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党文化既是一个政党的旗帜袁 也是一个政

党的灵魂袁发挥着对外展示政党形象尧对内凝心聚

力的功能遥 正是鉴于此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

十分重视政党文化的构建遥 野95 年来袁中国共产党

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

成的艰巨任务袁 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

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袁 并坚持在实践中不

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遥 冶[1]其中在政党文化的

构建中袁 较为重要的举措就是充分运用各种政治

仪式渊如入党仪式尧集会仪式尧纪念仪式尧阅兵仪

式尧祭奠仪式尧庆典仪式尧入职仪式等冤来承担政党

文化的野生成尧再造尧反复确认尧强化冶这一基本性

的任务[2]渊P19冤遥毕竟作为一种野体现社会规范尧重复

性的象征行为冶[3]渊P11冤袁 政治仪式既能够使组织倚

重其象征性的表达促进内部成员获得认同感和凝

聚力袁从而构建和强化对组织的归属感[3]渊P21-24冤曰
也可以通过这种象征性的传达使外部成员接受政

党文化政治社会化的实践袁 从而形塑一种以政党

文化为指导的价值观袁 并在行为中达到政党文化

所期望的效果遥 今天袁以民主革命时期党所开展的

祭奠仪式为切入点袁 重点考察和分析其在政党文

化构建中的运用及其功能情况袁一方面袁有助于深

刻认识政党文化和政治生态环境变革之间的关

系袁 从而树立立足于变迁的政治生态环境来推进

构建创新的政治文化思想曰另一方面袁在于野见微

知著冶 以获得如何通过政治仪式来推进构建政党

文化及其政治社会化的规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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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民主革命时期祭奠仪式在中共
政党文化构建中的运用特征

野祭奠仪式冶是为追悼和敬意逝者而按照一定

的程序和形式进行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方式遥
民主革命时期袁 中国共产党人核心的政治价值诉

求就在于争取民族独立和追求人民解放遥 为了这

一价值诉求的实现袁 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尧 洒热

血袁书写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遥 一定意义

上说袁 他们的行为促进了政党文化由知识真理价

值功能向实践真理价值功能的转换袁 推动着社会

政治生态环境的不断变革遥 同样袁他们的行为在传

递政党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袁 基于社会政治生态

环境变革的实践而创造和凝练出的新的政治符号

又不断地充实和丰富着政党文化遥 而从政治社会

化的维度来看袁 在一定时空情境下开展的祭奠仪

式都会对直接或间接性参与的成员产生一种情感

的激发并进而影响他们的认知观遥 野仪式可以被视

作一种修辞形式袁 讯息通过复杂的象征操演得以

传播遥 噎噎它营造出的情感氛围使得仪式中的讯

息令人心悦诚服袁 因为它的营造方式看上去是那

么的浑然天成遥 冶[3]渊P117冤因此袁民主革命时期党对

祭奠仪式的运用袁 不仅仅在于对逝者的追悼和敬

意袁 也在于通过祭奠仪式实现政党文化和政治生

态环境之间的一种有机衔接袁 还在于借助祭奠仪

式来加速政党文化在党内由主导向主流地位尧在
党外向社会文化形态的转变遥 正是由于民主革命

时期中共政党文化的特殊具体性以及政治生态环

境变革的艰巨复杂性袁 致使祭奠仪式在中共政党

文化构建中的运用体现出既不同于过去统治阶级

主持的类似仪式袁 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

举办的相似仪式的一些差异性特征遥 具体表现为院
1.从祭奠对象来看具有广泛性的特征遥如以祭

奠对象的所处时代来划分袁 既有古代的历史人物

渊如黄帝尧成吉思汗等冤袁也有当时的现实人物曰以
祭奠对象的国籍来划分袁既有来自于国内的袁也有

来自国外的渊如白求恩尧柯棣华等冤曰以祭奠对象的

政治面貌来划分袁既有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袁也有

来自于中国国民党和民主党派的甚至一些是无党

派的袁如孙中山尧张自忠尧鲁迅尧李鼎铭尧闻一多尧李
公朴等曰 以祭奠对象的地位身份来看袁 既有领袖

渊如马克思尧列宁等冤尧杰出人物袁也有普通民众渊如
张思德等冤曰以祭奠对象的职业来看袁分布在党政

军民学等各行各业等等遥 从中共政党文化构建的

维度来看祭奠对象的广泛性袁 一方面反映出当时

政党文化核心价值诉求的实现路径即社会生态环

境实践变革的艰辛袁它需要不同阶级尧阶层的民众

戮力同心曰另一方面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

是充分吸纳了对不同英雄人物产生深远影响的诸

多类型文化精华的产物袁 是对这些英雄人物行为

的精神及其品质给予高度凝练和提升的产物遥 也

正由于此袁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也越来越被广

大民众所接受和认可袁并内化为品质信念尧外化为

行动指南遥
2.从祭奠时间来看具有灵活性的特征遥有的是

采取了及时性的祭奠袁如对白求恩尧张思德尧左权尧
刘志丹尧李鼎铭尧张浩尧冼星海尧闻一多尧李公朴等

人的追悼哀思袁以及对新四军平江惨案遇害烈士尧
野四八冶烈士的追悼等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曰有的

