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幸福：建国七十年的幸福观
蔡志栋

摘

要：

建国初期社会主义中国就明确提出了奋斗幸福论。 １９５４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 什么是青年的

幸福？” 座谈会，初步塑造了社会主义幸福观的雏形。 人们普遍认为，幸福是有阶级差异的，劳动创造是幸福
的源泉，劳动是集体劳动。 劳动展开的形式，主要有艰苦奋斗、斗争、奉献等，它们都能够带来幸福。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４ 年，《 南方日报》 开展了“ 怎样生活才是幸福” 的大讨论，幸福与享受的关系、劳动幸福论、幸福感觉论以
及精神幸福和物质幸福的关系等问题得到了深入阐释。 这一大讨论得出结论：无产阶级既是集体幸福和个
人幸福统一论者，又是集体幸福第一论者；无产阶级既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统一论者，又是精神生活第一
论者。 人生的最大幸福就在于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劳动、斗争。 这样的幸福观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继续得到
了贯彻、延续和强调。 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热播电视剧《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又以生
动的形象展示了新世纪的幸福观，从中仍可窥见建国初期幸福观的痕迹，主要体现为劳动是幸福的基础，并
突出了精神幸福的重要性。 ２０１８ 年新春，习近平总书记重申“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继承和发展了社会主
义幸福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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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幸福？ 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恰
恰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社会主义国家
的幸福观早在建国初期就得到了充分而广泛的讨
论，其核心就是劳动幸福、奋斗幸福。 值得注意的
是，即使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建国初期所形塑的幸

初电视剧 《 贫嘴张大民的 幸 福 生 活》 的 热 评 中。
幸福，还是需要建筑在劳动的基础上，同时不能忽
略精神的维度。 奋斗的主体，还是应该落实为每
个人。

福观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 随着现实

一、从青年的幸福座谈会出发

生活的日益多样化，人们对幸福观提出了和原先
不一样的观点。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建国初期关
于幸福的论断是片面的，或者至少打上了某个时
代的烙印。 事实上，决不能否认其间所具有的普
遍性。 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在对 ２１ 世纪

建国初期，人们一再强调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甚至就是幸福本身，而物质条件不是必要条件。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５４ 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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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朴夫：《 劳动就是幸福》 ，《 中国农垦》１９６４ 年第 ７ 期。 这样的文章数量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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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 什么是青年的幸福？” 座谈会，引起了全社

观和剥削阶级的幸福观当中，人们区分了很多种

会的关注，初步塑造了社会主义幸福观的雏形。

幸福观。 比如，糊涂的幸福观；渺小的幸福观；老

这次讨论主要是源于对当时两个典型的个人享乐

年人儿孙绕膝的幸福观；“ 土改” 之后在农村积极

主义幸福观的反思。 一个典型是张文治，他的幸

分子中间滋长起来的“ 退坡” 思想，不愿意继续坚

福观是不工作，游山玩水。① 另一个典型是王一

持革命斗争，不愿意再前进，而以消灭地主阶级，

山，他认为幸福是在现代化的工业城市里有个美

分得土地为满足。⑧ 这些幸福观的本质在于忽略

满的小家庭，劳动是轻松的，生活是安逸的。 “ 他
们的幸福观就是：享乐，享乐，享乐！” ②

在这场座谈会上，著名作家魏巍的回答最具
代表性，展现了社会主义幸福观的基本雏形。 魏
巍认为，幸福是有阶级区分的；无产阶级的幸福的
前提是集体，其基础是创造；资产阶级的幸福是为
了个人，以寄生为基础。③

了要最终消灭贫穷和落后，忽视了大集体和远大
的未来。 人们普遍认为幸福涉及集体和个人的关
系，真正的幸福观是“ 以千百万人民的幸福为幸
福的幸福观” 。⑨

第二是幸福的源泉是劳动，具体又表现为艰

苦奋斗、斗争、奉献等。

将幸福和享受等同起

人们普遍认为，劳动创造是幸福的源泉。 首

来，其实是资产阶级的幸福观；无产阶级的幸福观

先，这涉及一个问题：谁是劳动的主体？ 按照常

是和劳动联系在一起的。④ 而劳动为什么是幸福

识，显然劳动实践的主体可以是个体。 吴运铎也

的源泉？ 除去其他理由，还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劳

认为，“ 一个人能够为千百万人的幸福而从事忘

动没有发生异化。 魏巍说：“ 当劳动果实属于人

 但是，劳动主

我的劳动，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

民所有的时候，劳动就是幸福的源泉。” ⑤ 就包含

体虽然可以是个体，指向却必须是集体。 在吴运

了这层意思。 其后关于幸福的各种观点中，正面

铎的话中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 但个体劳动在建

的观点基本以此为格局。

国初期只是处于次要地位，人们普遍认为，创造幸

建国初期的幸福观主要涉及以下两方面：

福的劳动主体是集体，劳动是集体劳动。 在对冯

第一是幸福的阶级性问题。

定的批评中充分显示了这点：

在关于青年的幸福观的座谈会上，人们早已

冯定同志在宣扬了资产阶级幸福观

认识到幸福是与利益和阶级立场联系在一起的。

的内容以后，接着在如何创造幸福的问

“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生观，追求着不同的幸

题上，他也散布了许多错误论调。 他说：

福。” ⑥“ 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只有站在先进

“ …… 幸福决不会从天而降的，而必须

阶级的立场上，只有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除了残废老弱以外，谁也不依赖谁，大家

才能 办 到。 如 果 站 错 了 地 方， 那 是 会 适 得 其

劳动，有时还得从事革命以至牺牲生命，

反的。” ⑦

才能实现。” “ 谁只要主动努力， 走上正

幸福的阶级立场问题又主要表现为幸福问题
上的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 在劳动人民的幸福

