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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朱德的生平思想，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党建、
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非常博大。 近 30 年来，随着朱德

档案资料的公布、研究方法的革新，朱德研究逐渐全面、
系统、深化，尤其是在关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政治建

设和执政党建设、经济思想、军事思想、与第一代领导集

体、生平及诗词等方面，成果丰硕，而在朱德文艺思想的

系统研究方面却有所欠缺。
一、朱德文艺思想研究的必要性与现实困境

系统研究朱德文艺思想，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朱德有

无文艺思想。 这需要转变一个观念，即：文艺思想不是职

业作家或者专业文艺研究者的专利。 简要地说， 文艺思

想就是对文艺的看法、 认识、 意见等， 人们只要接触文

艺， 就可能产生一定的文艺思想。 朱德与文艺可谓相伴

终生，他不仅早年筹办过诗社，有着大量诗词传世，而且

非常关心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多次应邀到鲁迅艺术

文学院、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艺术学院、延安评剧研究

院、青年艺术剧院等处讲话、作报告，对书法艺术的执著

和与著名诗人谈论诗艺更早已传为佳话。 史沫特莱曾

说：朱德“既喜欢戏剧，又喜欢唱歌，不论是在延安还是前

线，只有必要的工作才能迫使他放弃欣赏演出”［1］p5。 著名

文学家茅盾也认为“这位名震中外的将军有很高的文学

修养”。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朱德“平生是戎马生涯”和作

为领导人忙碌于共和国建设， 而否认朱德有文艺思想。
这种“否认”不仅不实事求是，毫无疑问还破坏了朱德生

平思想的有机整体性，必然有害于朱德研究。
其实，疑虑朱德有无文艺思想，恰恰反映了系统研究

朱德文艺思想的最大难题：资料少而零碎，不易系统收集

和梳理。 一般而言，文艺思想既可以通过专门言论、文章

直接表述出来， 也可以在具体的文艺创作及作品中间接

传递出来。 除了《朱德文选》中的《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

的艺术工作》这篇集中论述文艺的报告提纲之外，朱德关

于文艺的直接言论则散落于他的传记、 年谱和相关人的

回忆，以及《朱德文选》的其他文章和其他著作中。 虽然

朱 德在 土地革 命至 抗战初 期共 11 年 （1927 年 至 1938
年）间的诗词作品散佚了，但已刊出的 600 余首诗词亦能

够满足从中追索朱德文艺思想的需要。
收集和整理朱德关于文艺的直接言论， 理性追索式

地赏读朱德诗词，这是系统研究朱德文艺思想的先决条

件和基本方法。 以《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和

朱德诗词作为着力点， 在广泛收集朱德散落各处的文艺

言论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朱德文艺思想的基本内涵，比如

对文艺的作用、文艺的表达内容、文艺工作者的性质及其

如何工作等文艺根本性问题的看法， 概括朱德文艺思想

的基本特色，简析其成因，这是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目

标。
二、朱德文艺思想的主线与发展脉络

朱德文艺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用主义”①的

文艺思想。 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战争是革命， 建设和发展

新中国也是革命，朱德认为，必须从革命现实出发，使文

艺对两种“革命”都具有实际效用。 统观朱德生平，是“革

命到底”②的一生；考察他的文艺言论以及诗词创作，贯穿

其中的主脉就是文艺须“为革命服务”［2］p413，即文艺必须

成为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新社会的革命战争的

实际力量，要为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穷困面貌、促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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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朱德文艺思想的主脉是文艺为革命服务，它贯穿于朱德的言论和诗词创作中。朱德文艺思想是系统、充实的。在内容方

面，朱德认为文艺要表现群众和士兵的战斗生活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尤其要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形式方面，朱德认

为要采用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民族形式、民间形式。 朱德以革命的一生为题材创作的诗词，是其文艺思想的践行和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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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健康发展的社会建设服务。 在朱德文艺思想中， 文艺

不是玄虚的，它本身就是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构

成部分，必须对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具备实际效用。
朱德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艺术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绝

对不能超然”，它不仅能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

到思想鼓舞、团结教育的作用，也能以现实的力量和形式

参与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
较集中明确地反映朱德这种“革命实用主义”文艺思

想的有两处：一是收入《朱德选集》的《三年来华北宣传战

中的艺术工作》一文，二是在 1949 年参加中华全国文学

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讲话。

1940 年 7 月 24 日的 《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

工作》 一文是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作演讲的提

纲。 从题目和内容看， 朱德把艺术工作放在从 1937 年

以来的华北抗战的大背景中， 主要以军事战略的眼光，
以应对敌人宣传、 进行有效宣传战的角度， 讲了四个问

题： 三年来华北宣传战的一般形势； 敌人在宣传工作中

重视利用艺术； 我们对艺术在宣传工作中的作用的看

法； 我们对艺术工作者的要求和希望［3］p72—75。 朱德认为，
文艺应当 “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 文艺工作和文艺工