是开展了适时性的祭奠袁如对于黄帝陵尧成吉思汗

陵的祭奠等就是典型曰 有的是进行了延迟性的祭

奠袁如对于彭雪枫逝世的追悼以及 1945 年 6 月对

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者的追悼等就是实例曰 还有的

是周期性的祭奠袁如对马克思尧列宁尧孙中山尧鲁迅

等逝世的定期性纪念就是例证遥 这种祭奠时间上

的灵活性袁 恰恰说明了当时的祭奠仪式作为政治

仪式的一种类型袁 它是受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

素等在内的政治环境的影响袁并且影响是多重尧复
杂的袁即野不同的具体因素被以不同的方式和路径

输入政治仪式袁 使得政治仪式呈现出一种环境的

浓缩和复合的状态冶[2]渊P92冤遥 如有的祭奠仪式属于

延迟性的袁 其中原因在于祭奠时间和条件的不成

熟曰有的属于适时性的袁其中在于特定条件下政治

生态环境变革的迫切需要等等遥 而从政党文化的

构建维度来看祭奠时间的灵活性袁 折射出政党文

化构建本身的灵活多样尧与时俱进性袁不同时期召

开的祭奠仪式所体现出的象征价值或是对政党文

化内在的强调尧 坚守曰 或是对政党文化内在的补

充尧增添曰或是对政党文化内在的丰富尧完善等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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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祭奠方式来看具有多样性的特征遥如以祭

奠对象数量来划分袁有的属于单一型祭奠袁有的属

于复合型祭奠 渊如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

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尧追悼野平江惨案冶死难

烈士大会尧1942 年举行的纪念并追悼抗日阵亡将

士大会等就是代表冤遥 以祭奠载体来划分袁有的属

于召开追悼会的会议祭奠袁有的属于文本祭奠袁有
的属于会议和文本合一的祭奠曰 即使属于文本祭

奠的袁有的以悼词尧挽联为主袁有的以唁电为主渊如
对张季鸾尧李公朴尧闻一多的逝世袁就是采取电唁

哀悼的方式进行的冤袁有的以纪念性文章为主渊如
为追悼和敬意邹韬奋尧冼星海袁当时的叶解放日报曳
就专门开辟栏目或出版特刊发表纪念文章冤等遥 这

种多样性特征体现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希望借助

于各种具体的祭奠形式或载体袁 在尽可能的条件

下去推动政党文化的构建及其政治社会化的实

践曰同时袁在这些实践中使祭奠仪式所体现出的象

征价值既能重点突出渊如单一型祭奠冤袁又可以合

并强化渊如复合型祭奠冤遥
4.从祭奠规格来看具有高级别性的特征遥以祭

奠的规模范围和出席特别是主持祭奠仪式的人员

级别这两项衡量指标来看袁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

产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总体上属于规模大尧 范围

广和出席特别是主持人员级别高的类型 渊如 1938
年 7 月 7 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

难同胞大会袁毛泽东出席大会并敬献挽词曰1939 年

12 月延安各界举行了追悼白求恩大夫群众大会袁
王稼祥和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特地到会并讲了

话袁 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挽词曰1945 年 2 月中共中

央尧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为彭雪枫召开追悼大会袁毛
泽东亲自参加并亲笔题写挽词曰1945 年 6 月 17
日袁 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人士举行中国革命

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等等冤曰虽然有一小部分或规模

不大尧 范围不广但是出席特别是主持人员级别高

渊如 1944 年 9 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

的张思德追悼会袁 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发表

悼念讲话冤袁或有的出席或主持人员级别不是特别

高但是规模大尧范围广渊如 1937 年 4 月 5 日为了

祭奠中华民族祖先黄帝陵袁 中国共产党派出的公

祭代表只是林祖涵袁 但是毕竟这是国共两党首次

共同公祭袁 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强的影响力冤遥
这种祭奠规格的高级别性袁 体现出党对祭奠对象

