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时期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重要阶段 

黄正林 

内容提要 为了清算新旧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1937年至1938年，中共党内 

开始总结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共 

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做了理论上的探索， 

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 

新的产物，《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实践。“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 

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 目标，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体 系。 

关键词 教条主义 马克思主义 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思想 

1938年 l0月12日至14 Et，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分四次做了《论新阶 

段：抗Et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中国共产党内他首次提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个命题提出时，从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算起，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已经有20余年。关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学术界已经做 

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讨论的问题也比较广泛①，但基于理论层面的探讨较多，缺乏实证研究。在以 

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史学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进行讨论。毛 

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本文为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陕甘宁边区制度史研究”(15ZDB042)阶段性成果。 

① 如，石仲泉：《中央苏区调查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肖东波： 

《延安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探讨》，《党的文献》2oo4年第6期；张远新：《论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 

献》，《马克思主义研究12006年第7期；张远新：《论延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浙江社会科学12007 

年第 1期；陈答才：《周恩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12012年第4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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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 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中共经历了革命的一个低谷。为 

什么中共革命出现低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把其根本原因归结于教条主义、宗派主 

义、主观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影响。“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 ’的教条主义宗派主 

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 

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中共先后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在党内形成新的“左”倾路 

线 ，其特点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和完整”；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 ‘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 

所在地区”。① 即中国革命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低谷，是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把马克思主 

义教条化的结果。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党内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问题尚未来得及彻底 

清算。 

1937年 l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党内继续蔓延。l2月9日至 14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做了长篇讲话。他说：“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中国抗 日民族统 
一 战线要达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之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军队之创造，全中国人民之抗 日 

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些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他认为“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决定一切的条件”。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 
一 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并且认为“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 日本帝 

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 日本”。⑨ 王明的讲话与中共洛川会议及毛泽东关于八路军独立自主作 

战与坚持敌后抗 日游击战的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分歧④，也引起了党内关于抗战问题的思想混乱。 

王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又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与领袖 自居，使部分党的领导人认为 

王明的讲话代表着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指示，给予了肯定，也获得了不少支持⑤，如彭德怀事后 

回忆说 ：“在当时，我没有认真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 

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现在回忆我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并没 

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 

度。”⑥毛泽东后来说在当时他是“孤立的”。⑦ 中共中央文件也对王明的讲话给予了肯定，“十二月 

会议 ，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和发展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对于统一战线 

问题有着更详细的讨论，认定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党的策略上的转变，而且是战略性质的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O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 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2、86页。 

② 王明：《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版，第889页。 

③ 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51、352页。 

④ 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 自主的指挥 ，才能发挥，才能 

发展红军的长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转引自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 

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12014年第4期。) 

⑤ 雷蒙德 ·F．怀利著，杨悦译：《毛主义的崛起 ：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3年版，第57页。 

⑥ 彭德怀：《彭德怀 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225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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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① 会后，王明到达武汉，担任长江局书记，12月 25日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 

时局的宣言》，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使在抗战中 

“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 

定的国防军队”；“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等②，并发表一系列脱离实际的、与中共中 

央在抗战初期制定方针、政策相抵触的文章。③ 王明的一系列言论说明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教条 

化”在党内继续蔓延和愈演愈烈。 

“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最主要表现是理论脱离实际，如张闻天所言：“我们党内的很大弱点， 

即是还有很多同志善于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善于背诵上级党部的决议 ，善于根据自己主观的愿望 

而提出‘包罗万象的工作计划’，或是善于纵谈自己经过的许多历史事实，善于夸张自己丰富的实 

际经验”。④ “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典型表现形式就是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词句夸夸其谈，不 

解决实际问题 ，或在解决问题时不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为了清算新旧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1937年至 1938年，中共党内开始总结中国革命与 

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批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问题。张闻天曾批评那些“高谈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教条”的人们，“少谈些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耀眼词汇，多些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真正的 

内容”。学会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即“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与 

解释各种最平凡的问题。完全不用马克思列宁的一句话，然而这种分析与解释仍然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⑤ 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党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 