作者应该也必须参加到实际革命斗争中来， 成为抗战的

实际斗争力量， 不应当 “作壁上观”。 文末朱德明确讲

到 “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 要靠” 文艺工作

者［3］p72—75。
在 1949 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朱

德代表中共中央致词，他指出：文学艺术和革命斗争，有

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新文艺的光荣”。 “文学艺术

工作者在将来的新时代中，要担负起比过去更重大的责

任，这主要就是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的人民，首先

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改正缺点，来努力建设

我们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 “人民是

要兴旺起来的，真正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文学艺术，也一

定是要兴旺起来的”［4］p730-731。 这即是说，文艺也是建设新

中国这场革命的武器，文艺也在“新国家”建设之列，必定

在建设中前进发展。
发挥文艺活动有利于革命战争的功用，朱德这种“革

命实用主义”的文艺思想早在泸州组建诗社活动中就已

表露出来。 1916 年 1917 年，朱德在泸州先后组建东华诗

社和振华诗社。东华诗社中的“东华”是东亚中华的意思，
朱德在为诗社撰写的小引中写道：“……大力宣传， 振兴

东亚中华。 高声呼吁：‘打倒西方帝国’！ ”而这正是“联翰

墨之因缘，永吟哦之乐事”的深意。 朱德还号召诗社成员

在“戎事余欢……苦中作乐”的同时，“惟求良友，无负河

山”。振华诗社取意就是振兴中华，在诗社小引中，朱德再

次表达道：“……定有豪情，宣传革命，如为佳士，有助龙

争。 ”“救世”之心在组建诗社中表露无疑③。 由此可见，当

时朱德借助组建诗社， 一方面是联络和团结泸州当地的

士绅名流，赢得他们物资上和道义上的援助和支持；另一

方面诗文交结，宣传革命，抒发志向，统一意志，以有利于

战事。 抗战爆发后，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作文广泛

宣传革命，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宣传队、慰劳队、歌咏队、戏

剧队等，动员和武装一切力量参与抗战，非常重视文艺对

抗战的有利作用［5］p19-20。 在延安，朱德对鲁迅艺术文学院

这个革命文艺高级学府的成长非常关心。 1940 年 6 月在

“鲁艺”成立二周年纪念会上，朱德满怀希望地说：“在前

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

然也还热闹，但还不够。 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

和笔杆子亲密地联合起来。 ”朱德的讲话、报告极大地提

升了“鲁艺”师生创作革命文艺的积极性。此后，“鲁艺”组

织了文字、音乐、戏剧、美术等十几个工作团、演出队、创

作组奔赴前方，创作了一批反映抗战、鼓舞军民的好作

品，甚至有些文艺工作者因此牺牲了生命，有力有利地支

援了抗战。 1941 年，朱德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艺术

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强调，“部队艺术要从打仗着手”，“部

艺”的学生要学好艺术本领，用文章、歌曲、美术、音乐、戏

剧作武器，参加抗战。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德给许多报纸、
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儿童时代》等）题词时，都

强调“继承革命传统，建设伟大祖国”（为《天津日报》题），
虽不是专门针对文艺而言，但肯定也包括文艺在内。1962
年和 1963 年，在与臧克家等诗人谈论诗歌时，他都说到

文艺表现社会主义事业，为革命服务。
朱德的革命实用主义文艺思想在其诗词创作中也

表现明显，甚至可以这样说，朱德诗词④几乎都是“为革命

服务”的。 朱德诗词中有大量“和诗”“祝（贺）诗”“赠（别）
诗”，这些诗词除有“和”“贺”“赠”的交流作用外，在更深

层次上，有利于增进革命友谊，鼓舞革命斗志，促进革命

集体的团结。例如，他在《祝董必武同志八十高寿》一诗中

写道：“同志同年同革命，犹欢斗志尚昂扬。历来战友兼诗

友，不怕敌人战线长。”朱德的“悼（亡）”诗，无论是悼念亡

妻还是革命同志，在哀悼怀念的同时又不忘结合革命，鼓

舞后人。 例如， 他在 《抗战五周年挽八路军阵亡将士》
（1942 年 7 月）一诗中写道：“热血洗乾坤，建国从此始。
民主真共和，世界皆仁里。 持此慰英灵，光明新世纪。 ”更

