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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論•觀察•隨筆

「灌輸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著

名理論，也是中國所謂「思想政治教

育」的一塊重要基石。「灌輸論」誕生

以來，尤其在進入國民教育領域以

來，在社會不同階層中引起了持續的

關注，既有肯定和捍b，也有質疑和

否定。進入二十一世紀，信息化、多

元化、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強勁，具有

單一化和強制性特徵的「灌輸論」遭遇

了巨大挑戰。

一　「灌輸論」溯源

「灌輸論」的形成、發展過程如同

一場理論接力。馬克思、恩格斯的有

關論述，構成了「灌輸論」的思想源頭；

考茨基（Karl Kautsky）對馬克思、恩格

斯思想的出色發揮，賦予「灌輸論」較

為系統的理論形態；讓「灌輸論」真正

揚名的是列寧1。1899年，列寧起草

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抗議書〉；1900年

創辦《火星報》，並以此為陣地發表

〈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等一系列文

章；1902年3月出版了《怎麼辦？（我們

運動中的迫切問題）》（以下簡稱《怎麼

辦？》）。通過這些著作，「灌輸論」發

展為完備的理論體系。

列寧在世紀之交頻繁推出這些著

作，目的是為了批判當時盛行的工聯

主義思潮。正是在對工聯主義的凌厲

批判中，列寧闡發了「灌輸論」的基本

要素，即為何灌輸、向誰灌輸、由誰

灌輸、灌輸甚麼和怎樣灌輸等一系列

問題。

列寧認為：「工人階級單靠自身的

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2，

形成不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在工

聯主義意識的指導下，必然形成工聯

主義的政治，「工人階級的工聯主義政

治也就是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政治。

工人階級參加政治鬥爭，甚至參加政

治革命，還絲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為

社會民主主義政治。」3可見，工人階

級的自發性和工人運動的低水平是

「為何灌輸」的主要原因。灌輸的對象

自然是處於自發狀態的工人群眾。灌

輸的主體，即灌輸者，自然不能是工

人群眾，而是「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

即知識份子」4，以及少量脫離了生產

勞動的先進的工人領袖。知識份子的

灌輸權來自他們掌握了政治知識的創

作權，而工人階級據以提高政治意

識、告別自發狀態的階級意識——社

會主義學說——便是從知識份子創造

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

中發展起來的」5。因此，知識份子肩

負g向工人階級灌輸社會主義學說的

神聖使命。灌輸的形式則是「宣傳」、

「鼓動」和「號召」，而報紙和各式各樣

的宣傳冊、傳單，以及不同範圍和類

型的演說則是灌輸的主要載體。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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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灌輸論」完整而系統的闡述，使

《怎麼辦？》成為「灌輸論」的標誌之作。

如何看待列寧的「灌輸論」呢？

「灌輸論」應時而生，它解決了當時俄

國革命中的迫切問題，肅清了工人階

級內部的種種非列寧主義意識，起到

了統一思想、凝聚人心、推動革命的

巨大作用。然而，列寧著作中的論戰

性質卻為其「灌輸論」罩上了濃厚的黨

爭色彩。他所批判的經濟派與布爾什

維克係盟友關係。兩派對俄國工人運

動的主張乃至綱領均存在分歧，但並

非水火不容、不共戴天。對盟友的過

火鬥爭，儘管捍b並增進了布爾什維

克的利益，卻加劇了宗派主義和反民

主的傾向。

二　「灌輸論」在中國的流變

毛澤東與「灌輸論」有何關係呢？

就筆者的閱讀所見，毛澤東直接使用

「灌輸」以及「灌」、「貫注」等近似字眼

的情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民主革命

時期，他說：「軍隊的基礎在士兵，

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

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

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

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

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

g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

力。」6第二次是在社會主義三大改

造高潮時期，他說：「政治工作的基

本任務是向農民群眾不斷地灌輸社會

主義思想。」7第三次是在社會主義教

育運動時期，他在與毛遠新的一次談

話中說：「你們的教學方法就是會

灌，天天上課，有那麼多可講的？」8

對「灌輸」概念的使用情況是否意味g

毛澤東很少受「灌輸論」影響或者乾脆

不接受「灌輸論」呢？不是的。相反，

毛澤東不僅深受「灌輸論」影響，甚至

根據中國國情發展了「灌輸論」，主要

表現為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把灌輸上升到「生命線」的

高度。在民主革命時期，他提出「共

產黨領導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

隊的生命線」9。在社會主義革命時

期，他又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

工作的生命線」bk。「生命線」是形象的

比喻，本意是指包括思想灌輸在內的

政治工作在革命和建設的各階段都至

關重要，攸關革命和建設事業的興衰

成敗，是黨的各項工作的靈魂。

第二，擴展了灌輸的對象。近代

中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社

會結構落後於俄國。在這樣的國度8

發動革命，必先進行革命啟蒙。啟蒙

的對象既包括佔人口少數的無產階

級，更包括佔人口多數的農民階級，

而對後者的啟蒙顯得更為重要而緊

迫。鑒於此，毛澤東提出「嚴重的問

題是教育農民」bl。除工農兩大階級之

外，還要團結和教育民族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等革命盟友。

第三，拓寬了灌輸的內容。中國

共產黨向民眾灌輸的內容除了列寧所

講的社會主義學說外，還包括馬克思

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

產生的基本理論，以及在基本理論指

導下制訂的路線、方針、政策。這還

不夠，還要向民眾灌輸時事政治、國

情知識、歷史知識等基本常識。

第四，改造了灌輸的方式方法。

毛澤東反對「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提出過「團結—批評—團結」bm的公式

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bn的方針。

尤其突出的是，儘管毛澤東堅持「灌

輸論」的原則，卻極力反對思想理論

教學中的「灌輸」。他把這種教學方法

斥為「注入式」教學法。早在1929年

毛澤東主持制訂並通過的〈中國共產黨

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

就指出講課應該採取「啟發式（廢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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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bo。

