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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杨云霞　刘　源

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实现了我们

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

程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发

展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为世界社

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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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国内外

社会的高度关注，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这艘已高速

行进的巨轮靠什么能保持其未来发展的持续力，在

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在世界格局深刻变革的未来继续

引领中国的发展，在于中国的未来会对世界的发展

产生哪些深刻的影响。而回答这所有问题的答案只

有一个，那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最新的理论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贯

穿于十九大报告，融入新的党章，也已经载入我国

的宪法。因此，认真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科学社会主义未来发展

中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

地位，对于我们看清世界发展趋势，明确历史方

位，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两个

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意义重大。

一、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

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是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现实制度的批判继

承与对美好制度的设计，是人类社会前进发展的不

竭动力。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正是围绕着全人

类解放的目标展开的，迄今已经有502年的历史，

其间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的转变，

正在新的实践中实现着自我的丰富和完善而更趋成

熟。1516年以英国人莫尔的《乌托邦》一书的发表

为标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正式诞生，在300多年的

发展中，诞生了托马斯·闵采尔、托马斯·康帕内拉、

杰拉德·温斯坦莱、梅叶、摩莱里、马布里、巴贝夫

等著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

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克劳德·昂列·圣西门、夏尔·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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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和罗伯特·欧文，在他们的著作中深刻揭露和批判

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论证了未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

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对未来制度的构建提出

了一些积极合理的构想，“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启示，特别是三大空想社会主

义，已经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1]。但由于

处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们的哲学思想

共同局限是唯心史观，“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

社会的元素”[2]，因而无法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

正确道路和社会力量。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

社会主义的问世。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断

发展，社会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工人阶级作为一

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深刻背景下，建

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

治经济学和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继承而创

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上，阐

述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对未来

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式和一般特征作了科

学的分析和预测，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

的伟大飞跃。但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主

要是理论上的，如何付诸实践，是后来人的使命。

20世纪初，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

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

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

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成为

一种先进制度纷纷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这两次飞

跃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曙光。但如

何建设好社会主义又成了新的历史课题。苏联等社

会主义国家经过艰辛的探索，但并未交上满意的答

卷，伴随着20世纪末的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

受到重大挫折。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出路在何方？20世纪初，

正是在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案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历史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经过28年的艰苦斗

争与探索，使中国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面

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坚定

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

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

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

踏步赶上时代。经过97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我们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

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新情

况，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

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

政治保证等，并且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

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

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

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

方面作出了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形成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志着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新的历史性飞跃。这一理论

创新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

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

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

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

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

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把马

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什么时候结合

得好，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会取得成功，什么时候结

合得不好，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会遭遇挫折。中国革

命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是如

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指导革命的实践却是在经历

了成功与失败中得出的。面对革命中把马克思主义

教条化和共产国际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中国共产

党在延安时期，认真总结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

争初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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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命的实际紧密结合来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和对

策。坚持这一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深刻阐明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目标、总任务、革命的对象、革

命的动力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

的指导思想，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

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

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崭

新课题。早期我们向苏联学习促进了国家建设，但

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越来越显现出诸多的不相适应性，特别是苏共二十

大使苏联模式的弊端进一步显现，逐渐打破了社会

主义国家对苏联模式的迷信。面对这种情况，毛泽

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

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

还想走？”[3]并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

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

独立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特别是20世纪末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

的重担和希望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国

作为第二个大国能否建设好、发展好社会主义，引

领世界社会主义继续前行，受到世界的关注。面临

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经过艰辛的探索，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道路。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

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走自己

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

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从此，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全部理论和实践的

主题。围绕这一主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针对不

同时期党和国家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进行伟大的探

索实践，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形

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观，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一历

史方位下，不变的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我国是世界最大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同

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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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国稳定解决了

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

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

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

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

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

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这一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

作尤其是理论创新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反映新时代实践发展

需求的理论创新，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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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以全新的视野

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构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推进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面

依法治国等等，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

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使我们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有信

心去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三、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

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为

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既需要中国在这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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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健康地发展，也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出更多

的花，结出更多的果实，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理

想。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

于中国的健康发展来讲，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

的指导思想；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来讲，它为世

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家治理，提供了可供借

鉴的最新国家治理方案和制度蓝图。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出发，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分析了我们

当前所处的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

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

更大贡献的时代。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基于这一科学的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紧扣主要矛

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

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四个自信”；全

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

一流军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基于这一科学的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出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

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

排。确立了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基本方略：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

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

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

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党同志

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等，是我们党完

成新时代“四个伟大”的历史使命的根本遵循。

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讲，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有三点：一是

为世界各国的治理改革提供可以借鉴的中国模

式；二是为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事业提供可以借

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越南、老挝、古巴、

朝鲜纷纷发来贺电祝贺，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

给予充分的肯定。2017年11月16日，应邀出席

“中共十九大：中国发展与世界意义”国际智库

研讨会的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阮春

强在会上发言时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贡献了

中国智慧和力量，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思想和

方案。中国分享改革开放发展经验，也是中国的

智慧。中国开辟了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使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有了新的样本和选

择，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发展问题提供了

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

治党的重要内容，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取得了很

大的成就。中国也提出办好中国事情关键在党，

以坚持不渝地从严治党来不断提高执政党的执政

能力和执政水平。中国在治党治国方面的经验值

得越南借鉴 [5]。三是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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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新时代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提供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正逐渐走

向国际舞台的中央，在全球治理中也承担着越来

越多的国际责任。当前，中国继续坚持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倡导“一带一路”建设，推动经济全

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

方向发展，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引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谱写更辉煌的乐章。作为21世
纪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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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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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our Part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has realized another advance with the times in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our Pa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socialism developmen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ought and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From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s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s 

not only the guiding ideology that our Party and nation must adhere to for a long time, bu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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