确的人生道路，谁就都有广阔的前途，这
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①

刘金：《 与青年朋友谈幸福》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７ 年版，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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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 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幸福随谈》 ，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 什么是青年的幸福》 ，中国青年出版社 １９５５ 年版，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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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定同 志 这 些 话 乍 一 看 也 是 不 错

二是斗争论。 人们指出，“ 资产阶级幸福观

的。 因为这儿既讲了“ 主观努力” ，又讲

认为斗争与幸福、劳动与享受是绝对对立的。 因

了“ 大家劳动” ，既讲了“ 革命” ，而且，还

为斗争和劳动不像坐享其成那样轻松愉快，而是

讲了“ 牺牲” 。 但是只要我们分析一下，

要流汗流血，甚至不免有所牺牲。 资产阶级过惯

就可以看出冯定同志给青年所指的这条

了好逸恶劳的寄生生活，自然这是他们所不愿意

创造“ 幸福” 的道路仍然是一条资产阶

的。 因此，苟且偷生，保命活命乃是资产阶级幸福

级的追求幸福的道路。

观固有的特征之一。 这个特征鲜明地体现在‘ 活

首先，在冯定同志看来，要想有“ 幸
福” ，“ 有广阔的前途” ，只要“ 谁也不依
赖谁” ，经过个人的“ 主观努力” ，似乎就

着就是幸福’ 这个资产阶级口号中” 。⑤ 反之，无
产阶级却以斗争为幸福。

但是，也许值得发问的是， 为什么斗争是幸

可以达到。 在这里，冯定同志完全抹杀

福？ 原因在于：一方面，斗争能够带来幸福的结

了党的领导和群众的集体的斗争，而把

果。 具体而言，这有可能是因为当下获得了物质

个人的“ 自我奋斗” 抬到了至高无上的
地位。①
总之，脱离集体的个人的自我奋斗不是幸福
的源泉。
劳动创造了幸福，除了涉及劳动的主体，还涉
及劳动的 形 式， 主 要 有 艰 苦 奋 斗、 斗 争、 奉 献 等
形式：
一是艰苦奋斗论。 在关于青年的幸福观的讨
论中，涉及一些问题。 其中一个是人们并不否认
劳动创造的财富可以为他人和后代享受从而是幸
福的，但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什么艰苦的劳动本身
是幸福的？ 有两种回答思路值得注意：一个回答
是，在劳动的过程中，个人的能力获得了增长，工
作也有了收获，② 所以艰苦奋斗是幸福的。 另一

财富，也可能是因为在未来给后代带来了幸福，这
就如后果主义中的利益最大化：“ 对一个革命者
来说，这种手段本身也寓有莫大的幸福。 因为当
一个革命者意识到自己的斗争将会给亿万人换来
千秋万代的幸福，即便是要他赴汤蹈火，也会义不
容辞。” ⑥另一方面，斗争的过程本身就是幸福的。
这里也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通过斗争见证自
己作为主体的力量；第二层含义是以苦为乐。 但
对于第二层含义，人们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反对，
需要予以深入解释。 因为的确很难毫无疑问说苦
就是乐，那样对一般群众没有吸引力。 “ 我们不
是一味追求艰苦，不想幸福，而是通过艰苦的斗
争，从斗争中求得真正的幸福。” ⑦

个回答与民族主义相关。 一个战士指出，在艰苦

那么，以苦为乐，具体的机制究竟是什么？ 斗

奋斗的过程中，“ 仿佛听见了祖国前进的步伐，而

争可以区分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 这种区分又

我紧紧地跟在他后面，和他一起前进着” 。③ 这里

可以从某种角度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可以“ 以苦

获得独立的中国人而言，这点不可忽视。 笼统地

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内涵。 斗争之所以也是幸

说，这也是集体的幸福，而其机制则是民族主义。

福的源泉，是因为它消灭不合理的制度，将劳动人

现代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表明，个体可以在实现民

民创造的劳动成果真正让劳动者享受。 当社会上

族独立、富强的过程中获得自豪感等正面情绪，这

还有剥削阶级存在的时候，即使主体劳动得很好，

些都是与幸福密切相关的。④

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主体也得不到幸福，因为他的

的幸福感显然和民族自豪感密切相关。 对于刚刚

为乐” ，或者斗争是幸福的。 阶级斗争包含着改

①

许启贤：《 批判冯定同志的“ 幸福观” 》 ，《 前线》１９６５ 年第 ４ 期。

③

冯钟燕：《 和祖国一齐前进就是我们的幸福》 ，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 什么是青年的幸福》 ，第 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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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成果被剥削阶级拿走了，“ 这就说明了，只有
通过艰苦的阶级斗争，只有把寄生虫一样的剥削
者消灭以后，劳动人民才能把劳动创造的幸福掌
握在自己手里” 。①