多的“感怀”诗、“游览”诗、“咏物”诗，有些本身就是描写

革命战争，扬我军威，比如《战薄刀岭》《攻草帽山》等；有

些或感于国民 “已饥已溺”，“频年征战”，“困民水火泪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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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决心从事革命，“刷新旧国风”；有些游览故地，缅怀

革命胜利与艰险；有些山水揽胜，颂扬祖国的大好河山；
有些描写祖国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建设做指示

和鼓劲。 总之，朱德的每首诗词都不是无病呻吟，都不是

与革命毫不相关的吟花弄月，而都是践行他的革命实用

主义文艺思想。
综上所述，革命实用主义的文艺观是朱德文艺思想

的核心和主线，贯穿于朱德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

两个时期的言论和诗词创作中。
三、朱德的文艺思想内涵的系统构成

朱德的“革命实用主义”文艺思想是系统而充实的。
朱德所说的文艺“为革命服务”不是一句口号式的空话，
而是从实际出发，把文艺作为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 了

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劳

动人民生活是何等窘困！ 就是像朱德的家庭，年复一年

的辛劳，换来仍是温饱不济，仍要受官府、地主等的欺凌。
碰到灾荒，多少家庭或者饿死或者成为流民或者铤而走

险吃大户，这些是朱德耳濡目染的。 朱德上学读书其实

就是整个家庭为抵抗各种欺凌采取的手段。 因此， 文艺

对朱德而言， 从一开始就不是用来享受的。 读书学习带

来了思想的启蒙，促使他不断去探索、寻求解救劳动人

民悲惨命运的办法。 朱德留学欧洲途中， 发现东南亚和

欧洲德国劳动人民的处境与国人一样悲惨，从此他就不

仅是为自己、自己家庭，而是为拯救全世界劳苦人民去

学习，甚至已经习惯性地以革命斗争的眼光看待所有的

一切（包括文艺在内）⑤。 近代中国备受帝国列强欺凌，虽

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科技强国的洋务运动、政

治改良的维新运动，但均以失败告终。 从黄遵宪的“诗界

革命”，到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再到陈独秀的《文学革

命论》，国民性的改造和政治革命的发起渐成文艺发展的

潮流，可以说正是革命的时代召唤了革命实用主义的文

艺思想。 朱德在这个革命大潮中出生和成长，入党以后

从思想到行动都深受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熏陶，因此

他从“有用于革命”的角度思考一切（包括文艺在内）就不

足为奇了，这也是那个革命时代里的很多爱国的志士们

的普遍认识。
朱德认为艺术工作者在文艺创作方向上，要“面向群

众，面向士兵”，要符合中国革命的大方向。 朱德所说的

“群众”是像他的家庭那样勤劳但生活贫困的劳动人民，
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6］p864。 人民

群众不仅是革命力量的源泉，也是革命军队的来源。 朱

德曾说：“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 而是给中

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 ”［3］p73 这是朱德文艺思想人民性

的明确体现。 在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想中，从孔子的“兴观

群怨”之说，到东汉的王充和唐代的杜甫、白居易等，几乎

都认为文艺（诗歌）应该裨补时阙，有益于民。朱德有深厚

的国学素养， 使他从传统文化中吸收了有益于民的思想

精华。 朱德曾明确评价杜甫是伟大的诗人，1940 年回延

安途中和文学家茅盾侃侃而谈的话题依然是杜甫和白

居易，其中原因不外如是。 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朱德的

文艺思想与传统的有益于民的文艺思想有本质不同。 古

代封建社会的思想家、 文人是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服

务的，他们所谓有益于民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统治。
朱德则出身贫困家庭， 切身体味过劳苦人民的生活境

况， 在读私塾、 师从席聘三先生时最喜欢太平天国等历

史故事， 救国救民思想开始萌芽。 1906 年考入顺庆府

官立中学堂以后， 开始接触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 到

1909 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后更是阅读了 《革命

军》 《警世钟》 《猛回头》 等革命启蒙书籍， 救国救民

的革命道理深种心底。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 朱德

认真阅读了 《新青年》 《新潮》 等进步书刊， 开始接触

共产主义思想， 已经 “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

行， 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7］p112。 在护国革命失败以

后，迷茫的朱德坚定地去欧洲，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苏

联归国时决心“终生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8］p64，归国后

即投身人民革命战争。 这些经历使朱德与古代文人在思

想上有了质的区别。 许多古代文人没有朱德出身贫困的

切身生活体味， 亦没有决心根本改变民众命运的上下求

索的革命历程。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不可能受到近代启蒙

主义、新民主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把文艺

囊括进广阔人民革命进程中而为之服务。 留学前夕，朱

德通过报纸书籍，已经认定共产党才是自己要找的党，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才是真正解放和拯救人民群