經毛澤東改造之後的中國式「灌

輸論」增加了不少適合中國實際情況

的合理要素。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

共產黨憑藉「灌輸論」有效地實現了馬

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的結合，理

論掌握了群眾，革命民眾雙手並用

「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bp，實

現了徹底的革命化。在社會主義建設

時期，憑藉「灌輸論」，中國共產黨推

進了馬克思主義知識的大眾化和全社

會的政治化，維護和增強了共產黨執

政的合法性及其整合社會的能力。

然而，中國式「灌輸論」也內含g

緊張的矛盾和衝突，具有難以克服的

缺陷，對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建設事業

產生了揮之不去的複雜影響。

第一，放大了「灌輸論」的前提假

設。任何意識形態都設置前提假設，

「灌輸論」亦不例外。等級人性論是

「灌輸論」的基本假設。它把人分為三

六九等，懷疑和否定人性的共通性和

平等性，認為除了先知先覺外，芸芸

眾生缺乏自我完善、自我修煉的能

力，而這些能力只能為前者所專有。

芸芸眾生必須經由先知先覺的傳道布

施、勸說教導，才能克服自身缺陷，

提高思想覺悟。而提高思想覺悟的目

的和歸宿是服從和服務於先知先覺的

理論路線綱領，把自己變成革命的螺

絲釘，變成衝鋒陷陣的工具。

第二，灌輸的單向性、強制性愈

演愈烈。灌輸必然是單向的正面灌

輸，只能歌頌黨、政府和人民的先進

思想和豐功偉績。早在民主革命時

期，毛澤東就強調對敵人要揭露不能

歌頌，對自己則只能歌頌不能揭露，

這與列寧《怎麼辦？》中的邏輯一致。

列寧說：「政治揭露本身就是瓦解敵

人制度的一種強有力的手段，就是把

敵人的那些偶然的或暫時的同盟者引

開的一種手段，就是在專制政權的那

些固定參與者中間散布仇恨和猜忌的

一種手段。」bq又說：「只有把真正全

民的揭露工作組織起來的黨，才能成

為革命力量的先鋒隊。」br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進一步發

揮了上述思想，他在1955年所寫的

〈駁「輿論一律」〉一文與列寧的《怎麼

辦？》異曲同工。毛澤東說：「我們的

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份子有言論

自由，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bs

又說：「我們的輿論，是一律，又是

不一律。在人民內部，允許先進的人

們和落後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報

紙、刊物、講壇等等」bt，但是對反革

命就不能用這種辦法，要用「專政即

獨裁的方法，即只許他們規規矩矩，

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8不但輿論一

律，而且法律也一律」ck，並理直氣壯

地說「這是我們的制度」cl。

第三，灌輸範圍嚴重泛化。灌輸

的對象從政治思想領域全方位進入文

化、教育、日常生活等社會各領域，

成為執政黨推行全民性思想政治教育

的金科玉律。至此，「灌輸論」完成了

兩次跳躍（稱為「越界」或許更合適）。

第一次是從俄國到中國的跳躍，跨越

了國界和時界，大體上尚限於政治領

域。第二次是從政治領域跳躍到文

化、教育、日常生活等領域，「灌輸

論」的作用範圍前所未有地擴大了，

其根本目標就是在數以億計的國民

「靈魂深處起革命」。

「灌輸論」在中國流變過程中出現

的種種弊端，使自身陷入萬劫不復的

地步，甚至連它的「合理內核」也變得

微不足道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尊重和高揚人的主體性和差異性，不

僅成為教育的主導理念，也成為時代

的主流價值觀。在這種時代背景下，

對「灌輸論」修補拾掇，令其起死回生

的企圖和行為，是徒勞無益的。



136 短論．觀察．
隨筆

三　告別「灌輸論」之後

否定「灌輸論」並非意味g放棄意

識形態。意識形態是一種共有的觀念

體系，它至少為社會共同體的大多數

成員所肯定、認可和信仰。它從觀念

維度維繫和鞏固該社會共同體的存在

和發展，一個缺乏意識形態的社會是

難以想像的。因此，放棄「灌輸論」，

並非意味g取消意識形態，而是要深

刻汲取「灌輸論」的教訓，重建當代中

國的意識形態，再造當代中國人的共

同精神家園。

重建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需要

解決兩個問題，即「建甚麼」和「怎樣

建」的問題。此兩者都是宏大的課

題，需要開動全社會的智慧，依靠全

體人民的努力。筆者的看法是，我們

要建設的意識形態一定是立足中國面

向世界、傳統與現代交融的意識形

態。它應該涵蓋中華民族生活的基本

方面，體現中華民族的特性，這些特

性符合時代發展的方向和人類文明發

展的主流；應當是以人為本的，把人

當作平等、自由、獨立、協作的人，

在意識形態面前人人平等；它能夠對

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做出合

理而令人信服的解釋，令人心悅誠

服、自覺自願地認可、接受和運用這

套解釋體系；它並非一成不變，而要

適應外部環境（自然和社會）的變化，

但又須保持核心要素的相對穩定。

相比之下，第二個問題，即如何

重建意識形態顯得尤其迫切而艱巨。

「灌輸論」給後人留下一大教訓，即：

如果方法和途徑不當，設計良好的意

識形態也難以令人信服；方法和途徑

得當，即便一個蹩腳的意識形態也會

在特定時期攫取人心。而中國共產黨

擅長的意識形態工作，如課堂灌輸、

輿論喉舌宣傳、政工人員宣教乃至轟

轟烈烈的思想改造運動等等，均事倍

功半，有時甚至起到負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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