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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井冈山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 井冈

山精神是对开天辟地的红船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同时又为长征的胜利及长征精神的孕育提供了宝贵的革命经

验。 井冈山精神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 是中国革命史上宝贵的精神遗产，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

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井冈山精神的理论逻辑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井冈山精神的现实逻辑

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井冈山精神的实践逻辑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井冈山精神的历

史逻辑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 因此， 井冈山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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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多年前， 朱毛红军正在罗霄山脉中段艰

难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正在苦苦思考“红旗

到底能打多久”的道路问题。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

和广州起义的相继失败，证明“城市中心论”和左

倾盲动主义对中国革命是有害无益的。 在关键时

刻，如何挽救革命、壮大革命队伍、推动中国革命

走向胜利， 是摆在当时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时代

课题。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革命

队伍，发挥首创精神，继承和发扬红船精神，另辟

蹊径地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独立自主地打

开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 在残酷的革命斗争

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向世人宣告，中国人民

是不乏革命精神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

践，是孕育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丰厚土壤。井冈山的

斗争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井冈山精神为最终

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

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在社会主义

建设、 改革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

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井冈山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体系中的历史地位及其重要作用

井冈山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体系中具

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

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 离不开伟大

思想、伟大精神的指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产生了丰富多彩的革命

精神，一直在指引着中国人民努力奋斗，例如红船

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

精神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这五种精神共同见证

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

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 是涵养中

国优良革命传统的重要源泉， 这些精神共同构成

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

命伟大胜利的革命精神体系。 这一革命精神体系

在指引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征程

中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 正是在这五种精神的指

引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艰难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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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披荆斩棘、砥砺前行的革

命斗争史和艰苦创业史； 经历了红色基因优胜劣

汰、 大浪淘沙、 最终取得压倒性胜利的生命进化

史； 开创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真正掌握自己的前

途命运，和旧社会彻底决裂的思想斗争史。 因此，
在革命年代孕育的一系列丰富的革命文化和红色

基因，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新

时代继承共产党革命精神，弘扬红色文化，是牢记

历史，不忘本来的重要体现。
在这一伟大的革命精神体系中， 井冈山精神

的形成起到了尤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井冈山精神

与红船精神同属于一脉相承的革命精神体系，井

冈山精神是对红船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也是对红

船精神的具体化运用。同时，井冈山精神也对后来

形成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产生了重

要影响。 井冈山精神在中国的革命精神体系中是

非常重要的一环，起着关键性的承上启下作用，有

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首先，在承上方面，井冈山精神是对开天辟地

的红船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始

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以科学的理论为

指导，坚定革命信念，发扬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思

想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立足革命实际，一

切从实际出发，开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天地，为

中国共产党建立割据政权和取得土地革命的最终

胜利提供了榜样； 体现了早期的红军队伍和革命

战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历史责任感

和时代担当精神，体现了早期的领导人开拓进取、
开天辟地的开创精神。由此可见，井冈山精神是对

红船精神和首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其次，在启下方面，井冈山精神为长征的胜利

及长征精神的孕育提供了宝贵的革命经验。 井冈

山精神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毛泽东和朱

德领导红军革命队伍在艰难的革命形势下和复杂

的国内背景条件下，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

井冈山革命道路时逐渐形成的， 是中国共产党艰

难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的生动反

映， 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 迎难而

上、勇于探索、敢于胜利的乐观革命精神。 正是因

为残酷的革命斗争条件， 使得中国共产党和革命

战士们深刻认识到革命的残酷性和长期性。 经过

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以及在这一时期孕育形成

的井冈山精神的经验积累， 为取得二万五千里长

征的伟大胜利及长征精神的培育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井冈山精

神是形成长征精神的直接精神来源， 而长征精神

又是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二、 井冈山精神的丰富内涵及其

当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井冈山道路、 开展的井冈

山斗争是涵养井冈山精神的重要源泉。 党的历届

中央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宣传、挖掘、继承和弘扬井

冈山精神。在井冈山斗争十周年之际，红军刚刚结

束两年的长征到达陕北， 当地的工农群众就在延

安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

于 1965 年 5 月重上井冈山，首次提出了“井冈山

革命精神”这一命题。 邓小平于 1984 年 2 月亲笔

题写了“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号召全党和全

军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创业的革命精

神。 2001 年 6 月， 江 泽 民 在 江 西 考 察 时 指 出：
“井冈山精神， 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 艰

