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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观

辛向阳

摘　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

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实事求是的

基本要求，要从各种杂乱无章、五花八门的现象中发现事物的客观真实性。坚持实事求是是

一个连续的过程，不是一时一地、一时一刻的事情。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

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同时要把握基本国情的动态变

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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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

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

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

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1]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

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实事求是，

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

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遵循。实事

求是，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

方法，作为基本思想方法要求我们一切要把握客观

现实，作为工作方法要求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

作为领导方法要求我们按客观规律办事。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

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

革命。”[2]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强调实事求是的现实意义。那么，什么是实

事求是？如何在新时代做到实事求是？

一、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

事物的本来面貌

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

的中国表达，它要求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

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必然

联系中发现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在把握规

律中推动事业发展。

首先，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实事求是的基本

要求，要从各种杂乱无章、五花八门的现象中发现

事物的客观真实性。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发现真问题，剔除各类伪问

题：第一类是片面性问题，例如所谓高薪养廉。高

薪能养廉吗？共产党人能够搞高薪养廉吗？世界上

个别国家有特殊国情搞了所谓的高薪养廉，但这种

制度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没有什么借鉴价值。更

何况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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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公务人员的工资

和薪酬待遇的提高必须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增加相一

致，不能用高薪这样单纯的物质待遇来进行激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实践证明，

中国共产党人的清正廉洁是有制度保证的。第二类

是陷阱问题，如“党大还是法大”。有人这样来提

问题，其目的实质上就是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你

说党大，他就说你不是依法治国；你说法大，他就

说应该取消共产党领导。这是一种政治陷阱，是想

通过割裂党与法的关系来否定党的领导。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

导。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不

仅保证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方向，也要保证全面依

法治国的正确路径，更要保证全面依法治国的最终

目的。第三类是教条化的问题，这类问题就是把在

社会主义一个时期存在的问题当作一般性问题，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或

者是改革开放时期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问题，这就需

要我们分清哪些是必须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哪些是必须牢牢坚

持不能有任何动摇的东西，哪些是必须进行原创性

创造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做到实事求是首先就

要发现客观真实性，不断剔除伪问题，找到真问

题。

如何能够发现真问题？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科学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把握问题。要

从事物的本来面目出发去认识其内在的发展机理，

要敢于破除一些陈旧的观念的束缚，要善于从事物

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去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要勇于

从各种比较中寻找真问题的蛛丝马迹。改革开放40
多年来，我们党正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发现了许许多多的客观真实问题，并且找到

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成长壮大。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几乎所

有的西方学者和政要都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

经济，只能搞计划经济，但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

态度，破解了这一难题，成功地在20世纪90年代建

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21世纪初又完善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时代让市场在配置

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让政府更好发挥作用，

使中国经济出现一个又一个奇迹。又比如，有的学

者提出所谓的现代化悖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

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意思是，一旦实现了现

代化，国家就会稳定，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却无

法稳定。这样的悖论在中国式现代化面前失灵了，

中国式现代化在整个进程中始终保持着稳定性，这

种稳定性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连续性和不会中间 
断裂。

其次，要从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发现客观规

律，寻找能够推动我们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是”就是规律，这是毛泽东所阐述的实事求

是的“是”的真正含义。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

全面论述了战争规律、革命战争规律、中国革命战

争规律，以对三大战争规律的深刻认识，取得了多

次反“围剿”的胜利，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取

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

们要深入研究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2021年6月25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进行

第31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

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感悟真理的力量，不断深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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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照耀我们

的前行之路。”[3]我们要深入研究和把握现代化的

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以及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规律。我们已经踏上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深刻把握现代化

的一般规律、普遍规律以及特殊规律，意义十分重

大。中国的现代化既具有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又具有自身的情怀，是为人类探索一条既不走殖民

