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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王移民

(中共黄山区委党校。安徽黄山245700)

摘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和不懈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矢志不

渝的奋斗目标。新世纪新阶段，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

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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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

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社会。可见，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

中应有之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深厚基石和重

要支柱。没有社会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

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一)公平正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公平正义的实现建立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揭示

了公平正义是一个社会历史现象，指明了社会不公正

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制度。指出只有在

根本变革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

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条件，就是整个社会实

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幅增加社会

财富，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与脑力劳动之间

的差别；保证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

会地位，消灭社会一切不公正现象，实行各尽所能、各

取所需，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ll】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公平正义的实现同人的解

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结合起来．阐明了人的解放是社会

公平正义的标志。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构筑未来社

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和基石。人的劳动是社会公平正义

的天然尺度，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促进和实现

社会公平正义的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解放、

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公平正义思想．为人类社会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我们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

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ll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

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的国情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矢志不渝地为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不懈奋斗。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从根本

上改变旧中国社会制度的不公正，使人民真正成为国

家的主人，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国家

独立、民族团结、人民当家作主，为当代中国社会实现

公平正义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11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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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艰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对分配

制度、工资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卫生制度以及农村体

制的思考，无不包含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

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社会

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哒就从社会主
义本质意义上阐明了实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公乎正

义韵基本要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

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促进

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

方面群众的利益，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全面建

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强调通过

政策、法律和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Ill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要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就迫切需要解决好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党的十

六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

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

要保证”，pl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

件”。DI社会和谐是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的。公

平正义既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又是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七大则提出，实现社会

公平正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是我

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可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理论意义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公平正义一直是人们向往与

追求的社会理想和价值目标。约翰·罗尔斯在其《正义

论》中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

是“一个社会，当它不仅被设计得旨在推进它的成员

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着一种公开的正义观管理

时，它就是组织良好的社会。亦即．它是一个这样的社

会，在那里：(1)每个人都接受、也知道别人接受同样

的正义原则；(2)基本的社会制度普遍地满足、也普遍

为人所知地满足这些原则。”闱正是由于把公平正义

作为美好理想和价值目标．把公平正义作为一种普遍

尊崇的基本准则，人类才有可能依据这一准则不断超

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进而追求和实现人与人、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社会和谐。因此，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其

首要的价值取向。

1．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

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社会

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具公正性的社会制

度。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不仅在

于社会主义能够促进生产力更快的发展，还在于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

存在的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由此可见，公平正义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目

标。15)社会主义从诞生时起。就始终将追求和实现社

会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和价值取向。公平正

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价值和基本特征，实现

社会公平正义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没有公平

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迫切需求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既是“黄金发展

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要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推动

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根本途径是构建以公平正义为

基础的和谐社会。很显然，一个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

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动荡不安的不和谐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也就都无从谈起。相反，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中，社

会问题的出现将会大大减少，社会矛盾也会减少，其

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能力也强。因此，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解决好公平正义问题。实现

社会公平正义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和

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强调公平正义理念。以公平正

义作为价值追求，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繁荣、稳定，也关

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嘲

3．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核心价值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我们

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社会。这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科学内涵。也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体

系。在这个基本价值体系中，“公平正义”是一个核心

价值。“民主法治”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政治法律保证，

“诚信友爱”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道德保证。在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中加强民主法制和道德建设，坚持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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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

会公平正义。而“充满活力”与“安定有序”则是实现公

平正义的结果。当然，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是依社会

发展的阶段而定的。[51

(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现实意义

1．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重要动力

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

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人是

生产力的创造主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人的

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水平。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否充分发挥又取决于其

利益的满足和实现程度。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就是要

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和实现。社

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

只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

利益不断得到满足和实现，人获得更加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刨造性才能充分发

挥出来；其素质和能力才能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

物质基础。朔

2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

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历史进程中，

反复强调稳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

的必要前提，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中国的问题，压倒一

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

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转型

力度的不断加大。虽然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

的，但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已纷纷涌现出

来，社会各领域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也并不鲜见，影响

了社会的安定团结，而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稳定有序

的前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只有坚持公平

正义。才能增强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能力；才能正

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才能使社会

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

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

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公正、平等地共享改革发展

的成果，从而使人们各得其所、安居乐业、和谐相处，

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Isl

3．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

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

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

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社会和谐正是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党的性质和地位充

