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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doctrination i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choice. The theory cannot spontaneously arise from the workers’ movement, which must be instilled by the way. The theory of indoctrination was first initiated by Marx and Engels and was institutionalized and systematized by Lenin. The theory of indoctrination has the connotation of
science, and the essence of indoctrination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theory of
indoctrin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ly by means
of indoctrination can we transform Marxist ideas into concepts of people and become the guiding
force in people's practice. Only through instilling of theory can we cultivate the higher-quality
talents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unite our strength i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oday's
socialism. Scientific use of indoctrination theory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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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过程中，灌输是一种重要的方法选择。理论不可能自发地从工人运动中产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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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通过灌输的途径。灌输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并且由列宁将其理论化、系统化了的。灌输理
论具有科学的内涵，灌输的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灌输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坚持的根本原则。
只有通过灌输的途径，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由理论转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成为人们实践过程中
的指导力量。只有通过理论灌输，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较高素质的人才，为当今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
凝聚力量。科学运用灌输理论，有助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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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一项
重要原则。灌输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中，促进了对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的教育，推进了中国革
命和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近年来有人对灌输理论的科学性产生怀疑，
持否定的态度，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的国际背景中，
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灌输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创新，将灌输理论更好地应用于新时期的思想政治
教育实践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及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
任务。

2. 灌输理论的科学内涵
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在长期各项工作取得的重大胜
利的一环，更是我们党在现在乃至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方法和指导原则。因此，我们要坚定不
移地贯彻实施灌输理论。

2.1. 灌输的定义
灌输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运用各种宣传手段进行教育、引导，目的是把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到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以启发工人和群众，使他们掌握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努力进步，为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奋斗。

2.2. 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科学含义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中，首次使用“灌输”这一概念的是恩格斯。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的提
出系统的灌输理论，但从他们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已经有了灌输思想的萌芽，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不会自
发产生先进理论，必须对无产阶级进行思想理论灌输，使无产阶级具备实现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最早
对灌输理论进行全面系统和生动阐述的是列宁。列宁在 1902 年发表的《怎么办》中指出：“工人阶级单
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1]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
主义思想体系的激烈斗争中。“社会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
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2]灌输是必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可能自发的从工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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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由于受到时间和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
也就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到工人的头脑中去。因此，在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的斗争过程中，必须坚持不懈地对工人进行灌输。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灌输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对于无产阶级
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很大的作用，是极端重要的，由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不可能在工人中自发产
生，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只能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灌输理论实际上是关于无产阶级
用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理性的认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原则，指的是无产阶级政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人们
进行系统的思想理论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

3. 灌输理论的当代价值
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且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管是在社会主义的革命还是建设过程
中，灌输理论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社会主义已经在中国
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在大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广大领导干部和群众的自觉意识，
灌输理论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
政党必须坚定不移的坚持灌输理论，在这个教育过程中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3.1. 灌输理论是由社会历史规律决定的
灌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体现了社会统治的规律，“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
的思想。”[2]灌输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发明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哪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过
程中都必须尽可能向人们灌输本阶级的思想体系。任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都必须向其社会成
员灌输本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从古至今的各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阶
段都有灌输的印迹。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通过社会、学校、家庭教育的相互协调和配合，将三纲五常、
孔孟之道等封建意识形态灌输给社会成员，使其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表现为合理性和合法性，以维护统
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而资产阶级也把灌输作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重要举措，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各种宣传
手段向人们灌输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资本主义统治，都极力地维护和发展占统
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西方国家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占指导地位，他们采用各种方法和
手段对他们的国民灌输资本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念。因此，在这个复杂的大国际背景中，无产阶级必须要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灌输，一刻也不能放松。

3.2. 灌输理论是由当今人们的思想状况所决定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人
们的自主意识、民主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也渐渐增强。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
高的同时，也不时出现与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相背离的现象，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西方的错误思想也随
之涌入，使有些人的理想观念发生了倾斜，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也充斥在人们的思想头脑中，
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使有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偏差。另外，由于意识形态具有相对
独立性，即使旧的社会经济基础已不存在，但旧的意识形态有可能仍残存在人们的头脑中，阻碍符合时
代发展要求的新的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
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封建势力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往往会结合在一起，这使得意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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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更加复杂。这也就证明了，意识形态的阵地，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必须
要树立强烈的灌输意识，全面占领意识形态的阵地。

