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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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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平等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共同理想，也是实现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
民族平等口号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提出，然在马克思主义时代才赋予其真

实内容。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指引下，消灭阶级压迫和

民族压迫，反对一切特权，促进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之道

路，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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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平等，是各民族共同追求的愿望。民族平等口号，最先提出的虽然是资

产阶级，但资产阶级标榜的民族平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民族平等，只有马克思

主义才赋予其真正含义。坚持民族平等，消除民族间不平等，是各民族共同发

展、共同繁荣的前提，也是构筑一个和谐、友爱、互助的人类社会之必要保障。

一、资产阶级革命与民族平等

“民族平等”概念，引申于一般的平等原则。早在古希腊时代，普罗泰戈拉、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对当时人与人之间因地位、

出身、身份、财产等不同，而受到不平等对待的社会现象进行思考和批评中引出

平等观念。平等思想，在古罗马时期反映于一些法学家的著述之中，并在有限范

围内进入司法领域。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平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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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口号。

民族平等口号，首先由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提出，并成为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创建民族国家的有力思想武器。在西方封建社会末期，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

一新兴阶级随着财富日益增长，愈益感到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重障碍。资产阶级

为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打破封建割据局面，统一国内市场，发展资本主义，发动

了一场全新革命，与封建贵族阶层和反动王室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当时，资产阶级代表着一种历史进步势力，其提出的打破封建壁垒，统一国

内市场，发展经济贸易等主张，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尤其是，资产阶级提

出了未曾有的关于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主权在民”等口号，提出了在民

族主义理念推动下，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

“人民公约”，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独立宣言》，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

言》等，都贯穿了“人生来平等”的思想。特别是，《独立宣言》更是反映了民族平

等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意志。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类似思想与主张，把广大市民阶层和农民吸引过来。

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些思想口号，鼓动和联合本民族广大民众向封建专制

发起进攻，最终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了民族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胜

利，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为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这是历

史上的一大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

作用。”〔１〕而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自由”“平等”等口号，曾起过积极作用，具有一

定的时代进步性。

但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平等口号是不彻底的，它只是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服务的。所以，资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抛弃当初进步的

思想和主张，转而压迫剥削各民族广大劳动人民，那些“自由”“平等”“博爱”等

口号，就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各民族民众，维护其阶级利益的工具。正如列宁所指

出：“资产阶级民主，由它的本性所决定的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地或从形式上提

出平等问题，包括民族平等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

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用这种弥天大谎

来欺骗被压迫阶级。”〔２〕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平

等”才被赋予真实含义，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之内涵

民族平等，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

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族平等观，不仅主

张各民族在政治、法律上享有平等权利，而且主张各民族在实际生活的各方面

（包括经济、文化、语言等）的完全平等。

无产阶级民族平等观，是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揭露资产阶级平等的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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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无产

阶级也产生和成长起来，它们是同一社会关系孕育出来的两个对立阶级。恩格

斯指出：“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

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

一直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

着。”〔３〕无产阶级的民族平等主张，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接过资产阶级

提出的“民族平等”口号，并注入新的内容而形成。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族平等观，包含哪些内容？

第一，民族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绝无优劣和贵贱之分。在一国范围

内，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世界范围内，全世界所有民族一律平等。马克思主

义认为，各民族都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各民族对人类历史文化

发展都做出应有的贡献，各民族之间都应当是平等的。正如斯大林指出：“每一

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他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

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

充了它，丰富了它。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

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４〕

第二，各民族在一切权利上完全平等，反对任何民族的任何特权。各民族在

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就是各民族不仅在政治、法律上，而且在经济、文化、语言

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均有平等的权利。为实现各民

族在一切权利上的平等，一方面要保护各民族的各种平等权利，另一方面要反对

和禁止任何民族享有任何特权。列宁指出：“决不容许任何一个民族享有任何

特权”，“我们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且要求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

的权利。”〔５〕斯大林也指出：“禁止民族享有任何特权，禁止对少数民族权利加以

任何妨碍和限制。”〔６〕

第三，消灭阶级，铲除民族不平等的根源，才能实现民族的真正平等。马克

思主义民族平等，是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的。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平等要求

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

于荒谬。”〔７〕在阶级社会中，各民族内部被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各民族

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各民族被统治阶级，表明民族压迫的实质就是阶级压迫，而生

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根源。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消

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压迫剥削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真正消除民族压