贡献。” ④ 人 们 经 常 将 幸 福 和 贡 献 联 系 在 一 起。
“ 假若我不能给这个世界添一点什么，那么，我活
着，还有什么乐趣？” ⑤ “ 添一点什么” 就是奉献的
意思，它也成为幸福的源泉。

这就是斗争是幸福的原因和机制。
与高度肯定劳动、斗争是幸福的源泉的观点

二、生活幸福大讨论：问题的深化

形成对比的是，较长一段时期之内，人们对将和平
当作是幸福的观点予以了严厉批评。 后者以冯定
为代表。 冯定认为：“ 如果幸福是指正常的生活，
也就是只有和平，没有战争，吃得好，穿得美，住得
宽敞干净，夫妻父母儿女亲爱和睦，这无疑是对
的，也是我们大家在祈求的。” ② 斗争的观念是和

１９６３—１９６４ 年， 《 南 方 日 报》 编 辑 部 开 展 了

“ 怎样生活才是幸福” 的大讨论。 这次大讨论涉
及幸福的很多内容、各个侧面，既在一定程度上是
对 １９５４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什么是青年的幸福”

座谈会的继续，又论及原先没有涉及的问题，同

阶级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和平的观念则是超阶级

时，在讨论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显

的。 批评者指出：

示了原先对幸福观界定的内在紧张。

冯定同志把个人“ 吃得好，穿的美，
住的宽 敞 干 净， 夫 妻 父 母 儿 女 亲 爱 和
睦” 也 当 作 革 命 青 年 幸 福 观 的 主 要 内
容，也是十分错误的。

这次讨论的直接原因，是有的人认为 《 红楼

梦》 里贾宝玉锦衣玉食的生活才是幸福的。⑥ 《 南
方日报》 编辑部将这个观点抛出来，吸引读者对
此进行讨论。 这种幸福理论受到了多方面的批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最高

评。 人们指出贾宝玉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理

理想就是为了在世界上最终地 消 灭 地

由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阶级的立场看，“ 贾

主、资产阶级，消灭帝国主义，彻底解放

宝玉过的那种不劳而获的所谓幸福生活，是建筑

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发展生产，使

在剥削农民阶级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筑在广大

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不断提

劳动人民的痛苦之上的” 。⑦ 第二，贾宝玉受到社

高。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对革
命青年来说，首先，就必须以全体劳动人

会制度的严重束缚，所以不会幸福。 “ 在荣国府
那道高大的围墙里，溺爱、尊崇、娇贵、家规、礼法

民的解放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 行 动 目

等组成的一套封建教养，随时随地都在束缚着他

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谁离开了这个

的一举一动。” ⑧很清楚，在这个维度上，贾宝玉之

根本观点，而去追求个人的吃、穿、住和

所以不幸福，是因为他受到了封建制度的束缚。

幸福家庭，那么，他就绝不是无产阶级革

这意味着真正幸福的获得需要展开阶级斗争，改

命者，而是资产阶级庸人。③

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 这一点虽然也和精神生活

三是奉献论。 在青年的幸福观座谈会上，魏

有点关系，但不十分明晰，强调的重点是制度，而

巍说：“ 幸福就是个人和集体的和谐，就是深刻理

不是精神生活。 第三，贾宝玉的精神生活一片空

解自己工作的意义，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

虚。 批评者指出，“ 他那种生活只是吃喝玩乐的

①

刘金：《 与青年朋友谈幸福》 ，第 １３ 页。

③

许启贤：《 批判冯定同志的“ 幸福观” 》 。

②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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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启贤：《 批判冯定同志的“ 幸福观” 》 ，《 前线》１９６５ 年第 ４ 期。
魏巍：《 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幸福随谈》 ，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 什么是青年的幸福》 ，第 ２１ 页。
魏巍：《 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幸福随谈》 ，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 什么是青年的幸福》 ，第 １５ 页。
《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４ 年版，第 １ 页。

杨二荪：《 是耻辱，不是幸福》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３ 页。

李鹤村：《 怎能向往封建贵族的剥削生活》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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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享受，而精神生活却是异常空虚” 。① 第四，

