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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方面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获得了一些经验，
同时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在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变中，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蜕变与瓦解无疑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历史教训昭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始终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动摇，积极培育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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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n China
CUI Zhisheng
（ School of Marxism，Henan University，Kaifeng，Henan 475001，China）

Abstract： As a socialist country，the Soviet Union not only has achieved some successes，gained some
experiences，but also left a bitter less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valu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s major historical events，the metamorphosis and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s socialist value undoubted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e historical lesson of the building of the Soviet socialist value is clear to us that，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we must always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Marxism in the socialist ideology，unswervingly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ideals and beliefs，and actively cultivate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and strengthen the
socialist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value； build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发生的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 。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很
多，而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蜕变与瓦解是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在当前我国积极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 ，深刻剖析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蜕变与瓦解的原
因，总结其历史教训无疑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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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立党立国 、治党治国之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旗帜和灵魂，它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不容怀疑和动摇的 。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发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既留下了一些经验 ，也犯了严重的
错误。苏联解体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苏共长期以来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先把马克思主
义教条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严格控制，然后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把马克思主义从社会主义价值观
的内核中剥离出来，最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 。
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均存在着严重的
教条主义和保守僵化的倾向。斯大林时期，苏联官方建立起了不容置疑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领袖的言
论成为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对领袖意识的丝毫怀疑甚至惊讶均被视为异端邪说或离经叛道而遭
到批判。赫鲁晓夫时期，实施了“解冻政策”，却又从另一方面把教条主义推向极至 ，犯了全盘否定斯大
林理论的错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出于求稳的心态，不敢触动意识形态这根敏感的神经。 这一时期，
苏共表面上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实际上却是将其束之高阁、不闻不问。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所采
取的教条主义的态度，使原本科学的理论越来越缺乏新鲜活泼的内容 ，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僵化
和停滞。如果说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僵化保守 、严格控制是给马克思主义开了一剂慢性自杀药的
话，那么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方针无疑是插向马克思主义心脏的一把利剑 。 正是由于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犯下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错误 ，在思想上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造
成党丧失信仰、思想分裂，最终导致了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的悲惨结局 。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公开主张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政治上实行没有限度和阶
级性的公开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使得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一下子就在意识形态领域
打开了缺口。1988 年 6 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把“多元化 ”与“民主化”、“公开
1990 年 7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不再提以整
性”一起作为三大“革命性倡议”。在错误思想的指引下，
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只是提“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继承摆脱了教条主义
解释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遗产”，同时强调“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的成果 ”。 可见，戈尔巴乔夫所谓
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实质就在于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为达此目的，戈尔巴乔夫
等苏共领导人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论，对其采取贬低和否定的态度和做法。
戈尔巴乔夫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 19 世纪形成的，列宁主义是在 20 世纪初形成的，现在“世界发生了惊
人的变化”，不能把马列主义“变成某种圣经 ”。 当时负责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则
公开宣称： “我个人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我尤其批判反人类的斯大林社
［1］
会主义模式。” 二是用总统令颁布《新闻出版法》，宣布实行“新闻自由 ”，以法律的形式固定意识形态
多元化的方针，使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意识形态得以自由存在和传播 。 错误的政策和方针致使新闻
领域出现了某种“自由不羁”甚至是“放肆”的混乱局面，非正式的、未经注册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 ”般
涌现。这些报刊均以丑化苏共、攻击社会主义为己任。一时间在舆论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否定苏联社
会制度的洪流，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形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苏共逐渐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
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成为政治倾向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社会主义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 。
从理论上说，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观点根本上是错误的 ，这不过是一种小资产阶级
的幻想。马克思早就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就是说，一个阶级
［2］（ P98）
也就是说，在阶级社
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样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
会，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只能是一元
的，而不可能是多元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思想 ，即马克思主义，取
消它的指导地位，也就意味着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企图实现
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其实质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思想原则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结果只能退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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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二
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精神保证 。苏联解体的教训之一就是苏联民众
包括苏共领导人、普通党员及一般民众普遍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 。
首先，苏共领导人主动放弃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 有学者指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是苏联