迫和民族对立，为实现民族的真正平等创造条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

资本主义制度下，消灭民族的（以至一切政治的）压迫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消

灭阶级，也就是说，实行社会主义。”〔８〕

第四，坚持民族平等不仅体现在法律上、政治上，而且应该体现在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对少数民族权利应当给予特别保护。恩格斯指出：“平等应当不仅

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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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领域中实行。”〔９〕斯大林也指出：“一切民族和种族，不管它们过去和现在

的状况如何，不管它们强或弱，都应当在社会一切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

和文化生活方面享受同等的权利。”〔１０〕

在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为各民族赋予了同等权利，各民族享受各种权

利的机会是均等的。但是，由于各民族之间发展极不平衡，有的民族无能力同等

地享受各种权利。斯大林指出：“在苏维埃联邦国家内，不再有被压迫民族和统

治民族，民族压迫已经消灭，但是，由于较发达的民族和文化不发达的民族之间，

还存在着旧的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文化的、经济的、政治

的），民族问题就具有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要求规定一些措施来帮助各落后民族

和部族的劳动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繁荣起来，使他们有可能赶上走在前面

的无产阶级的俄国中部。”〔１１〕还主张，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甚至不惜以对待自己

的不平等，来抵偿现实生活中实际形成的不平等，从而实现真正的平等。〔１２〕

坚持民族平等，“不能只限于‘民族权利平等’，必须从‘民族权利平等’转到

采取各民族事实上平等的办法。”〔１３〕可见，社会生活中，在一些方面对少数民族

权利实施特殊保护，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给予少数民族特殊帮助，也是

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重要原则和内容之一。

三、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立场

１．民族平等是基本人权之一
平等权属于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而民族作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平

等权自然与人权相连，成为人权的一个基本内容。

人权，泛指为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１７－１８世纪，资产阶级提出“自由”“平
等”“民主”等口号，主张“天赋人权”“人人生来平等”“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而

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１４〕于是，平等权便同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成为资

产阶级人权的基本内容。然而，资产阶级的平等权，只是相对于封建等级制度和

特权而已，当资产阶级确立统治时，资产阶级平等权实际上变为有产者享有的特

权，自由和民主只是“有产者的自由和民主，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残羹剩饭。”〔１５〕

马克思主义肯定了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它的虚伪

性，主张平等不应该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和法律上的，而应当是实际的、经济的和

社会的。恩格斯在分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时，指出人权的普遍性

含义，说现代的平等要求“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

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１６〕

民族平等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人权，它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承认每个

民族都有独立和自由的权利，反对任何民族的任何特权。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

权的真正实现，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彻底消灭阶级才是可能

的，因为“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１７〕，而“随着阶

级差别的消失，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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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民族平等是无产阶级联合的基础
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一产生，就同资产阶级进行不懈地斗争，

这种斗争开始时，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的争取上。当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由

“自为”阶级转变为“自在”阶级时，其斗争主要体现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而这个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各帝国

主义国家相互勾结成为一种国际反动势力，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

此时，无产阶级的斗争已超出一国范围，表现为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

同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列宁指出：“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势力。要战

胜这种势力，需要有工人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友爱。”〔１９〕马克思主义在正确分析资

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早就通过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灌输世界工人阶

级四海一家和团结的意识，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到帝国主义

时代，列宁进一步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著名口号。

民族平等，是各民族无产阶级联合的基础。这是因为：一是没有民族平等，

就不会有各民族的联合。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国际

合作。”〔２０〕也就是说，很难设想在不平等者之间会有什么联合；二是各民族无产

阶级，只有在兄弟般的平等友爱、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消除隔阂，实现真正联

合。在资本主义时代，各民族无产阶级的目的和利益是一致的，正如列宁所说：

“劳动的利益要求在各国、各民族的劳动者之间有最充分的信任和最紧密的联

合。”〔２１〕各民族无产阶级只有坚持民族平等，从无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

会主义的利益出发，以平等态度相待，才能消除不信任和偏见，实现各民族无产

阶级的真正联合；三是各民族无产阶级联合的目的，是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实现

民族平等。阶级压迫是造成民族不平等的根源，要消除民族压迫，各民族无产阶

级就必须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列宁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

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

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

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

象。”〔２２〕

３．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主张民族平等，同时又强调各民族团结联合。民族平等和民族

团结，关系密切而不可分割。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与前提，民族团结则是

实现民族平等的保证。

民族不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的最大障碍。真正的民族团结，只有在民族平

等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反对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民

族特权的斗争时，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列宁指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

公平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辱’民族的

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

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２３〕在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虽然阶级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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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被消除，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不信任、民族歧视等现象不会很快消失，