行为表现的高度认可尧赞扬袁而每一次祭奠中对其

行为所蕴含精神品质的概括凝练袁 更折射出党对

政党文化的构建的重视袁 希望借助于祭奠仪式让

受众者自觉地坚持和实践由众多逝者行为品质凝

聚和铸造的政党文化价值信仰袁 最终从根本上推

动政治生态环境的彻底变革遥

二尧民主革命时期祭奠仪式在中共
政党文化构建中的功能价值

上述部分更多地是将祭奠仪式赋予政党文化

构建这一角色时袁 探讨其在这一角色扮演中所呈

现出的特征袁 从而也间接地展示出民主革命时期

政党文化构建的一些特质和规律遥 这种角色所具

有的功能有哪些袁 又是如何发挥功能来巩固和强

化这种角色袁则还需要进行微观具体的分析遥 不同

的视域有不同的回答袁 但是如以政党文化内在结

构成分作为基点袁考察祭奠仪式对政党意识形态尧
政党行为方式尧政党心理取向尧政党外在形象等政

党文化要素的具体性作用袁 将是一个有效而直接

的方法遥
1.从政党意识形态来看袁祭奠仪式发挥着确证

和充实的功能价值遥 所谓政党意识形态指的是一

个政党就其指导思想尧 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等方

面所给予的 野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

形式冶[4]遥 而毫无疑问 野仪式是传播各种符号的载

体冶[5]渊P117冤袁野仪式不能没有符号袁仪式通过符号传

播才能成为仪式袁 符号是仪式达到目的的手段冶[5]

渊P116冤袁这就决定了民主革命时期党所开展的祭奠

仪式不是单纯而存在的袁 它通过各种符号象征的

展现和再生产来明确和丰富政党意识形态袁 从而

为民众认知尧 理解进而内化政党意识形态提供了

重要的路径遥 这点在祭奠仪式所运用的一些文本

载体及其文字符号上获得了充分的体现遥
对于政党指导思想的确证和充实上袁 党所开

展的祭奠仪式明确宣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袁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内涵尧本质尧内容及

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尧 马克思主义与孙中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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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义等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刻而丰富的阐

释遥 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立党之本方面的确定袁
1927 年在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所起草的材料中袁
方志敏认为野列宁逝世已三周年袁但他不朽的精神

和伟大的主义袁 永远活着在每个被压迫的人民心

中浴 我们只有接受他的主义袁在列宁主义指导之下

奋斗袁才能得到胜利冶[6]渊P217冤袁高呼野接受列宁主义

的指导冶尧野列宁主义万岁冶[6]渊P218冤浴1933 年袁中共中

央在叶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曳中指

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野已成了全世界无产阶

级和一切劳苦群众争求解放的旗帜和武器冶[7]遥 对

马克思主义内在本身方面的分析袁如 1926 年在列

宁逝世两周年纪念时袁 李大钊就明确列宁主义是

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冶[8]曰
1933 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时袁 中共中央

所发告民众书中强调马克思主义 野是马克思的见

解和学说的系统袁是人类一切伟大思想的结晶袁是
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和冶[9]曰1938 年 5 月 5 日袁
叶新华日报曳在所刊发的社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

野直接继续着哲学尧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伟大

代表者们的学说而产生出来的冶[10]遥 对于马克思主

义与列宁主义尧 孙中山三民主义等之间关系的探

讨袁前者如 1925 年中共四大所发表的叶对于列宁

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宣言曳袁强调野列宁不但把解放

全世界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众的理论袁 革命的马

克思主义袁 从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垄断下挽救出

来袁 他并且已经应用到实际上去冶[11]渊P396冤袁野列宁

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冶 [11]

渊P397冤遥 后者则强调在反对帝国主义尧维护人民利

益和实现民族解放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所宣传和实

践的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具有一致

性遥 如 1925 年 3 月 15 日在叶中国共产党致唁中国

国民党要要要为孙中山之死曳 中袁 指出中山主义是

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主义冶[11]渊P402冤曰 同年 3
月 14 日恽代英发表了追悼和敬意孙中山的文章

即叶孙中山先生逝世与中国曳袁认为野当他生存时袁
他攻击国际帝国主义袁于世界革命有裨益袁全世界

弱小民族都蒙其利袁所以他死了袁世界革命也将受

帝国主义者更重的压迫冶[12]渊P646冤曰1938 年 3 月 12
日袁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

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袁毛泽东更是明确野孙先生的

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袁 实为处在半殖民

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冶[13]

渊P111冤遥
对于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的确证和充实上袁

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明确主张开展民族民主革命

以实现国家独立尧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曰同时袁体
现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联系具体阶段的实

际情况来推进的政治主张的详实丰厚 渊由于政治

主张和奋斗目标之间密切相联袁 一定程度上两者

之间是手段与目的尧具体目标与总体目标的关系袁
这也就决定了政治主张的详实丰厚也是对奋斗目

标的充实冤遥 前者方面袁如 1924 年 2 月在叶纪念野二
七冶并追悼列宁曳文中袁李大钊强调追悼列宁及野二
七冶 死难者的日子也是 野中国劳动界为人民争自

由尧 为无产阶级向军阀争自由流血的纪念日冶[14]