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

利。 ”［1］（P338）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对井冈山精

神的丰富内涵所作的全面概括和总结。 2003 年 8
月底至 9 月初， 胡锦涛在江西调研时指出：“伟大

的井冈山精神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让井冈山精神大力发扬起来，使之在新的时代

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加强团结、形成合力、清

正廉洁、甘于奉献，用优良的作风保证正确的理论

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2］（P274）2016 年 2 月

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井冈山考察时指出：“要结

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

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

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3］（P01）党的历届中

央领导人对井冈山精神丰富内涵的深刻阐述，对

于我们了解井冈山精神的本质特征， 掌握井冈山

革命思想的精髓、 践行井冈山精神提供了理论依

据。
九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培育的井冈山精神在

今天看来仍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是中国革命史

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三上井冈山，充

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弘扬和践行井冈山精神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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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视。 井冈山精神是指引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的精神支柱，在社会主义的建设、改

革发展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
仍然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跨越时空的井冈

山精神所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清正廉洁、甘于奉

献、密切党群关系的思想是开展党性教育、加强党

的修养的好教材， 是新时代条件下创建马克思主

义学习型政党的好素材； 井冈山精神所包含的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理念为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供了生动的借鉴。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伟大斗争中， 全面从严治党事关党的建

设的伟大工程， 其中， 能否补足理想信念方面的

“钙”事关党的兴衰存亡。因此，任何时候井冈山精

神都不能丢， 丢掉了井冈山精神， 党的性质就变

了，就变质了。 习近平总书记说：“抛弃传统、丢掉

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4］（P163）对于

弘扬共产党革命精神来说， 我们党的红色基因就

是不能抛弃的传统、不能丢掉的根本，而作为共产

党革命精神体系中重要一环的井冈山精神更不能

丢。

三、从四个维度来理解井冈山精神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 创造性

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

的理论， 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

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

世界的行动。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

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 ”［5］（P8）马克思主义体现了

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的辩证

统一。 井冈山精神不仅是鼓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的革命队伍勇往直前的精神武器， 也是改造我

们革命队伍的思想利器。井冈山精神从理论维度、
现实维度、 实践维度和历史维度高度契合了马克

思主义的优秀理论品质，是理论逻辑、现实逻辑、
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因此从这种意

义上来说， 井冈山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

集中体现。
（一）井冈山精神的理论逻辑充分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品质的科学性

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品质。 恩格

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就一

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6］（P467）朱毛红军在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虽然时间不长， 却丰富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军事理论、 军队建

设理论、政治工作理论、群众工作理论，初步形成

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相结合

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军

事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

的革命实际，解放思想，摆脱苏联“城市中心论”教

条主义的束缚， 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

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是创造性地创立农村包围城

市的科学理论的大胆尝试， 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

立自主、实事求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第一

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飞跃， 为指导

中国的土地革命、开创革命道路、完善革命理论、
坚定理想信念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指引。同时，为指

导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 毛泽东曾写了系列的著

作并努力从理论层面来梳理井冈山的革命经验和

指引中国的革命道路，例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

么能够存在》一文，科学论证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

中国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井冈山的斗争》一

文， 科学分析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和革

命形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科学分析了

主客观情况、回应了中国的红旗能打多久的质疑。
毛泽东的著作充分依托井冈山地区的革命实践，
坚持一切从革命实际出发，注重解决具体问题，从

理论上回答了时代之问， 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

想的完整链条， 处处透露出井冈山精神的真理性

光芒，为毛泽东初步形成“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实

事求是”的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井冈山精神

理论逻辑的深刻阐释。 因此，从理论的维度看，井

冈山精神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

性，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科学性。
（二）井冈山精神的现实逻辑充分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品质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品质。 马克

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恩格

斯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无产阶级

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因此实现人

民的彻底解放就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如一关注的现

实，人民性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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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集中体现了国家富强、 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人民性。 在革命初期培育的井

冈山精神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集中体现，
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始终奉行的以民族复

兴、人民解放为宗旨的群众路线的集中展现，是以

人民为中心的革命追求的集中反映。 在井冈山革

命时期，物资十分匮乏，但全党全军坚定崇高的革

命理想和人民情怀，上下齐心，共克时艰。 毛泽东

不忍老百姓缺少棉衣过冬， 就将新领的棉衣赠予

了老百姓，自己只穿两层单衣；朱德作为革命领袖

仍能身先士卒， 与士兵一道运送物资，“朱德的扁

担”至今让后人传颂。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中倡

导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纪律要求，生动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本质特征， 反映

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上门板，捆

禾草，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

要赔”等注意事项，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无产阶

级立场，谱写了军民一家亲的军民鱼水情，表明中

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 把为人

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走群众路线，始终保持着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优秀品质。所以，井冈山