3.3. 灌输理论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灌输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社会形态
不同，灌输的内容与形式也是不同的。灌输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完成的任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根本原
则，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灌输的主体、客体、内容和途径都应该适
应时代的特点，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创新。在灌输的主体上，在大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在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灌输任务的重要承担者，
担负着“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3]的任务。在
灌输的内容上，要把那些富有时代特点的真理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拒绝那些空洞的抽象理论。在灌输的方
法上，灌输者要着重强调启发性和引导性，注重灌输者和灌输对象的互动性，发挥灌输对象的能动性，促进
内省。在灌输的渠道和方式上，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要适应新形势，开辟新途径，拓展灌输的新载体，
比如网络技术，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增加影响力。除此之外，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灌输
环境，要在良好的社会风气、政治、经济环境中高扬马克思主义强大旗帜，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以科学的
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灌输。

4. 灌输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和
经济利益出现了多样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使得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使得有些人对灌输理论的作用产生了怀疑，他
们认为灌输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毫无疑问，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虽然当代的社会已经不同于过去的时代了，但是灌输理论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是不能否定的，
它需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4.1. 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
由于受到历史条件、时间和自身因素的限制，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基于
这个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并发展了灌输理论，因此，要使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科学社
会主义思想，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才能唤醒广大人民群众，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才能与资产阶级斗
争并取得群众的胜利。灌输理论并不是作为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法提出来的，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用灌输的方法去宣传教育群众，让群众们所掌握，并成为群众自觉行动所必须遵守的准
则。灌输理论不是简单地灌输方法，它强调的是政治意识、政党纲领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自发产生，
只能通过宣传教育和学习的方式确立。

4.2. 灌输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自主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地增强，开放的世界格局使西方相对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等思想不断涌
入中国，导致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仍发挥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无论当今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什么样的特点，我国仍然坚持以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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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我国每一个公民来说，任何政治意
识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在人们的大脑中形成，须通过教育，应用于实践，才能在人们的大脑中确立，进而
形成思想政治素质。只有通过教育和自觉学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深刻的理解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的重要意义，充分重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承担起社会和历史的使命，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境界。

4.3. 创新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以提高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就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在大学生的思想内部，没有也不可能“自发产生”一些科学的意识，这就
比较容易导致他们困惑，因此就需要教师掌握好灌输原则，准确及时的向大学生进行思想理论的灌输。
教师在对大学生进行正面灌输的时候面临着一个如何与大学生的兴趣点相结合的问题，所以，教师应该
结合学生多方面综合条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比如，大学生关心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现象、
问题，以此为切入点，逐步地引入需要灌输的理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要职责就是承担起实现思想政
治教育的实效性，这也要求教师必须解决灌输的实效问题，因此，需要教师在灌输过程中注重方法的创
新和运用。面临当代大学生特点和自身因素等特征，必须考虑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和特征，“因材
施教”，首先要研究大学生的兴趣方向，其次，必须重视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方法，改变过去“要我学”
为“我要学”的局面，提高其学习的主动性。

5. 坚持灌输理论应注意的问题
灌输理论不是死板的、一成不变的，在灌输理论的整个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实践使其与
时俱进，我们相信灌输理论不但不会过时，而且应该得到更大程度上的改进，这一点是肯定的。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运用灌输理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灌输理论应该不
断地发挥它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灌输过程中，我们肩负着艰巨的任务，
其中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须要我们极大的关注。

5.1. 灌输内容要丰富，灌输途径需拓宽
思想政治的灌输教育坚持方式的多样性有助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的全面发展，在灌输教育的过程
中，受教育者在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学习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使他们在思想、道德等方面
受到极大的感染。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的、枯燥的，而是丰富多彩的，除了掌握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要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指导实践，根据时代的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理论成果。灌输内容的多样性要求灌输途径也应该多样化。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传统的课堂教学是
基本的，只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教育者除了基本的课堂教学这一途径外，应注意把灌输思想与实践相
结合，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诸如人们常见的电影、电视、戏剧、报刊等社会文化的宣传
阵地也同样承担着灌输的重任。还有一些有效的途径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社会调查、各类文化
展览、知识竞赛等活动。丰富灌输内容，拓宽灌输渠道，极大提升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意识。

5.2. 灌输本质要明确，灌输规律要科学
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必须不断地向群众灌输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才能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指导群众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战略地位、目的任务、内容方法的重要理论依据[4]。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任务而进行的和思想政治教
育有关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要求必须以灌输理论为指导。在日常生活中，人民群众不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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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地产生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政治纲领，这些思想和纲领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和途径灌输
到人民群众中，被他们吸收和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不仅仅是社会活动的反应，它源于生活又高于
生活，是人们在吸收前人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科学总结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展开思想整治工作时要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时刻遵循灌输教育的规律，学会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现实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全面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总之，灌输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条件，当前面
临着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环境，充满挑战和风险。在新形势下，要充分认识灌输理论的科学内涵、现
实意义，还要科学地运用灌输理论，在探索实践中创新和发展灌输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不断注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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