渊P484冤曰 1925 年 1 月叶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

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曳中袁呼吁野所受国际帝

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之剥削与压迫冶 的中国民众

起来共同努力袁以野打倒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和一切

压迫阶级冶和实现野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

族解放冶[11]渊P397冤曰1944 年 9 月在追悼张思德的会

上讲演中袁 毛泽东明确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共同的

革命目标就是野为着解放人民的袁是彻底地为人民

利益工作的冶[15]渊P1004冤遥后者方面袁以民主革命时期

党对孙中山逝世所开展的祭奠仪式最为典型袁从
祭奠的文本及其符号来看党的政治主张与特定阶

段的实际情况相联系更加具体化了遥 如 1925 年 3
月叶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曳中袁指
出 野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

动冶尧保卫南方革命根据地及肃清反动势力是当前

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而所做的两项重点工作 [11]

渊P400-401冤袁同时在致唁国民党电文中袁希望国民党

能够构建和巩固以中山革命主义为基础的统一[11]

渊P403冤遥1938 年 3 月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

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袁 毛泽东强调

纪念孙中山就是要 野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

斗冶尧野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冶[16]

渊P850冤遥 可见袁民主革命时期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

是野结合中心任务来开展的冶尧野具有强烈的现实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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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冶[17]曰反过来袁这也促进了祭奠仪式视野的拓展及

其内涵的创新遥
2.从政党行为方式来看袁祭奠仪式承载着训导

和动员的功能价值遥 所谓政党行为方式袁指的是政

党在实践生活中运用的特定的行为方法和所表现

出来的特定的行为样式遥 它属于政党文化中的行

为文化层级袁 是政党意识形态这一观念文化的外

化形式袁 这也决定了它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

党的重要标志曰同样袁它还野直接关系民众对它的

支持程度冶[18]袁野群众常常是根据政党的行为而不是

纲领和制度来判断自己是否应该支持它冶[19]遥 通过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来

看袁 为了使政党行为方式被党内外民众自觉接受

和认可袁党着重从行为身份尧行为标杆尧行为目的

等方面进行训导和动员遥 三个方面的侧重点是不

同的袁行为身份回答和解决了野为什么要做冶的问

题袁行为标杆回答和解决了野怎么去做冶的问题袁而
行为目的回答和解决了野做什么冶的问题遥

在行为身份方面的训导和动员遥 行为身份就

是行为主体在实践中所处的职位或者称之为角色

定位袁它是行为实践的基础和前提袁类似于常言的

野有位才有为冶遥 从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祭奠仪式

所使用的文本载体来看袁 虽然没有直接赋予党内

外民众何种身份袁但是通过评价逝者的身份袁也间

接性地将其转变成对民众的期望袁 希冀民众能够

如逝者一样承担类似的职位或扮演相关的角色袁
从而在行为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遥 毕竟包括祭

奠仪式在内的政治仪式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和基本

的要求袁即野参与者的身体要符合仪式对其身份的

设定冶[2]渊P185冤遥 只有这种野身体和身份的同质化冶袁
才能 野保证身体作为媒介传输权力时不会遗失附

着在特定身份上的权力信息冶[2]渊P185冤遥如对于列宁

的追悼和敬意袁将其评价为野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

切被压迫民族的首领尧教师尧同志冶[11]渊P396冤尧野世界

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冶[14]渊P484冤曰 对于孙中山的追

悼和敬意袁 将其评价为 野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冶[20]尧
野中国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冶[12]渊P645冤曰对于廖仲恺的

追悼和敬意袁将其评价为野真正的国民革命者袁是
真正能遵从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尧政策尧遗嘱而奋斗

的国民革命者袁 是真正能反对帝国主义到底以及

拥护工农群众利益的国民革命者冶[21]渊P156冤尧野忠诚

勇敢的民族革命的前驱者冶[12]渊P717冤曰 对于彭湃的

追悼和敬意袁将其评价为野群众运动工作的模范冶尧
野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尧 顶尊重的领袖冶[22]

渊P448冤曰对于白求恩的追悼和敬意袁将其评价为野一
个高尚的人袁一个纯粹的人袁一个有道德的人袁一
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袁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冶[23]曰对
于张思德的追悼和敬意袁将其评价为野为着解放人

民冶尧野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冶 的一个同志 [15]

渊P1004冤曰对于野四八冶烈士的追悼和敬意袁将其评价

为野人民的英雄尧群众的领袖尧青年的导师和坚强

不屈的革命战士冶等等[24]渊P233冤遥
在行为标杆方面的训导和动员遥 行为标杆就

是实践中为行为主体设置的标准和树立的榜样袁
它对于行为实践能够起示范尧引导和动员尧激励的

作用遥 政治仪式的本质在于野向社会提供标准化的

行为模式冶[25]袁 民主革命时期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

也毫无例外遥 在祭奠仪式中袁尤其是通过对逝者行

为品德和精神风貌的高度概括并加以训导和动

员袁给民众提供一种行为范式袁从而也从根本上回

答和解决野怎么去做冶的问题遥 如追悼和敬意廖仲

恺时袁邓中夏强调野应本廖先生的奋斗精神袁坚持

罢工到底袁 达到打倒帝国主义的最后目的冶 [21]

