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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发展与理论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发展》 （奚洁人、 缪开

金、 于洪生 著）， 系上海市社科规划办委托课题———“中国

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研究” 的最终成果。 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 阐发党的百年理论创新成果， 是一部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和党的百年理论创新逻辑发展史的研

究专著和简明读本。

作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有机统一是中国

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

三次历史性结合， 指导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三次伟大历史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实践、 认识、 再

实践、 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机制， 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 组

织路线有机结合的政治保障机制， 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

命相促进的动力机制， 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相融通的开放品格和守

正创新的文化机制等四大理论创新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五大理论创新成果， 构成了

五大逻辑发展阶段， 始终渗透和贯穿着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

时俱进” 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附录为重要活动和文献节点，

便于读者检索理论创新观点的出处和时间节点。

成果介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我们党
的历史， 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就是一部不断
推进理论创新、 进行理论创造的历
史。”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求是》 2021

年第 7 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逻辑发展》 一书， 是由我主持并同
于洪生、 缪开金同志合作完成的上
海市社科规划办委托课题———“中国
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研究 ” 的最终
成果。 本书研究的主题就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及其逻辑发展 ， 我们坚
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的方法论， 研究党的百年发展史，

从理论上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 阐
发党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创新成果 ，

力求使它成为一部反映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思想史和党的百年理论创
新逻辑发展史的研究专著和简明读
本， 并在有关问题的研究阐述上体
现一定的探索性、 开创性。

第一，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有机统一 ， 作为
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最鲜明的
本质特征。 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内涵的二重理解 ： 一方面 ，

是指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同中
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中实现具体化 ，

回答和解决中国问题， 使之具有中
国特点、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 而
不是空洞抽象的、 教条主义式的马
克思主义； 另一方面， 就是毛泽东
强调的 “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
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 （《毛泽东文

集 》 第 2 卷 ，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版， 第 374 页）， 即把中国共产党的
丰富实践和历史经验理论化 ， 创造
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就是既包
含又超越了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 为 “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
义” （同上）， 在研究中注意提炼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不同逻辑
发展阶段的原创性理论观点 ， 以体
现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相
关原理的创造性独特贡献 ， 增强坚
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和
理论自觉。

第二， 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与中华民族百年来三次伟大飞跃
之间的辩证关系。 百年来 ， 我们党
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 、 改革
的伟大历史航程中， 谱写了实践创
新的壮丽诗篇， 近代以来久经磨难
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 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三次伟大飞跃 ， 迎来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 应该强调， 中华民族迎来的三
次伟大飞跃， 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实践来源和实践基础 ， 又是在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实际三次相结合及其伟大
理论创新成果指导和指引下取得的，

两者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 。 第一次
结合， 是从党诞生就开始的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具体实际结合， 经过长期斗争和
艰辛探索， “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
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 这一
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 ， 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

页 ）第二次结合 ， 1956 年毛泽东就
提出， “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 ， 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 ，

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
路 。 ”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 2

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577 页] 当然， 严格地讲第二次结合
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
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 所以是
自改革开放以来 ， 通过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 ， 实现了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
大飞跃。 “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
的事实证明，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才能发展中国！” （习近平： 《在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 第

13 页） 第三次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
位、 开创性历史成就， 发生深层次、

根本性历史变革， 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

“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
明， 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13 页） 这三次结合，

推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
实现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党
的理论创新的四大机制。 一是实践、

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的马克思主
义认识论机制。 毛泽东指出 ： “主
观和客观、 理论和实践 、 知和行的
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毛泽东选

集 》 第 1 卷 ，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版， 第 296 页 ） 这个统一过程 ， 就
是 “实践、 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

这种形式， 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 而
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 ， 都
比 较 地 进 到 了 高 一 级 的 程 度 。 ”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

社 1991 年版 ， 第 296—297 页 ） 同
时， 理论创新的认识论路线同党的
群众路线也是统一的 ， 就是从群众
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循环往复过程；

二是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 、 组织路
线有机结合的政治保障机制 。 一方
面， 党的创新理论指导着党的思想
路线、 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的创新
发展， 同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创
新， 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
和体现。 另一方面， 党的路线体系
是党的理论创新、 理论武装的重要

保障机制； 三是中华文明与人类文
明相融通的开放品格和守正创新的
文化机制， 体现了文化自信和文化
自觉的统一。 毛泽东精辟地概括为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习近平指
出： “对我国传统文化 ， 对国外的
东西， 要坚持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 经过科学的
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 （习近平 ：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 《人民日报》， 2013 年 8 月 21

日） 四是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与党的
自我革命相促进的动力机制 。 在一
定意义上， 党的全部创造活动 ， 可
以归结为这两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

两者是相互联系 、 相互促进的 ， 这
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机制。

第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五大理论创新成果及其逻辑发展阶
段。习近平指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
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
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
在。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3页）历史发展是连续性与
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一百年来，我们
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