福吗？ 批评者不同意这一看法。⑦ 其次，人们认

贾宝玉锦衣玉食的生活只属于他一个人，而不是

为，精神幸福胜过物质幸福。 应该指出，在物质享

全体人民。 “ 所谓非常丰富的物质生活，只是少

受和精神享受之间，虽然人们一再强调两者之间

人民的物质生活。 第五，贾宝玉的幸福生活不是

行僧。 应当承认，这些都是人们幸福生活的组成

数剥削阶级人物所享受的” ，②不是为了丰富全体

的统一，但难免偏向于后者。 “ 我们不提倡做苦

建立在自己劳动的基础上。 他本人没有创造价

部分。” 但是，“ 这些东西并不是生活的目的，它比

值，所以是一个“ 没用的人” 。③ 与此相联系，批评

之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来，只不过是次要的东西，

幸福观是错误的。

生活目的、理想、志气和情操的人，为了理想的实

者指出，贾宝玉的幸福观是“ 享乐即幸福” ，④ 这种

有时还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东西。 一个有崇高的

正是在幸福与享受的关系上，这场大讨论得

现，为了人类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吃的是粗

以深化。 有的人认为，即便从物质享受的角度看，

茶淡饭，穿的是鹑衣百结，住的是茅棚草舍，也会

贾宝玉也不是幸福的。 “ 今天我们来谈幸福的生

感到幸福” 。⑧ 人们进一步提出如下观点也是顺

果我们能生活在有现代化物质享受的城市，有一

含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内容。 一个人如果精神生活

个设备美好的温暖的家庭，有一个情投意合的理

很空虚，即使物质生活很好，也不会有什么幸福；

想的爱人，有待遇较高的职业和能够读书研究学

反之，有了革命的精神生活，即使物质生活艰苦

问的环境，那不是比贾宝玉要幸福得多吗？” ⑤ 这

些，同样会感到很幸福。” ⑨

活，就应该以现代化的物质生活条件为标准。 如

理成章的：“ 幸福不仅包含物质生活的内容，更包

个观点一方面批评了贾宝玉的幸福观，另一方面

在这次大讨论中，劳动幸福论、幸福感觉论以

此中也蕴含了诸多问题。 事实上，其后这个观点

及精神幸福和物质幸福的关系问题得到了深入

也受到了批评，正是在深入的批评中，关于幸福的

阐释。

内在维度反而得以进一步展开。 批评的要点如
下：首先，人们指出，不能离开劳动斗争讲现代化
的物质享受。⑥

第一，这期间，有的人对劳动就是幸福提出了
质疑，值得重视。

有批评者指出，根据作者的逻辑

如上所述，这个时期，主流观点认为“ 劳动就

反过来看，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却“ 不很幸福” 了，

是幸 福” ， “ 艰 苦 奋 斗 就 是 幸 福” ， “ 享 受 不 是 幸

因为仍有不少的人（ 特别是住在偏僻山区的人）
没有电灯、电话使用，很多人没有汽车、洋楼、收音

福” 。 有的读者不同意这种观点：“ 我认为，劳动、
艰苦奋斗是手段，享受、幸福是目的。 如果偏要说

机、电冰箱、沙发、弹簧床，很多人在农村或中小城

劳动就是幸福，艰苦奋斗就是幸福，享受不是幸

市而不是在“ 有现代化物质享受的城市” ，“ 家庭

福，那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不能令人信服

一个普通劳动者，而不是有“ 待遇较高的职业” ，

 反对者认为，到

到最大收获这个方向前进的。” 

设备” 并不“ 美好” ，更多的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

的。 因为我们总是朝着不劳动或少劳动而能够得

更多的人为了支援农业生产而离开学校，放弃了

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以不劳动或少劳动。 现

“ 研究学问” 的良好“ 环境” 。 难道这些人都不幸

在建设社会主义，大搞机械化、电气化和技术改

①

李鹤村：《 怎能向往封建贵族的剥削生活》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５ 页。

③

李鹤村：《 怎能向往封建贵族的剥削生活》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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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鹤村：《 怎能向往封建贵族的剥削生活》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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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大家的劳动。 那么，按“ 劳
动就是幸福” 这种逻辑来推论，我们不是朝着不
幸福的方向走去吗？ “ 其实，我们流血牺牲进行

革命的目的，我们辛辛苦苦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 如果不

的一条重要线索，⑤ 但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讨论
中却付之阙如。

其次，劳动之所以还不能成为享受，这是由不
合理的社会制度导致的。 “ 劳动本身，本来就是
一种享受，只是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才成为痛

是为了这些，我们革命还为了什么？ 如果说享受

苦的事情，而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劳动就能恢复

不是幸福，就等于说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让

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享受。” ⑥ 可见，改变不合

大家幸福，而是为吃苦革命，为吃苦奋斗，这不是

理的社会制度，劳动就能成为享受，这也是上文所

荒谬的结论吗？” ①同样的质疑还有：有的人指出，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坚持劳动幸福论就会产生
矛盾：“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革命成功了，再谈不
上什么革命了，不再需要如火如荼的斗争了，繁重
的劳动也消灭了，人们都过着安乐、美满、愉快的
生活，岂不是没有幸福可言了？” ② “ 按 照 这 种 逻
辑，岂不是说，奴隶社会是最幸福的吗？ 岂不是
说，死去的人比活着人更幸福吗？” ③
对于 如 上 批 评， 不 同 观 点 的 回 应 是 这 样 展
开的：
首先，劳动创造了未来的幸福。 人们指出，将
“ 艰苦奋斗就是幸福” 这句话看作一种 “ 精神安
慰” 和“ 鼓动语” ，这是错误的。 “ 试想，没有革命
先烈的前仆后继和革命前辈的英勇奋斗，我们哪
里会有今天？ 如果我们不继续艰苦奋斗，又怎能
有美好的将来？” ④ 这里的逻辑是，现在的幸福是

揭示的阶级斗争为什么能够创造幸福的观点的延
续。 但为什么如此？ 对此还是没有清楚说明。
再次，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是自觉自愿的，
因此是幸福的。 换言之，完全自觉自愿地从事劳
动，劳动才能成为一种快乐。⑦ 结合上面的回答，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回答真正解释了劳动本身为
什么是幸福的、快乐的。 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社
会制度的束缚已经不存在了，人们真正自觉自愿
地进行劳动创造。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回答是对
上述回答的继续，弥补了其不足之处。
第二，人们对幸福感觉论进行了深入反思。
有人质疑美好感受就是幸福的合理性。 将幸
福等同于快乐，其实就是将幸福感觉化了。 他们
指出：“ 如果一个人只能像工具一样为别人的幸
福活着，并把它理解为幸福，这不过是用一种思想