“和平演变”的中间站，是戈尔巴乔夫等人决心使苏联社会“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 ”的策略模
［3］
式。 这话不无道理。在整个苏联剧变和解体的过程中，苏共领导的“民主社会主义 ”政治路线和抽象
人道主义思想理论旗帜，起着主导和引导作用。苏共在改革方向和指导思想上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 ，从
“完善社会主义”逐步转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是 1988 年 6 月召开的苏共第 19 次全
国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正式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的旗帜，提出把“人道的
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联社会改革的目标。他指出，苏联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 ”，而发生这
种变形的重要原因是作为苏联社会主义领导力量的苏共本身 、它的活动内容也“发生了某种变形 ”。 因
此，“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 ：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1990 年 7 月苏共 28 大通过的《走
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声明和新党章，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确定为“理想 ”和“奋斗目
标”。至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正式成为苏联整个改革的纲领和苏共行动的准则 ，成为苏共完整
系统的思想政治路线。按照苏共 28 大制定和通过的政治纲领，戈尔巴乔夫的这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
主义”的大致轮廓是： 在经济上，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所有
制”的“自由市场经济”； 在政治上，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实行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和总统制； 在意
识形态上，主张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 它同科学社会主义是背道而
驰的，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主题的偏离。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是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民
主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变种，实质都是资本主义化，它们不过是诱导苏联社会主义走
向资本主义的一种策略模式。
其次，苏共特权阶层的出现导致普通党员及民众对苏共的信任危机和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危机。
苏共特权阶层的产生及其影响是诱发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内部逐渐形成
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苏共特权阶层在思想和行动上完全背弃人民利益的价值目标 ，为牟取一己私
利，而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
［4］（ P15）
由于特权阶层是一个来
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 。”
自共产党干部队伍并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对苏联社会实施领导和管理的特殊社会阶层 ，因此，群众往往把
特权阶层与苏共和苏联政府划等号。1990 年 6 月，《西伯利亚报 》曾作过一次“苏共究竟代表谁的利
益”的民意调查，结果是： 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 4% ，代表全体人民的占 7% ，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
［5］（ P270 － 271）
11% ，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 85% 。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人们对苏共
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他们不再把苏共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表者 ，而是把它看作是特权阶层的利
益代言人。既然苏共基本丧失了其执政必需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也就大大削弱了人民群众对社会
主义制度和马列主义的信仰，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提供了条件。
再次，社会主义理想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节导致民众对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丧失信心。长期以来，
苏联领导人一方面超越苏联社会发展的实际向人们描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 ，另一方面却
又不思进取，固守僵化的斯大林模式，没有着力从根本上解决苏联的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问
题。从 1975 年开始，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逐渐放慢，甚至出现了停滞和滑坡的现象，许多居民对生活状
况表示了不满。统计数据表明，一半以上的工人对生活很不满意、不满意、不完全满意，科学工作者和技
［6］（ P314）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 6 年里，由于推行
术专家对自己整个生活不完全满意和不满意占 2 /3 以上。
“新思维”的错误路线，经济改革举步维艰，苏联国民经济的状况愈加恶化。1989 年，苏联工业产值仅增
长了 31． 7% ，农业产值增长了 1% 。1990 年和 1991 年国民生产总值均出现了负增长。经济的低迷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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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内外债和财政赤字逐年上升 ，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商品的全面短缺。 苏联经济状况
的恶化致使很大一部分人逐渐产生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 ，丧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

三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在领导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
列宁在批判资产阶级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同时 ，树立起了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旗帜 ，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在争取民族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也是列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列宁一贯反对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主
张根据时代的变化对其进行创新 。列宁主义本身就是根据俄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科
学结晶。然而列宁的后继者，并没有承继他的思想，在民族价值观和时代价值观上提出了许多错误的观
点和主张，制定了一系列错误的方针和政策，导致列宁之后的苏联社会出现长期的僵化和停滞，甚至引
发剧烈动荡，使苏联社会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动力 ，为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在民族价值观上，一是苏联领导人片面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地位 ，鼓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列宁
在民族价值观上，一贯主张各民族的独立、平等与团结，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 ，尤其是
［7］（ P216）
然而，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不仅不批评大俄
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表示要同其“决一死战 ”。
罗斯沙文主义，反而歪曲沙皇政府征服少数民族的历史 ，继承沙俄帝国意识，并着重强调俄罗斯民族的
优越地位和对苏联作出的贡献，而无视其他民族的地位与贡献。在这种民族价值观的指导下，苏联领导
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巩固俄罗斯在全国事务中的领导地位 ，并人为加快各民族的俄罗斯化进程。 苏
联政府的这些做法，严重违背了各共和国和各民族平等的原则 ，引起了少数民族的普遍不满和反抗 。二
是苏联领导人极力宣扬“民族接近和融合”的民族价值观，过早宣布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得
到解决。即使是在各加盟共和国民族独立和离心倾向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 ，戈尔巴乔夫仍然宣称苏联
已“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苏联人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和族
［8］（ P169）
正是基于这种
际主义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一致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结成的。”
错误认识，苏联领导人对国内实际存在的各种民族问题熟视无睹 ，并放松对民族地区的管理，从而导致
地方民族分离主义抬头。三是苏联领导人错误地把民族矛盾和纷争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斯大
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忽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区别 ，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
国内发生的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说成是外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挑动起来的 ，把民族矛盾和民族纷争
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当成资产阶级分子和阶级敌人予以打击和镇压 。 这
种做法严重伤害了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感情 。苏联领导人在民族价值观上所持的错误观点导致了苏联民
族关系问题的不正确处理，加深了民族关系危机，助长了民族分离倾向。在苏联严厉打击所谓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强制推广俄语，加快“民族接近和融合”和俄罗斯化进程，并极力宣称民族关系形势大好一片
的时候，各加盟共和国民族意识正在悄悄增长 ，民族主义思潮在滋生和蔓延，最终使苏联走向解体。
在时代价值观上，苏联领导人缺乏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理论创新的勇气 ，不能适时对僵化的社会
主义体制进行改革。恩格斯曾明确指出： “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
［9］（ P433）
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改革创新是推动社
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
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可以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改革就从未停止过。但由于苏联领导人普
遍缺乏理论创新的勇气，致使改革始终未能突破僵化的斯大林体制 。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在冲击旧有