渊P157冤曰纪念野二七冶并追悼列宁时袁李大钊指出野他
们的精神尚引导吾人向前革命袁 以打倒军阀并国

际帝国主义冶[14]渊P485冤袁 他们的精神就是为人民争

自由的精神曰纪念孙中山逝世时袁恽代英将孙中山

的行为品格概括为野始终为民族独立奋斗冶尧野注重

人民生计问题冶尧野富于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冶等八个

方面[12]渊P641-645冤袁明确野孙中山代表全民族而奋斗

的精神袁 是永不磨灭的冶[12]渊P652冤曰 纪念彭湃逝世

时袁 瞿秋白将彭湃同志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归纳

为做群众工作的模范精神尧勇敢果断的工作精神袁
指出野我们的责任袁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

的事业冶[22]渊P449冤曰纪念白求恩尧张思德逝世时袁毛
泽东强调白求恩身上所体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精

神尧专门利人的精神以及张思德身上所蕴含的野为
人民服务冶的精神袁都是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去学

习的曰追悼左权逝世大会上袁朱德高度评价了左权

对民族对人民对革命无限忠诚的精神和对工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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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责任心尧积极性和耐烦细心的品质袁指出野他
的人格操守将永为我们未死者的模范冶[26]曰纪念野四
八冶烈士的逝世袁周恩来高度评价野四八冶烈士野为
国奔波尧为人民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冶的品质袁
强调他们的精神激励着千百万群众尧党员向着他们

的奋斗目标尧补上他们的岗位前进等等[24]渊P234冤遥
在行为目的上的训导和动员遥 权力的生产和

再生产是政治仪式的主脉[2]渊P25冤遥政治仪式中政治

参与 野只能为权力生产和再生产提供基本资源冶袁
而要使这些资源转换为权力的装置则离不开 野自
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冶[2]渊P57冤遥 这也就意味着作为政

治仪式重要类型的祭奠仪式袁 并不仅仅单纯地为

追悼和敬意逝者而举行袁 也并不仅仅是为让民众

来参与追悼和敬意逝者而举行袁 它的根本目的在

于通过祭奠仪式中的一系列象征符号的生产和训

导袁 从而动员直接或间接的仪式参与者来付诸于

行为实践袁 最终实现仪式主办者所期望的政治行

动价值遥 以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祭奠仪式为

例袁从政党行为方式来看在对行为身份尧行为标杆

进行训导和动员后袁 还就行为目的进行了训导和

动员袁教育和鼓动民众继承逝者们的遗志尧完成逝

者们未竞的事业袁 以推动中国革命的实践向前发

展遥 如在 1925 年 3 月叶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

告中国民众曳中袁号召全中国的民众野急须以猛烈

的行动告诉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要要要中国

军阀院 全中国为自由而战的民众是不死的呵冶[11]

渊P410冤曰1936 年 10 月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

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曳袁要求野全国民众一致起

来继续着鲁迅先生光荣的事业袁 继承鲁迅先生的

遗志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袁为中国大众的解

放而奋斗袁 为世界和平而奋斗冶[16]渊P105冤曰1938 年 3
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

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中袁 毛泽东呼吁大会的同

胞乃至全国的同胞要永远地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尧 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 [16]渊P853冤曰1945 年 6
月中共野七大冶代表暨延安人民代表对中国革命死

难烈士的祭文中袁 就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将领导

全国人民野战胜中国民族尧人民的仇敌冶袁野创造出

一个真正的独立尧自由尧民主尧统一与富强的新中

国冶等等[27]渊P139冤遥
3.从政党心理取向来看袁祭奠仪式具有着增强

信仰和忠诚的功能价值遥 所谓政党心理取向袁指的

是经过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内化后袁 组织及其

成员所表现出来的自觉的心理意识遥 在这些心理

意识中最稳定尧最深刻的当属信仰心理袁它是对野党
的根本价值追求尧 基本理论遵循和内在实践规约冶
的极其相信和尊敬[28]遥政治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

党文化构建及其政治社会化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袁可以说是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武器袁
是引导党的实践和建设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袁是
增强人民群众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冶[29]遥 正

是鉴于此袁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所开展的祭奠仪式

中十分重视发挥其增强政党信仰的功能袁 希望内

外民众做中国共产党信仰的忠诚实践者遥 毕竟野没
有仪式就没有信仰冶[2]渊P193冤袁野政治仪式的结构性

和功能性的核心都是权力及其合法性袁 而忠诚和

信仰分别是对权力和合法性渊权威冤的最为强烈的

精神层面的认同和服从冶[2]渊P189冤遥 具体表现为院
一是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政党信仰的坚