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⑥，并在抗 日军政大学讲授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就是后来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党内 

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现象的，他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 

主要的目标”。⑦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 

认识真理的道路。”⑧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发展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如有学者指出，《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之一是指出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和道路”。 

1938年9月底至 11月初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针对党内严重存在 

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 

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 

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 

① 《中国抗 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1938年4月 14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 日民 

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 1986年版，第105页。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编印，第 109页。 

③ 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 

④ 张闻天：《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共产党,A．)1940年第4期，第14页。 

⑤ 张闻天：《白区党 目前的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文集》(2)，中共党 

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 190页。 

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 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 5月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1921--1949)》第 14册，第 

189页。 

⑦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 8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299页。 

⑧ 毛泽东：《实践ee)(1937年 7月)，《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269页。 

⑨ 许全兴：《(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 l2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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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 

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须解决的问题。”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指出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 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学 

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的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②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提出来的命题，而 

且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原 

理指导中国革命，其具体形式是民族化，即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从六届六中全 

会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的阶段，也为延安整风运动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为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和党内主要领导人做了不 

懈的努力，进行了许多理论探索。 

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做了解释。他指出 

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 

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③ 毛 

泽东从两个方面来解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一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二 

是对中国革命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有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字母”，而是立场、方法。换句话说，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现实问题。整风运 

动期间，毛泽东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的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 

有在他们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 

中创造出理论来，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联系，才能在指导中 

国革命中发挥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终极目标。 

张闻天曾多次论述和在党内指示中批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问题，因此，在六届六中全 

会上，他的讲话中也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说“必须熟习[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 

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来 

使组织工作中国化”。⑤ 张闻天认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了解具体情况，也就是马列主义的理 

论与实际的统一。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具体环境中，同时也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⑥ 一方面，张闻 

天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论断相呼应，另一方面，他认为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 

① 

37页。 

② 

764页。 

毛泽东：《论新阶段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 11月25日，第 36、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 11月6日)，《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 (1921—1949)》第 15册，第 

③ 毛泽东：《论新阶段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 11月25日，第36页。 

④ 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1942年2月 1日)，《毛泽东选集》第6卷，第947页。 

⑤ 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工作》(1938年 lO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l5册，第665页。 

⑥ 张闻天：《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了解具体情况》，《共产党人》1940年第4期，第 l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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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张闻天在谈及建设抗 日新文化运动时，强调“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 

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①，即在抗日新文化运动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创作适合中国国 

情的马克思主义作品。这种作品必须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和大众的。张闻天以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为切人点，论述了如何对待抗 El新文化的问题，为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奠定了 

基础。 

刘少奇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阐释。刘少奇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 

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② 要把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 ，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诸领袖，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在他们的著作 

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 

大的特殊性”。因此，“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③ 怎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言之，就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解决中国革 

命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以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④，才能与中 

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指导中国革命，才能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 

通过对抗战时期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六届六中全会后，除了张闻天、刘少奇，中共主要领导 

人都有表态 ，从不同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陈云说：“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精神 ，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教条主义者。”⑤任弼时指出：学习马克思 

主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 ，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情况 ，只唱 

高调，套公式。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⑥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 

的代表大会报告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指出通过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学会了运 

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更能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 

族化，抛弃了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旧公式死教条，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⑦1939年5月，延 

安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李维汉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阐释，“要做到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 

首先要深刻地研究马列主义；在研究的时候，注意学习它的内容和意思，学习它的立场和方法，而不 

是把它当做教条⋯⋯就需要善于灵活地运用它到中国具体斗争中来；在运用它的时候，必须查清 自 

己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从这个具体环境出发”。⑧ 从上述内容来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是中共克服教条主义的一剂良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 

公式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取得了话语权；另一方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 ，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各种具体 

问题。 

① 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解放》第103期，1940年4月10日，第17页。 

②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 1949年版，第21_22页。 

③ 刘少奇：《答宋亮同志》(1941年7月 13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221—_222页。 

④ 张远新 ：《论延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浙江社会科学)2oo7年第1期，第11页。 