众的。 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必然是为人民服务的， 一个

真正的革命文艺家也是如此。 朱德也以此要求文艺创作

需为解放人民的革命服务，要求“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

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3］p73，要求他们以文艺为武器，以

宣传革命、鼓舞革命为战斗。
在内容方面，朱德认为文艺“要表现战斗生活”，文艺

要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涌现出来的动人的

真实事件［2］p413，要一切从实际出发。 而要做到这一点，文

艺家只有真正融入革命战斗和社会主义建设。 朱德几百

首诗词都是描绘鲜活的战斗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现实，
都是朱德亲身经历的（因此有论者说朱德有以诗歌抒发

感情、记录历史的习惯）。 朱德文艺思想认识和诗词创作

深入浅出地指明了文艺作品的内容源自现实生活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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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艺原理，同时也指明了革命作家进行创作的价值立

场。 众所周知，在革命战争中，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战

斗是融在一起的， 朱德曾讲过：“在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

殖民地国家里，人民最起码的民主权利只有靠枪杆子才

能争取到手。 ”［1］p294 这就是说，在群众争取解放的艰苦岁

月里，文艺要反映的现实生活就是革命战斗。 新中国成

立后，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毛泽东、朱德等带领下，取得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艺要反映的现实生活当然应该是热

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 一个文

艺工作者必须经过转变，才能正确地反映革命斗争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现实， 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文艺创作。 朱

德以己为例，讲到自己就是“投降了无产阶级”，因此打

仗、做事、写诗都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他指出真正的革

命艺术家 “必须学习马列主义”，“要加强自己的政治修

养，才能做一个好的艺术家”［3］p74。若要在文艺创作中正确

地反映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面貌，光有思想

转变是不够的，朱德还要求“文艺家参加实际斗争，体验

生活”。 “文艺工作者不应当在群众之外， 而应当站在群

众之中；不应当是旁观者，而应当是参加实际斗争的战

士。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生活，创作出好的作品”［3］p74—75。这

实际上就是说：“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 他绝不能凭空

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 ”［9］p405—407 因此，朱德要求文艺工作

者融入革命集体，向群众学习，甚至学习军事。 文学界自

“五四”以来有关文艺与革命关系的讨论不断，参与“革命

文学论争”的不少人，比如郭沫若就呼吁文学青年“应该

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10］p39。 有

亲身的革命生活经历和体验，文艺家创作表现的内容就

能落实到真正的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生活上，文艺为革命

服务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朱德诗词是上述文艺思想的

践行，几乎都是“关心祖国命运，立志报效祖国”；“决心改

造旧世界，热情憧憬祖国光辉灿烂的前程”；“缅怀革命先

烈，赞美英雄人物，激励人民肩负起历史重任”；“热烈歌

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鼓舞人民群众争取更大的胜利”
的［11］p564—602。

引人注意的是， 朱德多处强调表现 “革命的英雄主

义”， 要求革命文艺 “要善于表现集体的力量”， 对 “个

人英雄主义者” 要批判。 他在 《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

义》 一文中指出： 革命的英雄主义不是为个人利益打

算、为反动势力服务的旧英雄主义，而是新英雄主义、群

众的英雄主义。 革命的英雄主义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群

众利益， 它产生于广大群众的共同行动、 共同斗争中，
它是为人民群众所赏识、 所称颂的。 如果不提倡、 宣扬

革命的英雄主义， 许多惊天地、 泣鬼神的英雄主义事迹

和手创这些事迹的英雄们就被冷淡过去了， 没有发挥其

推进工作、 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的作用， 那将是一个重

大的损失［3］p112—115。 1950 年朱德还发表了《英雄模范的光

荣任务》的讲话，在褒奖全国各界英雄模范的同时，也为

文艺创作指明了写作对象。 对于个人英雄主义， 朱德从

来都是严厉批判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发言就是一个

明证。 再看朱德诗词中对英雄的抒写有多处， 多数都是

弘扬救国救民的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的。 例如：“立马五

峰天地小， 群山俯首拜英雄”（《登五峰岭》，1916）；“火热

水深民望救， 安危度外不思量”（《艾承庥局长六十寿赠

诗》 其四，1926）；“从来燕赵多豪杰， 驱逐倭儿共一樽”
（《太行春感》，1939）；“神州尚有英雄在， 堪笑法西意气

浮”（《和董必武同志七绝五首》其一，1941）；“家国危亡看

子弟， 山河欲碎见英雄”（《为陈毅同志而作》，1941）；“华

北收复赖群雄， 猛士如云唱大风”（《赠友人》，1941）；“我

党英雄真辈出”（《感事八首用杜甫〈秋兴〉韵》之《攻克石

门》，1947）；等等。 还有一些地方就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

讽刺和批评了。
在形式方面，朱德要求多采用大众化、通俗化的民族

形式和民间形式，比如民歌、中国歌舞、活报剧、年画等

等，使用的语言要朴素、明朗，不要太深奥，要易懂［3］p72—75。
这样的艺术形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能够更好地起到革