前人劳动创造的结果，未来的幸福则需要我们当

意识去给幸福、快乐等下定义罢了，这并不是真正

代人去奋斗。 但是这个回答还是没有说清为什么

的幸福，不是人的感觉器官能真正感受到和愿意

艰苦劳动本身就是幸福。 应该指出，很多回应都

接受的美好感觉。 比如说，你替别人锄了地、种了

是如上思路，并没有有效回应质疑。 反对者完全

菜，别人得到你所种的菜，当然感到快乐；但是，这

可以针锋相对地回应：我们姑且承认现在的劳动
可以创造未来的幸福，可是现在劳动的人的幸福
何在？ 这个问题暗含着要将幸福的主体落实到个

对你自己来说却是辛苦。” ⑧ 其实，这个质疑还包
含着主体 － 工具的矛盾。 对此，人们予以了明确
揭示。 有的人提出，他并不反对要为人民服务，但

人，并且将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结合起来的要求。

是，“ 我只是想，作为一个有感觉的人，他应该有

事实上，这正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幸福观发展

他自己独立存在的需要和美好的感受，而不能完

①

张知本：《 消除剥削阶级享乐主义的影响》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１７ 页。

③

陈丁：《 活得好，才是幸福》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７５ 页。

②
④
⑤

陈丁：《 活得好，才是幸福》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７５ 页。

朱绍君：《 小家庭不如大家庭》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２７ 页。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讨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幸福观时并未展开这条线索，主要考虑是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将使得全文过于枝

蔓。 这个问题是需要另文探讨的。
⑥

王子才：《 劳动正日益成为一种享受》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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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求知：《 想不通的问题》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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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全成为只为别人活着的工具，他对别人应该

留在精神安慰上是不行的。” ⑥ 这个观点受到了多

有所贡献，而自己又应该自由自在地生活，并按照

方面的批评。

自己的愿望去追求美好的感受，这才是幸福” 。①

首先，批评者指出，从阶级分析法出发，强调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人们明确提出不能将自己当

物质幸福、忽略精神幸福，这是个人主义的幸福

作工具，他们主张人要成为主体。 这也与上文涉

观。 人们指出，有的个人主义者 （ 如具体例子中

及的幸福的享受、幸福的当下性和未来性的关系
等问题密切联系，但这里暂不展开。

然而，人们回应的重点不在主体 － 工具论上，

而在幸福感觉论上。 人们提出感觉也是有阶级性
的，“ 人的感觉不仅决定于外界的事物，同时也决
定于人的阶级立场。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的阶

的陈丁君） 认为“ 生活享受好才是幸福” ，“ 这个结
论完全下错了。 根据上述的道理，我倒觉得不能
说活着是为了享受，或者说享受就是幸福，说来说
去，万变不离其宗，陈丁君所抱的幸福观都始终越
不出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幸福观的

级立场不同，对于外界事物的感觉住往是有差别

雷池半步” 。⑦ 大讨论的主持者《 南方日报》 编辑

的” 。② “ 一样的眼睛，一样的鼻子，一样的耳朵，

人的物质享受，而把精神生活视为可有可无的东

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头脑，是思想感情，
而这些又是由阶级立场、阶级地位、阶级意识决定
的，思想感情在追求什么，寄托在什么问题上，他
们就会感到什么是幸福的，什么是痛苦的。 不同
的阶级有不同的人生观，有不同的幸福观，超阶级
的所谓‘ 好的感觉就是幸福’ 的说法是根本错误
的。” ③所以，认为劳动是艰苦的，这种感觉本质上
是资产阶级的。④
从其后幸福观的发展来看，人们并没有完全
抛弃将幸福和感觉结合起来的做法。 由于感觉显
然是个体性的，幸福感觉论就为将幸福落实到个

部以编者按的形式指出：“ 把幸福理解为只是个
西，这是资产阶级堕落到完全过寄生生活、醉生梦
死的没落、垂死阶级的幸福观。” ⑧
其次，强调精神幸福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
内在构成。 “ 这个社会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使人
们获得最大的满足，而且在精神生活方面是人类
历史上最美满的。” ⑨ 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地主、
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人们互相帮
助，互相友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
和战争等不合理的事情。 这本身就是精神幸福的


表现。

体提供了另一重论证。 更加重要的是，２１ 世纪以

再次，从对精神生活的界定中可见精神生活

来幸福观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在强调奋斗幸福的

不是虚幻的。 所谓精神生活，其中一个内容是对

同时，突出了幸福也是一种感觉⑤。

精神面貌的改造。 这或许是不可见的，但是，精神

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话题。

神生活，就是指人们的政治生活、思想生活和文化

第三，在这场幸福观大讨论中，物质和精神之
有人提出：“ 人总要过好的物质生活的，只停

 还有，“ 所谓精

面貌的改变可以促进劳动实践。
 他们本身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西北

生活” 。

①

尤植华：《 我就是工人阶级的“ 工具” 》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５３ 页。

③

严克柔：《 “ 人生就是感觉” 吗？》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６８ 页。

②
④
⑤

严克柔：《 “ 人生就是感觉” 吗？》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６８ 页。
余昭：《 感受是有阶级烙印的》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５７ 页。
这充分体现在下文将讨论的《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中。