因此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只有这样，各民族人民才能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团结

一致，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民族平等，就没有民族团结。

另一方面，为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必须加强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是实现民

族平等的有力保证。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面对强大的敌人，各民族无产阶级必

须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战胜和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国内反动势力的统治，

消灭阶级压迫剥削制度，为实现各民族真正平等创造条件。在多民族社会主义

国家，“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

利的基本保证。”〔２４〕社会主义事业是各民族的共同事业，只有民族间消除历史遗

留下来的偏见和隔阂，强调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互相尊重，互相帮助，齐心协力建

设社会主义，才能使各民族都得到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各民族更加团结，而

“这种团结则能够保证各民族的平等和最为和睦的相处。”〔２５〕

４．民族平等是民族共同发展的保障
在民族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不仅压迫本民族被统治阶

级，而且压迫被统治民族，阻止被压迫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这在帝国主义时代

更为突出，帝国主义加强对外侵略扩张，进行殖民掠夺，殖民地国家成为帝国主

义的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市场，其经济、文化发展严重受阻碍。这说明，由于资本

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造成了被压迫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落后，各民族发

展极不平衡，很难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在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求各民族共同发展，而社会主义制度为各

民族在平等基础上共同发展创造了条件。周恩来指出：“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

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

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

所有的兄弟民族地方，区域自治的地方，都现代化。”〔２６〕民族平等是各民族共同

发展的有力保障。这是因为：第一，消灭民族压迫制度，建立民族平等关系，首先

是对旧社会民族不平等的否定，这对于长期受压迫的各民族劳动人民来说，是一

次重大的精神解放，它极大地调动了各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第二，

只有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各民族之间才能消除历史造成的隔阂和不信任的根源，

才能使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三，只有坚

持民族平等，各民族间才能做到互相帮助，互相合作，取长补短，达到共同发展；

第四，只有牢固地树立民族平等思想，先进民族才能自觉地帮助和支援不发达民

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缩小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间的发展差距，走共同发

展、共同繁荣之路。

５．民族平等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标准之一
人类文明演化与社会进步，使民族平等逐渐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追求

之一。《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明确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

平等……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２７〕《联合国宪章》也规定，所有民族

—３１１—

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



都有平等的权利，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命运，参与和从事政治、经

济和文化等各项事务，各国均有义务尊重和促进这种平等权利的实现。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联合国为首的各主权国家及国际组织

发布的一系列国际文书，都承认文化多样性和各民族平等权利，期望以此建立国

家之间、民族之间、种族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例如，《非洲人权和民

族权宪章》指出：“一切民族均属平等，它们理应受到同样的尊敬，拥有同样的权

利。一个民族受另一个民族统治是毫无法律根据的。”〔２８〕《欧洲关于指导与会国

间关系原则的宣言》指出：“在存在少数民族的与会国，它们将尊重属于这些少

数民族的人们，在法律面前之平等权利；将为他们提供确实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

的充分机会，并将本着此精神保护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合法利益。”〔２９〕《伊斯兰世

界人权宣言》指出：“在基本的人类尊严、基本义务和责任上，所有人都是平等

的，不分种族、肤色、语言、性别、宗教信仰、政治派别、社会地位或其他见解等任

何区别。”〔３０〕《世界劳工联合会章程》指出：“人们在尊严和权利方面生而平等。

所有基于阶级、等级、背景、社会出身、财富、性别、种族、民族、文化或宗教信仰上

的歧视、特权或优越的主张，都是与人性相悖的，并且是在自由、尊严和公正地建

立人类共同体的道路上设置的重要障碍。”〔３１〕此外，联合国关于种族和民族关系

的三个公约，即《防止及处罚种族灭绝罪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和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制定和实施，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包括

民族平等主张在内的社会良知、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追求。这些都表明，民族

平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价值追求。

四、实现民族平等之路

１．消灭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
在阶级社会，由于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实现民族平等是不可能的。统治阶

级作威作福，劳动阶级却饥寒交迫，形成鲜明的阶级对立和不平等。劳动阶级要

获得解放，争取平等权利，就必须推翻统治阶级，铲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资

料私有制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经济基础，这也是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根

源。马克思指出：阶级社会“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

条件。”〔３２〕（文中的“国家”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８７页译为“民
族”，“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从文中意思

看，笔者认为译为“民族”更妥。）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阶级利益和统治，不仅压迫剥削本民族的劳动阶级，而且