命宣传、教育、鼓舞的作用，更大范围为革命服务。朱德虽

然在诗词创作上学会用白话文比较晚， 但朱德往往非常

合乎场合地使用了合适的语言形式，比如《重逢》《勤俭》
《游南泥湾》等都是明白如话。

综上所述，朱德不仅有文艺思想，而且其文艺思想是

系统、充实的。 充分和重视发挥文艺的宣传鼓舞、团结教

育作用，在革命战争中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真理，揭露敌人

的阴谋陋行，鼓舞广大人民勇于革命的斗志，抒写乐观向

上的革命精神，把文艺磨炼成真正锋利的战斗武器，把文

艺工作者锻炼成能走上前线、深入战斗的战士；在新中国

的建设中能够继承优良的革命传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歌颂新中国的建设成果，反映新中国的新现实生活，使文

艺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有力的助推器； 等等。 这都是朱德

所讲文艺“为革命服务”的具体阐释，也是朱德“革命实用

主义”文艺思想的主要内涵。
朱德的文艺思想，深植于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无私为

公”的博大胸怀。 在文艺娱乐化倾向日渐明显的今天，文艺

“为革命服务”似乎已成为过去时，朱德革命实用主义的文

艺思想也似乎并不有趣， 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依

然迫切需要全面研究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 学习和继承

他们高尚的革命情操和革命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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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毛泽东曾精辟指出：“我们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

义者， 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

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 ”“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

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 ”参见《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64—865 页。 笔者此论是

从中引申而出的。 关于 “革命” 还可参看王福湘著 《悲壮的历

程———中国革 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 广东人民出版 社 2002
版，第 2 页。

②此四字是 1975 年 3 月朱德书写的最后一个条幅，既能反

映他当时反抗“四人帮”的决心，亦是他革命一 生 的 高 度 概 括 和

对同辈后辈的勉励。

③可 见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编 .《朱 德 年 谱》（新 编 本·上），2006
年版第 33、第 39 页。 还可参看吴孟辉、钟坚撰写的《朱德与怡园

诗社》（《当代文坛》1983 年第 4 期）与程思远撰写的《关于朱德同

志在泸州组织诗社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1986 年第 4 期）。

④文中所引朱德诗词均出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 《朱德诗

词集》2003 年版和 2007 年新编本。

⑤朱德自己曾说：“我想大概是因为做军 人 的 时 间 太 长 了，

只会依照军事条件来想问题。 ”“我似乎只会按照军事条件来考

虑问题！ ”参见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第四篇，“探索”），新华

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2、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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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其他一切工作的 “生命线” 的高度， 把它作为完成

党的中心任务和各项工作的保证。 在当前 “四个全面” 的

战略布局下， 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地位， 是深化

改革开放、 实现中国梦的内在凝聚力和推动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把握党的中心工作。 正确把

握党的中心工作， 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前提。 抗战

爆发 后， 中国共 产党在 对国内主 要矛盾变 化 的 分 析 判 断

后， 实行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并确立了 “宣传工作必

须为适应于党的策略路线， 适应于夺取更广大的群众， 是

适应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而急剧的转变” 的方针， 从而实

现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由土地革命时期为阶级斗争服务向

抗日战争时期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的历史性转变。 只有明

确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会

有明确的目标。 当前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科学把握全

党全国的工作大局，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总目标制

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目标， 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作用。
（三）注重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教育方法的灵活性。 抗

日战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

论为指导， 并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党在宣传学习

共产主义思想的同时， 根据这一时期的教育内容和实践，
不断总结， 形成新的理论， 丰富抗战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

理论体系。 理论的科学性来源于实践， 我们要不断充实和

完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

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 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西方

反动思想的入侵， 从而为解决新课题、 新挑战提供依据。
抗战特殊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 党主要利用各种会议、 演

讲、 纪念活动、 传单、 报刊、 先进事迹宣传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迅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依旧

要遵循灵活性原则，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 不仅要在传统载体上下功夫， 更要在信息媒体等新

型载体上下功夫， 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渗透于工作、 学习

和生活中， 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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