⑥

春燕：《 精神生活只是一种安慰》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７３ 页。

⑧

李鹤清：《 我在旧社会所受的痛苦》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１０１ 页。

⑦
⑨










李少文：《 追求享受并不能导向幸福》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８８ 页。
李少文：《 追求享受并不能导向幸福》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８８ 页。
李少文：《 追求享受并不能导向幸福》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８８ 页。
李少文：《 追求享受并不能导向幸福》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９０ 页。
曹泽夫：《 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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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之类的“ 无形的东西” 。①

数量上有很大的突破，而且从内容来看，也从原先

最后，精神生活非常重要，而且起统率作用。

对领袖的颂扬、对国家方针政策的肯定和论证，转

人们指出，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因为政治是统

为对具体学术问题的讨论。 而且，有的文章显然

率，对人们的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②

思想是

灵魂，人们的思想决定人们的行动。 有好的思想
才能有好的行动。③ 而且，人之为人，决定了幸福
问题尤其是精神幸福的重要性。 “ 人之所以成为
万物之灵，就因为人是有头脑的、有思想的。 人之
所以觉得有幸福，正是因为他有思想的缘故，其他
动物是无所谓幸福不幸福的。” ④ 在对这场幸福观
大讨论的总结中，其中一个观点是，“ 高举精神生

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比如发表于 １９７９ 年《 读
书》 杂志上的《 幸福在人间略谈———〈 十日谈〉 的
社会意义》 ⑧ 就是有所指涉的。 改革开放对于当
时的中国几乎有如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
这篇文章使幸福从天上落实到了人间，发出了典
型而明确的信号。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很多

活第一的旗帜” 。⑤ 精神幸福的重要性还源于对

讨论幸福的文献的基本格局仍然是上文所述的那

幸福的界定中。 “ 幸福这个名词是属于思想感情

种旧模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人们对幸福的理解的

的范畴，是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 那么，

特点可以从雷锋的幸福观中窥见端倪。 雷锋在日

它所要反映的，是全部的社会生活，而绝不是生活

记中写道：“ 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

的一个片段。 而人的生活，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
括精神生活。” ⑥

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
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 ⑨ 人们

这场幸福观大讨论最后得出的一个总的观

认为，“ 这样深刻、生动的语言，完整地体现了共

点：“ 无产阶级是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统一论者，

 这个判断一定程度

产主义的幸福观、人生观” 。

又是集体幸福第一论者，无产阶级是精神生活和
物质生活统一论者，又是精神生活第一论者。 我
们深知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的理想，决心要在全
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使全人类达到幸福的最高境
界，这种革命理想成了我们的最崇高的精神生活。
因此，我们就把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劳动、斗
争，作为人生的最大幸福。” ⑦ 很长一段时期内，这
种幸福观成为社会主义幸福观的主流。
三、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建国初期幸福观的延续
进入改革开放之后，关于幸福的著述，不仅在

时也可以看到对劳动的肯定，在物质和精神的关
系上突出精神的维度，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
关系上突出集体主义。 建国初期对幸福的基本观
点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得到了贯彻、延续和强调。
第一，强调幸福的基础是劳动创造。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是艰苦的，不能说成幸
 对此人们展开了批评，认为劳动创造才是

福。

幸福的源泉。 “ 在社会主义社会，享福和造福，享
受和创造是分不开的。 幸福不仅包含着享受，更
 人们明确指

重要的还在于劳动、斗争和创造。” 

①

曹泽夫：《 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９７ 页。

③

曹泽夫：《 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 ，载《 南方日报》 编辑部编：《 幸福观讨论集》 ，第 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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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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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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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栋：奋斗幸福：建国七十年的幸福观

出，“ 幸福的生活只能通过艰苦的劳动来创造” 。①

都得 不 到 生 活 的 快 乐， 也 感 受 不 到 真 正 的 幸

人们认为，“ 幸福就在创造和斗争之中。 对幸福

福。” ⑤更有人明确提出：在为人类的贡献中享受

的感受，不仅是在创造之后，而且就在不断实现自

幸福。⑥

己的目标和理想的劳动和斗争中，或者说，从事创

第二，将社会主义幸福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

造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② 道理就在于，在社

相联系。

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在建设

人们明确指出，“ 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幸福

新社会的劳动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

观的核心” 。⑦ 个人的幸福是在争取集体幸福的

挥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看到自己改造客观
世界和为人民服务的力量，从而认识到自己生活

过程中获得的。 “ 实际上，道德基础不是对个人
幸福的追求，而是对社会整体幸福的追求，即对民

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必然会领受到人生的美好和

族、阶级、人类幸福的寻求，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赢

幸福。 这是一种更丰富、更深刻、更持久的幸福感

得个人的真正幸福。” ⑧人们指出，“ 幸福问题说到

受。③

从中也可以看出，劳动创造之所以是幸福

的源泉，也是因为劳动创造的成果是为集体服务，
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和人们的幸
福去劳动，去创造，这乃是人生的最大幸福。” ④
换言之，人生的幸福不仅在追求自己的幸福
之中，而且主要在追求人民的幸福之中，以及建设
富强的国家的过程中。 这就将幸福和集体主义、
共产主 义 等 联 系 起 来 了。 对 此， 下 文 还 将 继 续
展开。
另外，和建国初期一样，人们还是认为，奉献
会带来幸福：“ 既然人生价值观的天平上，一头是

