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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习近平民本思想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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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从政以来一系列重要讲话及教育实践活动进行研究 分 析 ，总 结 出 习 近 平 民 本 思 想

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观、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中国历届共产党人的民本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其从政经历与
人生经历为实践基础而形成。 研究习近平同志民本思想本源，对解决我国当前实际问题，具有一定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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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原文是：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
中国传统观念中，
“民本”原意是指古代皇帝为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进而提出的一种主导思想，
是相对于君本（国本）、官本而言的（其实两者是对立统一的）。民本思想就是“以民为本”，其基本思想主要包
括统治阶级要安民、重民、爱民、贵民、恤民等。
2014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要恪守以
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
这是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以民为本”的提法。其实，在习近平同志之前的谈话和实践活动中，
拥护。”
早就渗透着民本的思想。那么，习近平的民本思想来源于何处呢？他的民本观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
本观、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中国历届共产党人的民本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以其个人从政经历的社会实践
和人生经历为实践基础形成的。
1

习近平民本思想的理论来源

习近平同志的民本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在适应新的国情、党情和国际形势
下产生的。习近平民本观首先来源于他对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
1.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民本”思想是习近平民本观形成的思想渊源之一。习近平认为，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的源泉之所在，强调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倡导大家要学习更
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为我们必须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否则就会失去生命力和影响力。[1]
民本思想发端于商周时代。儒家的民本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有大量记载民本思想的言论。孔子提
出
“仁”，强调“仁者莫大于爱人”，主张国家、君主、官员都要爱民、惠民，为民服务，最终目的是让人民安乐幸
福的生活。孟子提出民贵君轻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章句下》
），其仁政学说的
核心就是“民本”，主张将人民置于国家和个人之上，对人民施行仁政。荀子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
立君，以为民本”的
“民本论”。同时，他又以“民水君舟论”对“民本论”作了进一步阐述，
“君者，舟也；庶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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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荀子·王制》
），深刻阐明了人民的重要地位。又如，西汉贾谊提出：
“民者，万世
；唐太宗李世民指出：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等等。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主
之本”
要内容有：思想上爱民、重民；政治上得民、安民、顺民；经济上富民、利民。虽然这些民本思想中带有明显的
阶级烙印和时代局限性，但其中蕴含的丰富文化及爱民亲民的价值取向，给当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极大的
参考价值。习近平的民本思想，正是在吸收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充分体现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1.2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他们认为，人民群众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

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它除了广大人
民的利益之外,丝毫没有自己的一己私利。习近平同志就是在马克思群众观的指导下，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结
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形成了其系统的民本观。
1.3 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本思想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本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继承和发展。民本
思想是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随着党领
导人民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党对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共产党人民本观的内
涵也在不断丰富。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都曾对民本观做过重要论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思想
中国化，提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毛泽东民本观的核心所在。他重视群众
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为群众服务的有效方法，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彻
底的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就是人民群众满不满意。毛泽东同志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
位和作用，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最高标准”，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确立党的群众观
点和群众路线，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要贯穿于党的一切工作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凝练党的集体智慧，提出了一整套党的群众路线理论。[2]
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更加务实、开拓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民本思
想，使其增加了新的内涵。他坚持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认为群众是党工作
力量的源泉，目前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制定党的方针政策要立足于“三
个有利于”
标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看“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根据新时期国情、党情、民情的新变化，江泽民同志
提出了以人民群众为本的民本思想，他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其在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主体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江泽民
用，强调党的先进性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胡锦涛认为“我们现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是为了
人民，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发展的成果必须惠及全体人民。”他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
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立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三为民”的民本思想。指出：
“各级领导干部要
[4]
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习近平的民本思想，是对我党历届领导人一系列民本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其思想内涵更加丰富，
要求更加深入、具体。
2

习近平民本思想的实践基础

习近平民本思想的形成还来源于丰富的实践，这种实践既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中国革命和
建设、
改革的实践，也包括他本人上山下乡和执政的实践。
2.1

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是其民本思想的实践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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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认真做好群众工作，重视人民的
作用，为人民服务，奠定了党发展壮大的深厚土壤，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
这些宝贵经验为习近平民本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借鉴。习近平的民本观，也正是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伟
大力量的前提下，总结我国长期以来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
2.2 习近平的个人经历是其民本观形成的重要直接来源
习近平同志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历、工作实践经验和施政经验。长期的基层工作
实践使他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诉求、群众的需要有着深刻的感受，培养了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在
地方工作期间，他经常实地走访，调查研究，获取人民对党和政府的真实愿望和意见建议，时刻把人民群众
“干部有了丰富的基层经历，就能更好树立群众观点，知道国情，知
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习近平同志认为：
道人民需要什么，才能增强工作能力和才干”。[5]
从根本上说，习近平民本观的形成发展植根于人民群众实践的土壤中，是对人民群众实践经验总结和
升华，也将指导人民群众新的实践继续向前迈进。
3

结束语

习近平的民本观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本思想
为理论基础，以其个人经历和从政实践作为基础，既是对理论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对实践的总结和发展，富
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时代内涵。只有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人民的需要变成实际行动，才能够汇聚
人民力量，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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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f Origin of XI Jin-ping’s People-oriented Thoughts
FANG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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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study of a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es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after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came into power, this article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XI Jin-ping’s people-oriented
thoughts takes as its theoretical basis people -oriented outlook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arxist mass
viewpoint and people -oriented thought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a. In addition, it takes his 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life experience as the practical basis. The study of Comrade XI Jin -ping’s people -oriented
thoughts is of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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