定性遥 信仰之所以能够与祭奠仪式密切联系起来袁
就在于人类信仰之初的野耶原发态爷的情感欲望来

自于人类对死亡的拒绝和抵抗冶[30]遥 民主革命时期

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告诉民众要征服死亡的恐

惧尧实现人的肉体的超越袁唯有坚定对人民性的信

仰袁方可获得不竭动力源曰要追寻世界的本源尧克
服实践中的困惑性袁 唯有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袁方可获得科学的指导曰要反思生存的意义尧确
立价值目标袁唯有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袁方可获

得正确的前进方向遥 而上述三个部分正是中国共

产党政党信仰的主要内容袁 并且分别解决了政党

信仰的来源性尧科学性尧价值性的问题遥 如以祭奠

仪式所使用的文本载体为考察对象袁 除了如前文

所探讨的对一些逝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推

进党的奋斗目标和具体路线方针政策的完成等诸

类行为的敬意之外譹訛袁特别注重分析了逝者之所以

能够视死如归尧大义凛然袁就在于坚持了人民性的

信仰曰同样袁强调逝者之所以能够流传后世尧永垂

不朽袁也在于坚持了人民性的信仰遥 如在叶纪念野二
七冶并追悼列宁曳文中袁李大钊强调野二七冶的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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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死袁根本原因在于野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利

益而死袁实为全国工人争回集会结社的自由袁为争

自由而死冶[14]渊P484冤遥 在叶悼张太雷同志曳文中袁瞿秋

白强调张太雷的死在于他 野觉着对于中国工农群

众的努力和负责冶尧野希望自己的鲜血袁将要是中国

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源泉冶[22]渊P390冤遥 在追悼张思德

会上的讲演中袁毛泽东指出野张思德同志是为了人

民利益而死袁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冶[15]渊P1004冤遥
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中袁 毛泽东明确

为坚持和实践人民性的信仰而死的逝者袁 不管何

时而死袁但都是人民英雄袁他们永垂不朽遥 由于人

民性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政党信仰的立足点和落

脚点袁 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和组织信仰的根本标

志曰因此袁追悼和敬意那些坚持和实践人民性信仰

的逝者袁 实质上也对直接或间接参与祭奠仪式的

民众坚定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信仰起到了示范和

推动作用遥
二是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政党信仰的忠

诚性遥 所谓信仰的忠诚性袁就是对信仰体现出来的

一种忠心和诚实情感遥 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

建设来看袁它不仅是野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伦

理袁是党性修养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内容冶[31]曰同样也

是中国共产党政党信仰的野底色冶袁忠诚源于信仰袁
忠诚是最基本的信仰遥 衡量和判断是否忠诚的标

准是多样的袁但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袁即看是否能

够经得起危难的考验遥 正如常言所说的野疾风知劲

草袁板荡识忠臣冶尧野艰难困苦尧玉汝于成冶遥 以民主

革命时期党开展祭奠仪式所运用的文本作为考察

对象袁 会发现党十分注重于描述和分析一些逝者

坚持和实践人民性信仰时的危难情境袁 旨在告诉

民众他们不是在风平浪静尧 歌舞升平而是在刀光

剑影尧血雨腥风中坚持和实践人民性的信仰曰他们

面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没有退缩畏惧尧自爱生命袁而
是迎难而上尧勇于献身遥 相应地袁以此来动员和激

励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政党信仰的忠诚性遥 如在叶吊
陈锡烈士曳文中袁邓中夏强调野陈烈士是直接死于帝

国主义的枪炮之下袁 与上海沙基等处诸烈士同冶[21]

渊P161冤曰 在 叶中国职工运动战士大追悼周之意义曳
中袁瞿秋白指出尽管面对帝国主义者尧军阀和资本

家的屠杀袁野二七冶 中的工人依然 野勇猛地向前奋

斗冶[22]渊P261冤曰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

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袁 毛泽东高度评价

抗敌阵亡将士面对民族危亡即 野敌人是倾全国的

力量来打袁目标是灭亡中国袁战略是速战速决冶时[13]

渊P113冤袁为执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而英勇奋战直

至壮烈地牺牲曰同样在 1945 年叶中共野七大冶代表

暨延安人民代表对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的祭文曳中袁
更是明确强调为中国人民革命而死难的先烈们

野所受的苦难是人类历史上空古未有的冶袁他们野冒
着枪林弹雨袁鞭扑屠杀冶与野侵略者冶尧野暴君冶尧野吃
人的制度冶 进行战斗袁 他们是 野永远无朽的冶[27]