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也就是说，个人幸福依赖于
社会整体的幸福，社会整体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
前提，是实现和发展个人幸福的保障” 。⑨ 社会幸
福的最高表现是共产主义。 “ 争取社会进步和全
体人民的幸福，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人生观
的崇高奋斗目标。 同这种人生观相联系的共产主
义道德的幸福观，是以集体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坚
持把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结合起来，把为大多数


人谋利益看成是最大的幸福。” 

然而，仔细辨别就可以发现主张幸福的社会
性和主张幸福的内在性、精神性之间存在一定的
 因为世界上存在个体的人，而不存在一

紧张。

奉献，而另一头则是索取，但索取最终只能给人带

般的人，或者说，对于社会而言，并不能说有幸福

来痛苦和不幸。 所以，只有奉献才能给人带来真

感。 因此，所谓幸福的社会性，恐怕主要指的是实

正的幸福。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能主

现幸福的手段是社会的。 对此，“ 马克思曾经说

动地劳动创造，而动物则是被动地索取。 现实生

过，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

活中，一味追求利益的人感到生活得空虚、寂寞，

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

索取的愿望越大，越是感到不满足。 利欲熏心的
人是自私的、渺小的，更是可悲的。 因为他一辈子

 不过，人们也从精神幸福的角

手段才能达到” 。

度来解释精神幸福为什么也是社会性的。 “ 个人

①

余心言：《 人往高处走———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６３ 页。

③

陈劳志：《 共产主义道德读本》 ，第 １１７ 页。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陈劳志：《 共产主义道德读本》 ，第 １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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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在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中做出贡献，得到人

一，将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相协调，并且突出了物

民的尊重和赞誉，才能在精神上感到充实，在内心

质和个人的维度；同时，与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相

真正得到幸福的感受。” ① 显然，如此解释也并不

一致，指出劳动固然是创造幸福的源泉，同时也不

意味着精神幸福由一个社会性（ 集体性） 的主体

应该否定社会改革对于创造幸福的重要意义。 对

加以感受，这种说法只是指出了精神幸福的产生

此的展开则需要另文了。

离不开社会的机制。
以此 为 基 础， 人 们 看 到 了 幸 福 的 崇 高 性。
“ 人们常常把为事业的奋斗和理想的实现看成是
最大的幸福。” ② 显然，崇高性是和劳动创造以及
实现共产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第三，强调幸福的内在化、精神化。
这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主

四、２１ 世纪的回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学界一方面继续延续

８０ 年代的幸福观，另一方面，在幸福观上开始出
现具有时代特色的新观点。 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 纪
初，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电视剧《 贫嘴张大民的幸

张。 人们指出，“ 概括起来说，所谓幸福，就是人

福生活》 又 以 生 动 的 形 象 展 示 了 新 时 期 的 幸 福

们在创造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实践

观，引起了社会的热议。

中，由于感受到或理解到一定需要、目标和理想的
实现而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 它既是对生活的愉
快感受，也是对生活的肯定评价。 它既可以是对
全部生活而言，也可是对人生某一阶段，或生活的
某一方面的感受和评价” 。③

人们一再强调，“ 幸福，从一般的意义上说，

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获得满足的愉快
感受” 。④ “ 幸福是个人对自己一生全部生活的总
的评价和感受。” ⑤这些都是将幸福内在化了。 进
而，人们认为，精神方面的幸福比物质方面的幸福
更重要。 “ 人们的社会生活需要，不仅仅是物质
方面，精神生活的充实和高尚，也是幸福的一个必
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而且，它是比物质生活方面

这部电视剧改编自作家刘恒的同名小说，讲
的是北方某地区中年男子张大民少年时期便失去
父亲，和母亲以及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娶妻生子，
经历时代变迁的故事。 他调动一切生存智慧，应
对生活中的种种困境。 比如，居住条件逼仄，他想
方设法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显示了处于底层的一
个小人物的智慧。 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从世俗的
角度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幸福观。
对此的解读不一而足，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世
纪转折时期人们幸福观的多样化。 这部电视剧受
到热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们再次回归中国传
统智慧式的幸福观，这种幸福观的特征就是强调

的幸福更高层次的幸福。 ……只有物质生活的满

幸福就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 《 中庸》 所说的“ 极

幸福。” ⑥

需将此处的“ 高明” 置换为 “ 幸福” 即可。 而 “ 中

足，没有充实和高尚的精神生活，就谈不上真正的
以上幸福观主要延续了建国初期以来的幸福
观，并无根本的变化。 但是，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幸
福观总体上在延续了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传统的
情况下，还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即将劳动创造幸福
和享受幸福相结合，将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相统

①

吴秀永：《 谈古论今话道德》 ，第 １１５ 页。

③

陈劳志：《 共产主义道德读本》 ，第 １１３ 页。

②
④
⑤

４８

⑥

高明而道中庸” 可以成为这种幸福观的注脚，只
庸” 取的是日用常行义。

有的评论者指出：张大民 “ 他先天营养不足

（ 文化知识学习不足） ，后天压力巨大（ 生活压力
巨大） ，没有雄心大志，也无英雄气概，然而定位

准确，立足本职，平常人怀平常心，懂得珍惜已有，

陈劳志：《 共产主义道德读本》 ，第 １１３ 页。
冒君刚：《 共产主义道德问答》 ，第 ２８ 页。

肖雪慧：《 幸福是个总体性道德范畴》 ，《 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５ 年第 １ 期。
陈劳志：《 共产主义道德读本》 ，第 １１５ 页。