还千方百计地欺压和掠夺其他弱小民族。恩格斯指出：“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

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

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３３〕要消灭民族压迫，就必须

铲除生产资料私有制。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是民族不平等的根源。为实现民

族平等，就一定要消灭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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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３４〕

２．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
在阶级社会里，民族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即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马克思在谈到１８４８年法国六月革命时指出，资产阶级
和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

族。”〔３５〕恩格斯在《匈牙利斗争》一文中，也指出在德国人、马扎尔人、捷克人等

欧洲各民族间发生冲突的同时，“在这些民族的每一个民族内部，各个不同阶级

之间也进行着斗争。”〔３６〕

一个民族的剥削阶级，总是加紧对本民族劳动人民剥削压迫的同时，还要千

方百计地去压迫剥削其他民族。然而，一个民族的压迫剥削并不是民族全体成

员去压迫剥削另一个民族，而只是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而且，压迫民族的统治

阶级去欺压、掠夺其他民族之前，首先加强对本民族劳动阶级的剥削压迫，并利

用从民族压迫和剥削中得到的巨大利益加强国家机器，又反过来强化对本民族

劳动阶级的统治和压迫。压迫民族的被统治阶级必须反对阶级压迫，反对本民

族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掠夺，因为“对‘异族人’的压迫，是一根棍子两个头。

一头打击‘异族人’，另一头打击俄罗斯民族。”〔３７〕也就是“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

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

己的。”〔３８〕所以，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

能获得自由的。”〔３９〕

被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也压迫剥削本民族劳动人民，这一点与压迫民族的

统治阶级是相同的。但是，压迫民族的欺压、掠夺，或多或少地触及了被压迫民

族的统治阶级利益，因而它具有两面性。当被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利益被触犯，

民族尊严被破坏时，他们也会举起民族旗帜，高喊保卫民族利益的口号，动员本

民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和掠夺。此时，它表现出一定的革命性。但是，当被压迫

民族的人民群众反对民族压迫，反对阶级统治的斗争触及它们的阶级利益时，它

们便暴露本性，转过头来与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相勾结，共同镇压本民族人民。

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我们经常看到（特别是在奥地利和俄国），被压迫民族的

资产阶级只是空谈民族起义，实际上却背着本国人民，而且针对本国人民，同压

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交易。”〔４０〕可见，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如果不

反对本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就很难摆脱外来民族的压迫剥削。

各民族劳动人民为了获得解放，争取民族平等，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

人，并在这一共同的斗争中，反对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这是因为，“民

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４１〕

３．反对民族的任何特权
马克思主义主张民族平等，一是要保障各民族的正当权利，二是要反对一切

民族的任何特权。列宁指出：“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同完全平等的原则是分不开

的。”〔４２〕还指出：“任何民族都不应该有任何特权，各民族完全平等。”〔４３〕反对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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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民族的任何特权，是保障各民族正当权利的前提，也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基础。

民族特权，是指某个民族享有的超出其他民族的权利。反对一切民族特权，

就是“决不容许一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享有更多的特权。”〔４４〕民族特权的主要表

现：一是某个民族自恃力量强大，在国内残酷剥削其他民族，在国外侵略扩张，压

迫剥削殖民地或被侵占国家的民族，这是最大的民族特权；二是强大民族不承认

弱小民族的存在，不承认弱小民族的语言，实行民族和语言同化政策，这也是民

族特权的重要表现；三是在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活中，主体民族或大民族所表现

出来的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及妄尊自大，甚至在无意中流露出来的优越感，都是民

族特权思想的反映；四是历史上的被压迫民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享有国家所

赋予的特有权利，这不是民族特权。但是，他们有时会表现出超乎正常的过分要

求，其中含有一些以自己民族利益为首位的民族特权倾向。

一切民族的任何特权或特权思想，都是实现民族平等的严重障碍。要实现

各民族平等，就必须反对和消除一切民族特权或特权思想。我们既“反对压迫

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谋求特权。”〔４５〕

４．肃清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腐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

阶级压迫剥削制度，铲除了产生民族不平等的根源，各民族在政治、法律上实现

了平等。但是，过去统治阶级长期实行的民族压迫、歧视政策的影响很深，它造

成的民族偏见、隔阂、民族利己主义及民族狭隘性等各种陈腐观念，不可能随着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立刻消失，在一定时期内，它还会存在于各民族一些成员

的思想意识之中。这些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腐观念，是破坏社会主义民族平

等，影响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阶级社会遗留的腐朽观念，主要为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思

想倾向。

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这是汉族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