分说明，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党坚持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表现．是实现执政历史任务的

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矢志不渝地

把实现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不懈追求，并

把公平正义确立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价值取向。

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妥

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保持社

会的繁荣、稳定，使人民群众的各方面利益得到保障，

实现社会和谐，才能使党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

和支持。维护和实现好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

保持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保

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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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Realizing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for the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Construction

Wang Yimin

(Party School of CPC Mt．Huangshan District Committee，HuangShan245700，China)

Abstract：Realizing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has been a beautiful dream and consistent pursuit for

human society and also an objective CPC(Communist Party of China)has been struggling for．CPC puts

forward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task of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t the new stage in the new cell—

tury．Realizing social faimess and justice is essential and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onstructing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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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机制,以及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创新机制.社会建设的外延从广义上说,是指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

系统的建设;从狭义上说,着重是指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建设和管理.社会建设对于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增

进社会公平正义、奠定社会和谐的坚实基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4.期刊论文 吴爱英.Wu Aiying 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贡

献 -中国司法2009(8)
    这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总结近年来法律援助工作,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律援助工作任务,表彰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进一步推进法律援助工作改革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5.期刊论文 孙翔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新西部(下半月)2009(7)
    建立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基本原则的一系列社会制度,走民主法治之路,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从各项制度建设和工作落实上

保障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6.期刊论文 张健 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长白学刊2009(6)
    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是一种"需求一供给"矛盾.当前,社会需求已经完成了从温饱向小康层次的转换,决定了社会供给的模式、层次及其性质也将逐渐

实现转换.体现在社会主要矛盾上.即出现了由"生产性不足"向"分配性急需"、由"基础性薄弱"向"发展性紧张"、由"经济增长历时性落后"向"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共时性挤压"转换之趋向,这构成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征.其中,"分配性急需"对中国社会和谐提出新的要求,实现公平正义就是合理提高分

配率、不断促进消费率、积极改善薪酬制度,就是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保证社会福利的水平,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7.期刊论文 张天涛 制度建设: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 -南都学坛2009,29(4)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石.制度建设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作用.不仅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制度保证,也为促进和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加强制度建设,要树立制度的权威,加强制度创新,把握住制度完善的重点,并抓好制度的落实和执行.

8.期刊论文 毛延洲.Mao Yanzhou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11(1)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和奋斗目标,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党和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艰巨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

会又出现了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对于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应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加大调节力度,增强社会和谐,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全国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得以实现,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9.期刊论文 孙松滨 公正民主的和谐——社会和谐条件十二之五 -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5)
    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

度".公正是社会保证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是保证各阶层和谐的条件,是保证社会和谐的前提.

10.学位论文 王花 论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背景 2009
    社会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尺度，是引导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导向。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平正义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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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为我们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过程中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增强社会凝聚力、向心

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旗帜。因此，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公平正义作为其关键环节和内在要求，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社

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与社会制度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达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首先要保证制度本身是正义的。制度是人们行为的规范

体系，一般认为，当这个体系中的规范能使各种利益要求达到恰当的平衡时，制度就是正义的。在此情况下，制度才具有公平和正义的特点，制度的生

命才在于公平和正义，制度的最大效用才会是保障公平和正义。因此，在制度正义的前提下，制度是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

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可以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利益，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

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现阶段我国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是导致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但最深层次的原因是保障社会公平

正义的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因此，要最大限度的化解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才能真正解决

。当前制度建设的状况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制度的需求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制度的不完善成为影响公平正义实现的最大制约因素。      研究制

度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作用，首先要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制度正义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梳理造成社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分析如何从

制度建设层面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并揭示对社会公平正义进行制度保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还通过介绍西方国家在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中采取

的三种模式，即效率绝对优先，不考虑公平的模式；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的模式；试图超越效率与公平矛盾的模式，分析其利弊，并指出，就我国而言

，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所推行的模式选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制度建设的原则，加快建立对

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包括社会基本制度和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等具体制度，树立制度的权威性，充分发挥制度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中的作用，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并不断把它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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