精神是军民一心、军民融合、凝心聚力、干事创业

的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

出发点的人民性的集中体现， 是中国共产党观照

社会现实， 为解放人民和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生

动写照。人民的利益是关乎现实的存在，井冈山的

斗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关注现实出发，努

力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因此，从现实的

维度看， 井冈山精神的现实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人

民性的充分体现。
（三）井冈山精神的实践逻辑充分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实践性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品质。 实践

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实践性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
马克思曾经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 ”［7］（P56）井冈山精神既不是教条，也不是躺在书

斋里的学问， 而是来自生动的实践。 鸦片战争以

来，中国人民一直没有停止救亡图存的探索。洪秀

全领导的农民起义、曾国藩开创的洋务运动、康有

为领导的改良运动、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相

继失败，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

民族未来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这是早期的先烈们

苦苦思索的问题。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社会思潮

登陆中国， 究竟应该选择何种思想来指导中国人

民走向繁荣富强，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

实践问题。 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为我们送来了马

克思主义， 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

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践行者。 大革命的失败

使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

装。中国共产党在接连遭受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

广州起义等惨痛的实践失败后， 逐渐意识到盲目

的组织工人运动已经不符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必

须与时俱进地开创新的革命道路， 这是一次艰难

的创业转型。 随后以工农武装为主的秋收起义队

伍终于摆脱了“城市中心论”错误思想的干扰，开

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的实践， 开创了适合中国

实际情况的革命道路。 富有实践品质和开拓品质

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在井冈山地区的革命实践，结

合革命实际，逐渐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

装割据的革命道路，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实践起点，成为涵养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源泉。因此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

实践探索中逐渐产生的， 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

国人民为追求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

逐渐形成的， 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改变中国人民的

历史命运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井冈山精

神的形成为中国人民在艰难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开

创新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因此，从实

践的维度看， 井冈山精神的实践逻辑充分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实践性。
（四）井冈山精神的历史逻辑充分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开放性和时代性

开放性和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品

质。 井冈山精神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土地革命时

期的时代性体现， 同时井冈山精神也是在坚持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不墨守成规，敢于打

破常规， 对悠久的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进行创新性吸收和创造性转化的文明成果，充

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 井冈山精神既不

是从天下掉下来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

深深植根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的。 中国人民历

来就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历史传统。在中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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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文明史上， 中华民族在艰苦的自然条件和严

酷的社会环境中锻炼和培育了不屈不挠、 迎难而

上、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 例如，司马迁饱受着身

心摧残和人格侮辱仍能坚持完成第一部历史学巨

著；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三千越甲终吞

吴；张骞出使西域首次打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东

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郑和七下西洋，首次开创了

中国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 孙中山一生遭受过无

数艰难,经历过数次挫折和失败，但仍坚持坚韧不

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终于迎来了辛亥革命的

曙光，开创了崭新的革命局面。这些民族的脊梁以

及他们身上所显现的艰苦奋斗和开拓进取的民族

精神是华夏文明能够绵延不绝的重要因素。 中国

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优良传统， 并使艰苦

奋斗和开拓进取的传统升华为党的优良作风。 井

冈山精神就集中体现了党的这种优良作风。 井冈

山精神是在革命困难时期仍然能够坚定革命必

胜、坚定理想信念的乐观革命精神，是在逆境或困

境中仍然能够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开创精神。这

种精神是与传统的奋斗精神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

的。 因此，从历史的维度看，井冈山精神是对传统

文化的弘扬，是对红色基因的发扬，是对红船精神

的彰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充分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开放性和时代性。
综上所述，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井冈山精神中得到了充分检

验，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井冈山精神

中得到了充分贯彻， 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

性在井冈山精神中得到了充分彰显。 因此井冈山

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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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gangshan Spirits--An Epitome of Quality of Marxism Theory
LIU Yong-hui,Huang Jun-ho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Electronics of 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School of Marxi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Jinggangshan Spirits play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role in the traditional revolutionary spiritual
system. It is the continu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epoch-making Red Boat Spirits, and provides precious
experience for the victory of Long March and for the breeding of Long March Spirits. It also demonstrates its
great value in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for New Era. The theoretical logic, the
realistic logic, practical logic and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Jinggangshan Spirits are reflected in the scientificity,
the affinity to people, the practicality, and the openness and contemporaneity of Marxism respectively.
Therefore, Jinggangshan Spirits fully represent the theoretical nature of Marxism.
Key words： Jinggangshan Spirits, Marxism, quality of the theory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