蔡志栋：奋斗幸福：建国七十年的幸福观

不做过高企求，寻找生活真谛，追求朴实的幸福。

生活不抱奢望，对微小的生活目标穷追不舍，不获

其幸福可概括为：家有贤妻爱子，孝敬高堂父母，

不休的小人物，一个永远对生活充满了乐观向上

兄妹和睦相处，不求奢侈，但求温饱。 这种乐融

精神的小人物，一个看上去不起眼儿却魅力十足

融、甜蜜蜜、暖洋洋的生活观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

的小人物！” ③“ 穷追不舍，不获不休” 的说法显然

提示了生活的‘ 本真’ 。 在追求幸福生活的历程

是对劳动、奋斗的另一种表达。

中，传统文化的积淀与卑微的社会地位使其性格

第二，肯定精神幸福的重要性，甚至走向了幸

中表现出既有民族文化的优根性，又有民族文化

福感觉论。 张大民在物质上是极度匮乏的，他的

的劣根性，而以优根性为核心的这种一元为主、二

幸福以劳动为基础，但在有限的条件下，劳动所能

元对立的矛盾特征。 一方面，他勤劳、善良、憨厚、

带给他的物质财富也是有限的。 但张大民并没有

朴实、节俭，怀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重义轻利的美

因此而怨天尤人，而始终是一个乐天派。 对此，从

德，有顽强的生命意志。 另一方面， 他又有家本

上文所引张大民的扮演者梁冠华的话中就体现了

位、夫权意识。 在他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中透露了

这点。 在此，精神性的幸福成为张大民的幸福观

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的一点消息” 。①

这个解

的主流。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张大民的幸福在一

读的重点在于，一方面，突出了幸福的平凡性，这

定程度上又是与时代对幸福的反思存在差距的。

是改革开放进入纵深期之后的时代精髓，一般群

这个时代的学术界已经认为精神的幸福应该以一

众放弃崇高的英雄追求，回归普通的生活。 另一

定的物质幸福为基础，两者之间应该匹配，否则就

方面，突出了在日用常行中获得幸福，而这正是中

会陷入阿 Ｑ 式的自我欺骗。 从这个角度看，张大

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民的精神幸福难免有苦中作乐之叹。 关于这点，

然而，这并不能说在张大民的幸福之中就完

张大民的扮演者梁冠华的反思从一个角度予以了

全没有了建国初期以来幸福观的痕迹了。 这些痕

佐证。 他说：“ 没演之前，对幸福的感觉也是比较

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虚幻、茫然。 戏演得好，大家都夸？ 涨一级工资？

第一，虽然张大民身处底层， 有嘴巴贫的缺

现在也还是说不清楚。 其实幸福是自己的一种心

点，但是，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坏人。 他的微小的

理感觉，你觉得这样满足了你就幸福了。 张大民

幸福还是建筑在劳动的基础之上的。 他始终没有

有一些阿 Ｑ 的东西，如果他不阿 Ｑ，这个家就维持

好吃懒做，而是通过改变现状来获取幸福的。 比
如，在有限的居住环境内改变家具的布置，来给每

不下去。 得自己给自己宽心，否则他永远都得愁
眉苦脸。” ④

一个家庭成员自己的居住空间。 他给自己在庭院

然而，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人要活着，没有

里盖了一间房，甚至把一棵树包围在了房子里面。

幸福的心理感觉又怎么行？ 人们究竟是要责备这

这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他的创造性。 换而

种感觉，还是要责备不充裕的物质条件？ 何况充

言之，无论如何，人们是赞赏以劳动为基础的幸福

裕的物质条件本身也是需要人们自己创造出

观的，反对完全享乐型的幸福观。 对此，电视剧的

来的。

导演也指出：“ 张大民这个人物他总能用乐观面

总之，劳动创造幸福，对于这点，主流意识形

对困难，用现代生活的机智化解困难，这种感觉就

态也一再予以强调。 在十九大报告中，“ 获得感

是幸福的。” ②这里的重点是“ 化解” 。

后面加上了 ‘ 幸福感’ 和 ‘ 安全感’ ，意义十分重

张大民的扮

演者梁冠华也说：“ 张大民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对

大。 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角度看，

①

曾耀农、麻德高：《 从张大民的幸福观看民族文化的优根性———浅析〈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 ，《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２００１ 年

②

解玺璋：《 张大民：群体精神的历史演化──电视剧〈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文化评析》 ，《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２ 期。
③

谢伟才：《 塑造粟裕将军艺术形象的体会及思考》 ，载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编：《 新世纪电影表演论坛（ 下册）

第八届“ 电影

表演艺术学会奖” 文集》 ，中国电影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５０ 页。
④

杨子：《 焦点名流》 ，广州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２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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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三感’ 并列相连使人民美好生活具有更加丰

幸福论。 结合上文的论述，可见习总书记的主张

富的内涵” 。①

一方面继承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另一方面

２０１８ 年的新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

春团拜会上说：“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 奋斗
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

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高扬了奋斗的旗帜，引领人
民群众走上幸福之路，揭开时代新篇章。

福的人生” 。② 这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重申了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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