关系上的反映。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时期内，大部分时间由汉族统治阶级占统

治地位，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民族压迫、歧视政策，这种状况到近现

代也未得到改变，故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虽

然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反对民族歧视，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汉族

主义倾向，在部分人当中仍然存在。

狭隘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指地方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是导致

狭隘民族主义的主要根源。在历史上，汉族统治阶级长期统治少数民族，致使许

多少数民族躲到偏僻落后地区，其社会经济文化未能得到正常发展，他们在与世

隔绝的生存环境中，逐渐成为排他的、孤立的和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民族偏见、民

族不信任长期困扰着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各民族间接触和交

流频繁，少数民族逐渐消除了对汉族及大民族的畏惧心理和不信任感。但是，长

期以来形成的防御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并没有马上消失，此时它表现为狭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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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思想倾向。

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都是剥削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旧

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腐思想残余。不论是大民族主义或者是狭隘民族主义，都是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我们必须反对和铲除，否则不利于民族平等政策的贯

彻执行，不利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如

果在汉族中还有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歧视的错

误；另一方面，如果在兄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

就会产生民族分裂的倾向。总之，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

去，不仅不利于我们民族间的团结，而且会造成我们各民族的对立，甚至于分

裂。”〔４６〕

在反对两种民族主义问题方面，我们党一贯主张这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除极少数人和个别现象以外，“应当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就是

运用毛主席提出的公式，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

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４７〕

５．加快少数民族（非主体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行了民族平等政策，这

为各民族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各民族发展极不平衡，尤

其是少数民族大都居住于自然条件和交通状况较差的边疆和山区，其经济文化

发展长期处于落后境遇，这些民族与国内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主体民族相比，仍

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所以，这些民族在享用社会主义制度赋予的各种平等

的民主权利和同等发展权利的时候，不能不受到很大限制，造成各民族在享受平

等权利时事实上的不平等现实。

尽管，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它仍然是民族间

产生“一切不满和摩擦的根源。”〔４８〕可见，要清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胜利

了的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帮助，真正地和长期地帮助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

发展文化和经济，帮助他们提高到高级发展阶段，赶上走在前面的民族。”〔４９〕只

有加快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才能使少数民族不受限制地享受宪法和法律

规定的各种平等权利，达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

加快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是实现各民族真正平等关系的条件和前提。

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政府和先进民族的扶持和支援，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有了

较大发展，但这还不能说实现了各民族间的完全平等。因为，尽管从本民族发展

看，其经济文化得到较大发展，有能力享受平等权利，但与先进民族相比仍有较

大差距，甚至呈差距拉大之势。如果这种差距超出一定的度，就会成为产生新的

民族不平等的原因。周恩来指出：“我们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如果

让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这就是不平等，就是错误。”〔５０〕所以，只有加快少数

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才能实现各民族的

完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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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需要先进民族的

无私支援，更需要各民族的自力更生，特别是加强和提高各民族自我发展能力尤

为重要。

６．保障少数民族的特有权利
马克思主义主张，每个民族都应有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特点的权利。但是，在

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实行民族不平等政策，否认其他民族特点，推行强迫同化。

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连最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都无法享受，保障民族的特

有权利更无从谈起。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保障少数民族的特有权利。社会主义实

行民族平等政策，而这种政策是在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制定的。例

如，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的权利，自由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自愿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等等。其中，也包括国家在人口发展、

升学就业、医疗保健、特需商品等方面给予的特殊政策等。保障少数民族的特有

权利，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体现。

在我国，少数民族权利包括两方面，一是作为公民的权利，一是作为少数民

族的特有权利。中国政府发布的白皮书———《２００４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中，
以重要篇幅阐述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特殊保护”，强调“在中国，少数民族

公民既与汉民族公民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全部公民权利，又依法享有

少数民族特有的各项权利。”也就是说，不能以公民权代替少数民族权利。

２００８年８月，在“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事业发展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家民
委副主任吴仕民指出的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事业四大特点之一，就是“根据少数

民族的实际，依法对少数民族的特定权利予以特别保护。”

这表明，少数民族的特有权利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被忽视或否认。强调少

数民族的特有权利，是因为他们属于少数，其权益容易被忽视或否认。而近些年

出现的一些论调，诸如“保障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而不是强化国内各族群、民

族的集体身份和集体权利）”“不以族群（民族）因素而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

“淡化附加在各族群（民族）成分上的政治权利”等，其基点恰恰在于忽视或否认

少数民族特有权利之上，对此我们应给予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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