渊P138冤遥
4.从政党外在形象来看袁祭奠仪式担负着形塑

和认同的功能价值遥 所谓政党外在形象袁指的是外

部民众对一个政党目标系统尧组织系统尧行为系统

等诸多方面的感知和评价譺訛遥 一个政党形象的好

坏袁从推动社会实践变革的维度看袁攸关这个政党

在实践变革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的程

度曰从政党自身建设的维度看袁影响甚至决定着这

个政党的生死存亡遥 可以说袁政党形象就是野政党

的吸引力尧影响力和生命力冶的野晴雨表冶和野温度

计冶[32]遥政党形象的塑造路径是多方面的袁除了最常

见的借助于政党的纲领主张尧 行为绩效表现等之

外袁 还有一个更直观的方法就是政党符号的生产

和再生产袁毕竟政党符号野总是蕴含特定的指意袁
与政党保持特殊的意义联系冶尧野充当政党价值理

念的外化形式冶[33]遥 而仪式与符号之间有密切相联

性袁如著名人类学家特纳就认为野象征符号是仪式

中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袁 它也是

仪式语境中的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冶[34]袁 此使得民

主革命时期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无形中为政党外

在形象的塑造乃至促进民众对其认同提供了重要

的资源价值遥
祭奠仪式形塑了中国共产党良好的政党形

象遥 这点可以从当时祭奠仪式中生产和传播的相

关理论符号尧 行为符号尧 人物符号获得充分的佐

证遥 如以理论符号为例袁祭奠仪式在对政党意识形

态进行确证和充实时所使用的野马克思主义冶尧野列
宁主义冶尧野无产阶级冶尧野人民群众冶尧野中华民族冶等
符号的构建及其政治社会化袁 表明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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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袁 代表着中国工人阶

级根本利益袁 同时又代表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根本利益的政党曰同样袁野阶级冶尧野阶级意识冶等符

号的生产和再生产袁 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有能力 野建构起一套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意识形

态分析理论冶的政党[35]遥以行为符号为例袁祭奠仪式

在对政党行为方式进行训导和动员时所运用的

野民主革命冶尧野阶级斗争冶等符号袁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是一个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

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政党袁 是一个勇敢于彻底改变

旧世界而建设新世界的政党曰野反帝国主义冶尧野反
对军阀冶尧野全面抗战冶等符号的构建及其政治社会

化袁 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肩负实现中华民族

解放及其伟大复兴的政党袁如野全面抗战冶就是野中
共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这一高度构建的

行动话语冶[36]曰其所使用的野为人民服务冶等符号突

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视人民立场为根本政治立

场尧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政党遥 人物符号因

祭奠对象身份尧 事迹的差异性以及具体的社会背

景等因素的影响袁 致使它们从不同的维度展示了

中国共产党良好的政党形象遥 如野孙中山冶符号的

生产袁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

革命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尧最亲密的合作者尧是
孙中山野三民主义冶的最忠实的继承者和实践者遥
野黄帝冶尧野成吉思汗冶符号的生产袁展示出了中国共

产党不是一个外来的政党而是真正能够实现中华

民族解放的政党袁是一个坚持民族平等尧民族团结

和抵抗外来侵略的政党遥 野对中共而言袁黄帝祭祀不

同于成吉思汗祭祀袁前者在对内争取中华民族代表

权与对外反抗日军侵略两方面均具有更强的象征

功能袁 而后者重在阐扬民族主义对外的一面遥 冶[37]遥
野鲁迅冶尧野鲁迅精神冶符号的生产袁表明了中国共产

党是一个富有正义尧敢于斗争尧忧国忧民的政党曰
野白求恩冶尧野张思德冶等符号的构建袁展现出中国共

产党是一个对理想信念执着追求尧 对人民勇于无

私奉献的政党曰野李公朴冶尧野闻一多冶 等符号的生

产袁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追求民主进步尧反对

专制独裁的政党等等遥
祭奠仪式促进了民众对政党形象的认同感遥

受众者的认同袁既是形象塑造的出发点袁也是其最

终的落脚点遥 而为了避免和克服认同中的消极性尧
盲从性尧虚假性或否定性袁这就需要从理念尧利益尧
情感等方面多管齐下尧多路并进袁毕竟理念认同是

前提尧利益认同是根本尧情感认同是关键遥 以民主

革命时期党所开展的祭奠仪式为例袁 由其构建的

政党意识形态明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

提下袁 将当时中国民众对民主进步的追求和对民

族解放的渴望这些价值诉求纳入进来袁 从而实现

了政党价值理念与民众价值理念之间的 野共振冶遥
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确证和传播袁实质上就是野用
一种新的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解决了儒家

思想破产后的价值危机窘境冶[38]曰 对于马克思主义

充实中所构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等袁 实质上就是

野解释现实社会和政治形态及其历史走向冶[38]曰另
外袁 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同民族主义的理念相

结合袁 以及为民族解放而大力倡导的统一战线政

治主张袁 实质上解决了民众对争取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的渴求[38]遥 从祭奠仪式中的祭奠对象来看袁
不管祭奠对象是否是中国共产党员这一政治身

