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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法宝”的
历史渊源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革命战略契合历史，契合人心，契合时势，又相互配

合、相互促进，因而可以聚黎民百姓之力，汇天下仁人志士之智，在先进政党理念的引领、感

召下，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打开了通途大道。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
发刊词》这篇著名文献中，总结了中国革

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揭示

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统一

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

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

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1949年 6
月，毛泽东在《论人

民民主专政》中对

“三大法宝”的内容

和意义作了更加完

整的概括，指出：“一

个有纪律的，有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武装的，采取自我批

评方法的，联系人民

群众的党；一个由这

样的党领导的军队；

一个由这样的党领

导的各革命阶级各

革命派别的统一战

线。这三件是我们

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

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从此，“三大法宝”

就成了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它包含着三

层含义：一是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掌握

人心向背，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通过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把人心争取

到正义与道义的革命事业中来；二是必须

打造革命武装，牢记“枪竿子里出政权”，

与顽固不化、顽抗到底的敌人进行最坚决

的彻底的殊死斗争，以巩固和捍卫来之不

易的革命成果；三是必须锻造革命的核心

力量，通过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工程，掌

握党对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权，使

党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和根本保障。

毫无疑问，“三大法宝”的提出与阐

释，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

的理论首创，但回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

的悠久历史，不难发现，统一战线、武装斗

争的思想资源、思想萌芽，其实深深植根

于中国的深厚文化传统和社会管理智慧

之中。相传周朝《书·禹贡》有曰“五百里

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故

有“揆文奋武”之说，亦即“揆文教，奋武

卫”。揆文教即“文化”、“以文化之”。西

汉时期刘向的《说苑·指武》中有这样一句

话：“凡武之兴，不能服也，文化不改，然后

加诛”。这里的“文化”，即是指对某个客

体采用非武力的方式进行改变。具体来

讲，就是通过思想引领、文化熏陶、精神感

召、利益照顾等方式，推动客体原有价值

观念的转变，实现精神和意识层面的“和

而不同”，形成有助于共同目标达成的思

想基础。这可以说是“统一战线”这一中

国共产党提出和运用法宝的非常重要的

文化渊源。奋武卫，即“武化”，是对极少

数不可能成为朋友或具有不可调和矛盾

的客体，不得不采取具

有强制性的武力手段，

坚决捍卫认定的价值

观念和奋斗目标。这

可以说是“武装斗争”

这另一法宝的重要文

化渊源。

中国共产党深谙

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精

义，科学继承了“揆文

教、奋武卫”的理念，立

足于中国五千年农耕

文明的土壤，顺应广大

民众危难之际的心理

渴望，统一战线和武装

斗争的革命战略契合历史，契合人心，契

合时势，又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因而可以

聚黎民百姓之力，汇天下仁人志士之智，

在先进政党理念的引领、感召下，为中国

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打开了通途

大道。

具体来讲，我们党成立初期，通过建

立民主联合战线，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

取得了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迅速成为中

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战

争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倡导并建立包括

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和港澳台

侨同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与

苏联、美国、英国等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

一战线，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党建立了人民民

主统一战线，政治上积极开展爱国民主运

动，赢得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力量的拥护支

持，形成了第二战线；军事上也不断争取

国民党军队内的爱国力量。新中国成立

后，我们党运用统一战线，促进了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

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制定了许多重大政

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建立了最广泛

的联盟，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共同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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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三大法宝”

