意
涵。历代特别是近现代湖湘学者将经世
致用精神具化到实事求是之中，使其成
为如何更好达致经世致用的指导方法。
1917 年，时任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
长宾步程在该校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时，
悬“实事求是”四字于岳麓书院讲堂之
上，作为学校校训，意在引导学生讲求科
学、追求真理，进一步丰富了岳麓书院的
人才培养理念。

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毛泽东，曾于
1917-1919 年期间两度寓居岳麓书院。
毛泽东耳濡目染书院浓厚的经世致用人
才培养理念和实事求是之学风，为他日
后以马克思主义改造和创新包括湖湘文
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重
要的思想文化资源。毛泽东在《改造我们
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这一传统
命题作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科学的马克思
主义阐释。

无论是由倡导经世致用的育人理念，
还是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湖湘文化
的重要特质在岳麓书院不断凝聚、发展和
升华。经世致用自南宋时期就已经成为岳
麓诸儒极力推崇的价值取向，历代岳麓学
者将之发扬光大且纳于岳麓书院教学与
人才培养方案当中，使得书院在千年承继
之中始终坚持经世致用和求实践履的教
育理念。

“地以人而胜，人以道而存。”湖南人
“霸得蛮”、不怕苦、不信邪的性格特质与
书院倡导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
一旦结合，即为处在各种挑战之中的近
现代中国提供了亟需的重要精神动力和
宝贵人才资源。岳麓学子不论在乱世或
治世，都敢于担当，不畏各种挑战，勇往
直前。

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千百年来
始终坚持成就人才、传道济民的教育理
想，高扬爱国务实、经世致用的价值取
向，倡导实事求是、学贵力行的治学精
神，秉持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理
念，培养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经世济民
之才。当前，历史已经迈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将以习近平总
书记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察调研时的
重要讲话为指引，肩负“实现岳麓书院全
面现代复兴”的新使命，担起传承和弘扬
湖湘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历史重
任，不懈奋斗。

（作者分别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硕士
研究生；岳麓书院党委书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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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马列主义统一战线思想
中国化的伟大实践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湖南起源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启示
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