模式方面的勇气上具有开创性，兼有经验和教训，但由于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够，缺乏理论创新和理论准
备，导致改革的片面性、反复性和表面性，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和打破斯大林模式 ，只能进行体制上的修修
补补。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僵化保守，求稳怕乱，拒斥任何对传统体制形成实质性冲击的改革。 安德
罗波夫在执政的一年多时间里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给长期僵化的苏联社会带来了革新的新气
象，但从总体上，他在改革的理论突破上还很不够，还存在很多理论禁区，不可能从根本上对苏联的体制
1988 年之前，他的经济改革基本还
进行彻底改革。戈尔巴乔夫同样缺乏时代眼光和理论的创新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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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旧的体制框架内进行，未能形成实质性突破。1998 年之后，他不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原有的旧
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是从极“左”的框框内跳入极“右”的框框内，彻底改造苏联的社会制度，最终
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苏联解体的悲惨结局。

四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党和政府就对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教育给予高度重视 ，多次强调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不可否认，苏
联的思想道德教育在培育共产主义新人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
但就苏联的整个思想道德教育而言 ，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是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存在着严重的
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从形式上看，苏共相当重视对苏联公民进行马列主义教育。 在苏联的各级
学校中，都把马列主义列为必修课。根据教学大纲要求，从中学起开设《马列主义原理 》课，大学则在四
年内学完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史四门政治课。社会上则通过党、团、工会以及
各种群众组织的教育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然而由于苏联领导人脱离苏联社会实际 ，不注重
解决现实问题，致使教育内容空洞，教条化和形式化比较严重。二是思想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
强。由于人的自身素质、知识结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不同，在对思想道德和价值观教育的认识和接
受程度上也会体现出层次性。所以，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一定要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 。
然而苏联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脱离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 ，忽视人的个性特点和层
次性差异，在教育内容上长期把“培养共产主义战士”作为德育唯一追求的目标。 这势必会影响德育功
能的充分发挥。三是思想道德教育方法简单粗暴。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重在交流疏导，这是由人的思想
转化规律决定的。然而，苏联思想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中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方法简单粗
暴，依靠阶级斗争和压制的方法解决人的思想问题 。这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
的思想矛盾，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疑虑丛生，甚至产生敌意，动摇了人们的共产主义信念。
苏联在思想道德教育上的这些做法 ，不仅没有能够达到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巩固社会主义价值观
的预期目的，反而抵消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功效 ，其结果是一方面使人们的思想处于绝对的“真空 ”，
并陷入严重的僵化保守之中，另一方面随着苏联社会不同程度的开放与西方的接触逐渐增多以及在西
方价值观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又处于严重分化之中，原有的价值观念也在悄悄地变化，并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同危机 。

五
苏联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方面留下的深刻教训 ，对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
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马克
思主义的失败，而是苏联领导人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 ，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取消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地位造成的恶果。这个教训深刻地昭示我们，如果党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主义 ，失去了正确理
论的指导，失去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就会造成党内外思想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 因此，必须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思想舆论阵地 。对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坚持，而且还要根据变化
了条件进行创新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苏联社会主义的覆辙 。
其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动摇。首先，应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观。戈尔巴乔夫的错误
在于他坚持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观 。他不是通过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僵化的体制进行改革
去“完善社会主义”，而是偏离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沿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错误改革路线，从
根本上对整个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彻底地改造 ，最终酿成了葬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
悲剧。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是在于它始终坚持了改
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 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社会主义只有死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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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社会主义才有出路。其次，中国共产党应切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
苏联的教训表明，一个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最终势必会为人民所抛弃。 不管是在革命时期，还是
在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始终注意发展党内民主 ，实行民主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把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宗旨 ，作为检验一切工作好坏的根本标准。 由于坚
持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 ，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才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身以及由它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
再次，必须积极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个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
源泉。强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民族物质力量的发展 ，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力
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苏联解体的事实昭示我们，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就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在弘扬民族精神问题上，一方面要积极
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强化民族认同感，推动民族国家事业进步； 另一方面也要依据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正确认识本国实际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民族关系发展状况 ，遵循民族和民
族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科学决策，运用民主和法律手段，正确引导和妥善解决民族关系问题。 在
弘扬时代精神问题上，要根据时代的要求适时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改革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
理论品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
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
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
最后，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
极其重要的历史任务。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表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一是必须抓好文化领域的阵地建
设。牢固树立阵地意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用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
思想文化去占领阵地。使一切思想文化阵地成为我们宣传科学理论 、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的阵
地。二是必须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 。要摒弃教条主义，理论联系实际，注意
解决社会现实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以达到教育的效果和目的。三是在教育内容和对象上，必须区分不同
层次，正确处理先进性和广泛性的关系 。要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适时调整教育目标和内容 ，对不同层次
的教育对象区别对待。四是在教育的手段和方式上，必须以民主、说服的方法为主，不能采取简单粗暴，
甚至依靠阶级斗争和压制的方法解决人的思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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