⑤ 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解放》第72期，1939年 5月30日，第24页。 

⑥ 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1941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任弼时选集》，人 民出版社 1987年 

版，第234--235页。 

⑦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第l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⑧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版，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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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在与国民党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中共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 

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① 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由于国共长期合作的 

实现与持久抗战的胜利，将产生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②三民主义成为中 

共的奋斗目标，也是根据地建设的指导思想。如 1939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 

领》开篇指出：“陕甘宁边区在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领导下⋯⋯本着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原 

则，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环境与条件，特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作为边区一切工作之准 

绳。”③该纲领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构架，是中共在陕甘宁边区践行三民主义的具体 

表现。从中可以看出，中共抗战初期放弃了苏维埃运动后，尚未提出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未来 

发展的理论体系。 

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理论创新 ，需要建立适合新形势下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来指导中国 

革命，引领中国革命的方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后，中共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指导下，开始探讨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现状的理论体系，即“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 

泽东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理 

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 

中国问题 ，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④中共如何实现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是 

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当务之急。 

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问 

题。能够反映毛泽东探索新的理论体系的文章，包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 12月 15 

日)、《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 1月)等。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 

结合建构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对象、任务、动力与性质，在此 

基础上指出：“中国革命史包含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 

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⑤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第一阶段，“虽按其社会性 

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基本上依然还是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上的障碍。然而这种革命 ，已经不是旧的、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与资产 

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 

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⑥ 该文修订时，在这句话后又 

加了一句“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⑦ 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不久，毛泽东就形成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 ，第一步是无产阶级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①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页。 

②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 l1月6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一l949)》第 15册，第 

761页。 

③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l辑，档案出版社 1986年版，第209页。 

④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 3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8页。 

⑤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 l2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31页。 

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20日，第24页。 

⑦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92 



黄正林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阶段 

的任务，因此，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做了深入阐释。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毛泽东指出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 

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 

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 

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了⋯⋯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 

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 ，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 ，只能是第三 

种形式，这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 

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根据 

毛泽东的解释，一方面秉承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 ，或有 

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及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 

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另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私 

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 

缘故”。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 ，毛泽东认为 

新民主义文化是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服务的。与“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 

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 

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他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新文化是以资产阶级、小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新的政治力量为基础，没有这些新的政治力量，“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阶级旧文化 

的斗争”，就其性质而言“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 
一 部分”；五四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了新文化的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 

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 ，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中， 

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 

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所以，五四以后 

中国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阐释的基础上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人民 

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①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 

抗战时期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对马克 

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正如胡绳所言：“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完全符合国情的指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 

阶段的理论，已在实践中得到完全证实，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完 

满典型。”② 

毛泽东在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论述中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取代了抗战初期提出的“三民 

主义新中华民国”的概念，这是抗战时期一个明显的变化，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后的理论创新基础上的变化，说明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就 

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三民主义，或创造一种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取代三民主义的理论。陕 

甘宁边区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试验区，1940年3月，毛泽东曾讲：“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 

的方向。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 ，1940年2月20日，第26、28—29、35—36、40页。 

② 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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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9月，毛泽东又讲：“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否新民主主义?我们的答复是的。” 既然陕甘宁 

边区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模范区，那么 1939年颁布的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施政纲 

领”就不合边区实际了，就必须有一个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施政纲领。为此，中共中央西北 

局专门成立施政纲领起草委员会，起草《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初稿完成后，“毛主席亲自改写了 

其中的大部分，并由他最后修改定稿”②，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于 1941年 5月 1日颁布(又称“五 
一 施政纲领”)。新施政纲领尽管依然宣称“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为原则，但内 

容完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施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针，举凡军事、优待 

抗 日军人家属、三三制、人权保障、司法、廉政、农业、土地、工商、劳动、税收、文化、卫生、妇女、民族 、 

华侨、游民、俘虏、对待外国人等政策。⑧ “五一施政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在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实践。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逐渐被党内高层认可。1941年 9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王稼祥在发言中指出，“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④ 这是延安时期中共党的领导 