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
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习近平：《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

《求是》2021年第7期） 创立和形成了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五大理论创新
成果，它们也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
一、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五个逻辑发
展阶段。 强调其共性，就是强调其连
续性和一脉相承。一是强调坚持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二是马克思
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
原则不动摇。 但在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其具体实
际又有所不同， 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有着不同的逻辑发展阶段。

所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时俱进
的， 每一个发展阶段的重大理论创新
成果是有个性的， 之所以要突出其个
性， 就是强调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
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是为
了阐明每一逻辑发展阶段及其理论创
新成果最具原创性、代表性，富有时代
特色的重要理论贡献， 以便在有限的
篇幅中向读者集中精要地展示百年来
每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各自特色
和历史贡献， 便于读者了解掌握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逻辑发展进程中每一个
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核心要义和突出
理论贡献。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首

任常务副院长，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研究员)

■ 奚洁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以一系列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开辟了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大贡
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

以一系列原创性重大思想观点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例如，提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
大论断， 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
新的内涵； 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 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
论；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创
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发展观和群众
观； 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构想，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
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 提出人与自然
是生命共同体，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关
系学说，等等。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

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对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比
如， 关于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的思想，关于坚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 关于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的理论， 关于适应把握引领经济
发展新常态， 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理论， 关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 关于推动新
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相互协调的理论， 关于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理论，等等。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
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科
学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

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变化， 提出了一

系列创新性重大论断。 比如提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统领“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丰富发展
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理论； 提出了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
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的思
想，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
革命的理论； 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 必须坚持党
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丰富发展了党的
领导理论； 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特征、内涵、指导原则、路径选择、战
略安排等作出系统阐述， 丰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等等。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
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贯通历史、

现实和未来，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
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发
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

长、教授）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刘靖北

（研讨）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
指导思想， 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
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
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
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
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是实
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
动；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
引领时代发展。 马克思主义永远是中
国共产党党旗上鲜明的标识和靓丽
的底色。

思想决定方向， 方向决定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 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同
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中国人民的命
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一部
建党百年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百年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共产党
相生相伴，并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
践中必须回答好的历史之问、人民之
问、时代之问。 建党100年来，中国共
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勇于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产生了毛
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理论创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用这些科
学的思想理论为指引，领导中国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经历着我国历
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谱
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
实践、理论、制度、文化创新的壮丽诗
篇，绘就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宏伟画面，使中国这个古
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
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
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
流中发展，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
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
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深刻回答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 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
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
针，是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
次根本性历史变革，引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实践无止境 ，理论创新就无止
境 。 中华民族要最终实现伟大复
兴 ，一刻不能没有理论创新 。 新征
程新使命 ，面对 “两个一百年 ”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放思
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不断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
的新境界。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

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百年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就是循
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时代化
的过程展开并递进发展，体现了党的
理论创新的内在机制和内在动力。

大众化是党的理论创新起点
理论掌握群众才能成为变革社

会的力量。 “五四”新文化运动致力于
对民众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还开
展了白话文运动。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
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并得到
了广泛传播。 1930年，党领导的“左
联”、“社联”提出了“文艺大众化”和
要使马克思主义“普及于一般”的任
务。 1932年起，艾思奇发表通俗哲学
文章，以后又以《大众哲学》为名汇编
成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
化。 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 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有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年 《新
民主主义论》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大众
文化；1942年《反对党八股》认为大众
化必须贴近人民群众的语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求马
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更易于为群众
接受，并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文化内容。 同时，随着中国化、时代化
的提出，大众化的内容也有了新的要
求，夯实理论创新的社会实践基础。

中国化是党的理论创新主题
实践是思想之源。 1919年，李大

钊就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尽量应用于
环绕着他的实境”。 1930年毛泽东在
《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中国革命“要
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38年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
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
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具体化、民族化和理论创造的自主化。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
中， 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
据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特点，探索并
形成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相结合，并以生动的中国话语进行阐
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时代化是党的理论创新动力
时代是理论之母。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处于帝国主义阶
段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要求理论创
新。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
立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 关
键是如何认识马克思设想的理想制
度，并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 邓小
平认为，“左”的指导路线犯了“超越
阶段”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遭受挫折。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

考，认识到中国最大的国情是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由此探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从而
开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
二次飞跃。 以后，又形成了“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成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四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第二次飞跃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与
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
产物，强调了“时代特征”。 党的十七
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
时代化的重要命题。

时代化对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更
高要求。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
平提出了 “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
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
面临的时代课题， 深刻把握世界历史
的脉络和走向”的任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
理论创新不仅要着眼于实践运用中的
具体化和文化形态上的民族化， 而且
还要着眼于新的时代课题为人类社会
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 中国方
案，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与文汇报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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