的提出与阐释，是中国共产

党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的

理论首创，但回溯中华民族

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不

难发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的思想资源、思想萌芽，其实

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深厚文化

传统和社会管理智慧之中。

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其

历史方位已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执政党。

面对根本性变化，“三大法宝”对于我们党

依然有着非常具体的现实意义，依然焕发

出理论和实践层面强有力的生命力，仍旧

是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更大进步的致胜法

宝。

任何一个社会的有序运作，都需要不

断建立健全两个基本的秩序，即保证社会

稳定底线的法律秩序和推进社会崇尚追求

的人文秩序。法律秩序就是告诉人们，什

么事情是坚决不能做的。它是保证社会发

展的基础秩序，是一个刚性秩序，也是一个

社会的底线秩序。人文秩序是一个道德秩

序，是非约束性的，也是一个实现社会追求

方向的期望性秩序。它是基于社会总体人

文需求基础上，引导人们精神健康发展的

精神追求方向。因此，法律秩序决定了社

会的严肃性和制度性，而人文秩序则体现

出社会的创造性和引领性。

“三大法宝”
的现实意义

新形势下，要让“三大法

宝”更好发挥作用，继续秉持

和发扬“统一战线、武装斗

争”两者并举的优势，我们仍

需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与

时俱进地努力。

新形势下，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我们

必须以执政思维构建法律秩序和人文秩

序。法律秩序的最高目标，仍是维护执

政地位，因而就其本质的属性而言，是为

捍卫人民民主专政而建立起来的法律秩

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着“武装斗

争”的功能，是以法治的方式来实现有效

的治理和维护社会的秩序。国家法律秩

序的建立和行政法规的执行所具有的强

制性和严肃性，与“武装斗争”的功能取

向有一致性，并以之为实现社会治理的

强大后盾和根本保障。为保证国家法律

和各级规章执行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国

家从上至下建立起了政府的公检法司和

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组成确保法律法规

有效执行、社会秩

序有序运作的国

家机器，从而支撑

起维护社会有序

运 行 的 基 本 底

线。直白一点，就

是当前的“武装斗

争”，实际上就是

政府的公检法司

和各级政府职能

部门用强制的“武

化”手段，确保“违

反共同约定（即法

律）就要接受惩罚”的游戏规则实施，保

证社会底线秩序不被破坏，维持社会最

基本的公平正义。

对应维护人文秩序的，实际上就是

“统一战线”，是采取非武的方式，用思想

感化、思想引领进行改变，以推动形成共

同崇尚和追求的价值秩序，引领整个社会

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党委部门承担的

实际上就是这一职能，致力于形成一套引

领社会发展的人文秩序，推动全社会思想

境界的提升。其实都是在做争取人心的

工作，也就是“大统战”的工作，或者说是

大“文化”的工作。

具体来讲，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的主要

任务是培养和发展党员，始终保持党员的

先进性；纪委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严肃党纪

党规，始终保持党员的纯洁性；宣传部门

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提出中国共产党引领

社会发展的先进理论和思想，始终保持党

在全社会思想意识领域的引领性；统战部

门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培养优秀党外代表

人士，凸显其在各自领域和行业的代表

性，从而更好引领其所代表的群体。通过

增强党内的先进性、纯洁性，推动党外的

代表性，用“文化”的方式，引领整个社会

发展的正气，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推动社会整体的文明水平和文明程度，实

现社会健康稳定和谐。

“党的建设”则是保证“人文秩序”和

“法律秩序”正常运作的根本，是当今执

政党建设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

于其他党派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党

员的信仰是共产主义，这种遵循着中国

现实社会发展的实际，把理想的人文秩

序置于现实社会的实践、探索、追求中的

情况，在任何其它国家的执政党中都是

没有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在于

给人注入一种具有崇高理想的人文信

仰，并能够带领广大人民执著不懈地努

力追求。

西方国家的人文秩序大多源自宗教

秩序，宗教世界与现实世界是脱离的；政

教合一的国家，宗教世界与现实世界是

合一的，但现实世界的生产力无法满足

宗教世界的生产关系。而中国共产党则

是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注入每位党员

的精神世界，这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对君子的要求，也高于中国传统文化对

一般意义上君子的要求，从而构建起每

位党员的精神支柱，使得为共产主义奋

斗终生成为每位党员的应尽职责，并化

作具体的工作和生活。追求实现共产主

义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信仰，是对未

来的现世追求，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出

世追求。因此，“三大法宝”中“党的建

设”起到的是关键性作用，是支撑“统一

战线”和“武装斗争”两大法宝有效运作

的基础，也是推动两大法宝化为实践的

根本。

综上所述，“三大法宝”所蕴含的意义

及其内在逻辑，对于当今时代我们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以及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方向

的法律秩序和人文秩序的构建，都具有重

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新形势下，要让

“三大法宝”更好发挥作用，继续秉持和发

扬“统一战线、武装斗

争”两者并举的优势，我

们仍需在加强“党的建

设”方面与时俱进地努

力。

首先，要进一步确

立统一战线工作是全党

的工作的意识。 2015
年 5 月 18 日起实施的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

工作条例（试行）》，是我

们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

的第一部党内法规。《条

例》指出，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

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

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

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再一次强

调了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在当下的实践和

运用。统一战线，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

种模式，其工作并非仅限在统战工作部

门，各级政府部门在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

过程中，尤其是党员在开展执法行为、维

护法律秩序时，表现出的良好素质和个人

修养，其实也是在代表我们党做统战工

作，通过党员个人的先进性，实现对党外

成员的引领。

其次，要在全党确立统一战线的思维

方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处理好一致

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是统一战线思维方法

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思

想的首要价值。当前形势下，并非只有统

战工作才运用得到统一战线的思维方法，

很多工作都需要我们党员以引导、教化和

传承的动态方式，引导工作对象与我们达

成精神层面、意识层面的“和而不同”，在

履行好工作职责，守好法律底线的同时，

发挥思想引领、感化群众的作用，从而使

得社会秩序更趋和谐。

第三，要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党的先进性，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

据，是党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的根本条

件，也是实现对党外引领至关重要的因

素。抓住了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

设的根本，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一方面，我们

党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路线、

纲领、政策，就像与时俱进地阐释新形势

下“三大法宝”的重要意义一样，使理论路

线、方针政策顺应时代发展和人文需求，

做到立足传统文化，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始终致力于引领中国社会发展。另一方

面，党员也要修身，提高综合素质和服务

能力。每一名党员，都要发挥党员在思想

上的先进作用，在文化上的引领作用，在

实践中的模范作用。这样，8000多万党

员个体的聚合，才能体现出我们党的先进

性，我们党的先进性也通过这 8000多万

个个体，折射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

而影响和引领更多党外的同志与我们同

心同行，这样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得以不

断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