人较早提出毛泽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的观点。整风运动期间，为了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 

地位，1942年7月，刘少奇在山东分局干部会议上总结中共 21年的奋斗史时，明确指出：“党已有 

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 

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⑤通过整风运动，党内普遍认为毛泽东不但精通马列主 

义，而且熟知中国国情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四 

1943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已过了五年，以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核心 

内容的整风运动已经进行了两年。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已经被树立为党的领袖和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典范。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表述?1943年到 1945年 ，中共在理论上的探讨主要围 

绕着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展开。 

1943年 5月，王稼祥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正确路线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找出抗战的正确道路与抗战正确政策 ，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人类最先进的 

革命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着，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毛泽东 

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王稼祥不仅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 

概念，还用大篇幅阐释了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认为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中 

生长起来，而且是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宣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⑥ 7月，刘少奇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2周年 

①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27页。 

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129页。 

③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 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8册，第24l—244页。 

④ 王稼祥：《政治局要 以思想领导为中心》(1941年9月 10日)，《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326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401页。 

⑥ 《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廿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解放 日报》，1943年 7月8日，第 

1—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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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表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长文，指出中共建党以来就存在着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斗 

争，中国的真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把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解释为“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 

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他认为“一切干部，一切党 

员⋯⋯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 

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① 8月 2 Et，中共中 

央办公厅举办欢迎周恩来回延安的晚宴上，周恩来发表了长篇演说。关于如何对待毛泽东及其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说：“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 

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 

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 

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②从 5月到 8月，王稼祥、刘少奇、 

周恩来先后在谈及中共革命历史时，都以不同的方式盛赞了毛泽东，把毛泽东看作是引领中国革命 

胜利的不二人选，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方向。这三篇文章都公开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 

的显要位置，说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经巩固，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得到普遍认可。剩下的问题就是 

如何阐释毛泽东思想，使其内涵丰满起来。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张闻天、刘少奇对毛泽东思 

想做了系统的阐述，把毛泽东思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张闻天在发言中回顾了中共革命历 

史，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历 

来采取郑重与谨慎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能够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所以他能够使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起来，而加以发展”。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是多 

方面的：“我们只要略举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思想，关于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思想，关于中国革命不平衡性、曲折性与长期性的思想，关于首先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 

革命根据地以发展全国革命的思想，关于正确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关于建立民族民主统 
一 战线及其内部又联合又斗争的思想，关于人民战争的全套战略战术的思想，关于反对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想，关于建党、建军、建政的思想等等，我们就可以了然，毛泽东同志是怎 

样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怎样的充实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与中国革命实践一经结合，产生了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换句话说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张闻天把毛 

泽东思想提升到指导世界革命的地位，认为“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策略”。③ 张 

闻天对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系统论述和高度评价，说明 

延安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官方表述做了很好的铺垫。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七大上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0年 1月改名为“《论党》”)， 

总结了1943年以来党内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理论探讨，全面系统地阐述了 

① 刘少奇：《清算党内的盂什维主义思想》，《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第 l版。 

② 《周恩来同志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解放日报》，1943年 8月6日，第 1版。 

③ 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 5月2日)，《张闻天文集》(3)，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版，第 168一l79页。 

95 



抗日战争研究 2016年第4期 

毛泽东思想。首先，回答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 

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 

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 

优秀典型”。其次，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 

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 日战争 

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长期革命实践的产物。再次，阐释了毛泽东对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他说：“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 

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内容丰富多彩，包 

括“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 

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 

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 

的”。(1)与张闻天发言不同，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代 

表了中共中央的意思，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更具权威性。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② 因此，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 

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③，也成为官方 

正式的表述方式，标志着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总之，延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做了不懈的努力。一方面，以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为突破口，清算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共产 

党人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即他不仅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做了理论创新—— 

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为之实践。正如刘少奇所言：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 

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代之以适 

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 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艰 巨的事 

业”。④ 从 1938年 10月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到中共七大把毛泽 

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 目标，形成了中国本土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 

[作者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45年5月 1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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