份袁 只要为人民利益而勇于献身者都受到了追悼

和敬意袁 这就传递出中国共产党本身没有自己的

特殊利益的信息袁 她心中只有工人阶级和最广大

人民的利益袁 她与广大人民群众是最密切的利益

共同体遥 政党形象认同生成机制中袁固然需要价值

共振尧利益共体这些理性的因素袁但是情感共鸣和

心理上互信等非理性的因素也必不可少袁因为野从
微观层面来看袁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情感

的存在与个体的人的存在密切相关冶袁野从宏观层面

来看袁情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袁情感是推

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冶[39]遥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祭

奠仪式中所使用的一些符号袁 恰恰证明党也十分

注重情感认同的培育袁 从而有力促进乃至真正实

现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认同尧利益认同遥 如祭

奠文本中野同志冶符号的广泛使用袁其本身就内涵

着野朋友情谊基础上的深入探寻尧寻找志同道合者

的意蕴冶曰就内涵着野兄弟姐妹情谊之上的情感升华

意蕴冶曰就内涵着野尊称基础上的平等冶之意等[40]遥 如

在叶纪念野二七冶并追悼列宁曳文中袁李大钊在文中

多次使用了野同志冶这一称谓袁野军阀压迫工人何等

残酷袁为自由而战的劳动同志何等壮烈冶[14]渊P484冤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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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耶二七爷被难同志虽然死了袁然耶二七爷同志们仿佛

常常在我们面前冶[14]渊P485冤遥 瞿秋白在叶中国职工运

动战士大追悼周之意义曳中袁就用野同志冶表达对这

些战士的敬意之情遥 野我亲爱的同志啊袁你们的血

是为中国工人阶级而流的袁 也是为中华民族而流

的遥 冶[22]渊P261冤遥 同样袁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祭奠文本

中还大量地运用了野我们冶这一第一人称代词的概

念符号袁 明显拉近了作为仪式主办者即中国共产

党与仪式直接或间接参与者即广大民众的心理距

离袁也容易产生情感共鸣的效果遥 野移情等级与叙

事人称的情感表达高度相关院 第一人称 跃 第二人

称 跃 第三人称遥移情等级越高袁越适合于表达积极

情感曰移情等级越低袁越适合于表达负面或消极情

感遥 冶[41]如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

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袁毛泽东开篇就指出野今
天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的日子袁 我们

开这样一个庄严的纪念大会冶袁野抗日战争已经打

了八个月袁许多英勇将士牺牲了袁我们开这样一个

沉痛的追悼大会冶袁野这些都不是随便的与偶然的袁
有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理由冶[42]遥在叶野四八冶
烈士永垂不朽曳 祭文中袁 周恩来在结尾中就强调

野我们要继续你们遗留下来的为人民服务等精

神冶袁野我们要将一切悲痛化成团结的力量袁向一切

反动派博斗冶[24]渊P235冤浴

注院
譹訛 著名学者关海庭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信仰是以体系

存在的遥这个信仰体系呈现出三个层次 院宏观层次袁就
是奋斗目标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曰中观层次袁就是

革命和建设的价值观曰微观层次袁就是不同时期的具

体路线尧纲领和政策遥 以这种思想为参考袁本文认为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推进党的奋斗目标和具体路

线方针政策的完成诸类行为袁实质上也体现出对中共

政党信仰的坚定实践遥参见关海庭.当代中国的政治信

仰与政治发展[J].新视野,2016,(5).
譺訛 作者朱德平认为政党形象主要由目标形象系统尧组织

形象系统尧行为形象系统等几方面组成遥 其中目标形

象系统主要指政党的指导思想尧奋斗目标尧价值观念

等曰组织形象系统指政党内部各个组织的聚集尧转换尧
释放等功能发挥的程度袁以及组织各成员在各项社会

事务和社会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尧 能力水

平尧道德面貌等曰行为形象系统主要指政党组织系统

内部运作机制的规范性程度袁以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为

实现执政党的奋斗目标而展现出来的活力和效率遥 参

见朱德平.论新形势下党的形象建设[J].探索,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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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Memorial Ceremonies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in Construction of CPC爷s Political Culture

ZHU Qing-yue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 Anhui, 235000)

Abstract: The party culture is, in essence, the thought and soul of a political party, and political ceremonies often
assume the functions of generating, recreating, repeatedly confirming and reinforcing the party culture. Due to the special
specificity of CPC爷s culture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form, the memorial
ceremonies carried out by CPC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as an important type of political ceremon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wide range of commemoration objects, flexible time, diverse fashions, and high-profile ev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culture. The memorial ceremonies carried out by CPC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also had concrete effec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party culture: they served to confirm and enrich the
party爷s ideology; they were of great value to discipline and mobilize the political party爷s behaviors; in terms of the party爷s
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 they we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crease faith and loyalty; they also assumed the function of
shaping the party爷s image and promote identification with it.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memorial ceremonies; CPC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remonies of the political party; political ceremo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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