扩张道路又不会变成依附性国家的新的现代化之

路。我们要深入研究和把握政党执政规律、共产党

执政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我们党已经历经

百年，依然风华正茂，重要原因就是始终把握党的

建设规律，特别是在把握执政三大规律方面，既把

握了人心向背的政党执政规律，又把握了防止党内

利益集团化的共产党执政规律，更把握了政治建设

放首要位置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我们要深入研

究和把握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在新发



3 

辛向阳：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观

展阶段，研究科学发展背后的经济规律、可持续发

展背后的自然规律、包容性发展背后的社会规律，

具有重要意义。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增长速度就会

相应地慢下来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必须

转向高质量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

然界最后都报复了我们的自然规律告诉我们，我们

一定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要深入

研究和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亚洲文明发展规

律、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

是一种社会形态，而且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要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深入研究文明发展的三大

规律。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就是文明因多样而

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亚洲文明发

展规律是在对等的、平等中交流，在多元的、多向

中共生；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

形成的开放体系，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 
弥新。

二、坚持实事求是是一个连续的过

程，不是一时一地、一时一刻的事情

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时一地的事情，坚持实事

求是更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说今天做到了实事求

是，明天、后天也能做到。坚持实事求是是一个永

恒的过程，是一个时时刻刻需要坚持的事情。

首先，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

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

是。每一个时间和地点都是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

的，在一个时间和地点获得的科学认识都有具体的

时代内涵。党的八大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

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

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

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这是符合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八大之后，

后来由于党内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从而使

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偏差。1957年10月9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大会最后的讲话中

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

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4]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

次会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

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

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我们在八大上

做到了实事求是，但八大后在有些方面就背离了实

事求是，没有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好这一原则。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

其次，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

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

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们在这个方面给了我们极好的榜样。恩格斯于

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为在柏林出版的马克

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

写了一篇导言。这篇导言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勇于

承认错误的政治品格。恩格斯说，在1848年6月革

命那个时期，“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

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

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

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5]但是，恩格斯坦

诚：“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

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

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

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6]恩格斯在这里提出

了这样几个论断：我们关于1848年6月革命是无产

阶级的最终胜利的看法是一个幻想，而且历史证明

我们错了；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趋势，走得更远，超

出了我们的想象，历史证明了我们的一些论断是不

正确的。原因在于，“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

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

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

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

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

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

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

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

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

力。”[7]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认为，19世纪90年代

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和方法已经与1848年有着极大

的不同了，例如1848年革命更多的是巷战。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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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明确指出：“这里斗争的条件毕竟已经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

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8]

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态

度。但要注意的是，恩格斯的这一科学态度并不像

有人认为的恩格斯已经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思想，似

乎只主张进行和平过渡。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恩格

斯从没有放弃过暴力革命的思想，只不过是认为，

暴力革命的方式和条件与1848年革命不同了，暴力

革命的原则和精神没有过时。

怎样始终做到实事求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

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

行。”[9]要有自觉的实事求是的信念，做工作、干

事情，任何时候都要牢记实事求是的要求；增强实

事求是的本领，能够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

抓住事物的真实状态，还要掌握好陈云同志讲的

“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对于这一方法，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和阐述过。早在2005年8月26
日“之江新语”的《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

一文中，习近平指出：“我们担负领导工作的干

部，在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之前，一定要有眼睛向

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迈开步子，走出院

子，去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研，同

真正明了实情的各方面人士沟通讨论，通过‘交

换、比较、反复’，取得真实可信、扎实有效的调

研成果，从而得到正确的结论。”[10]在纪念陈云同

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延安时期，在同毛泽东同志反复探讨怎样

才能少犯错误这个话题之后，陈云同志提炼出‘不

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

一个带有鲜明特点的‘十五字诀’。他总结说：

‘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

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11]2016年1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

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入山问樵、入水问渔’，一切以时间、地点、条

件为转移，善于进行交换比较反复，善于把握工作

的时度效。”[12]陈云同志1990年１月24日同浙江省

党政军领导同志的谈话时着重阐述了交换、比较、

反复的含义。“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

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

没有把，两个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

交换一下意见，那么，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

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

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

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

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

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13]交换就

是更多地平等地与其他同志交流意见，把自己的想

法告诉别人，让别的同志也能把意见告诉自己，通

过多面的、立体的、多层次的意见交流，使对于事

物的看法更加整体、全面。交换不是把自己的看法

或者意志强加给其他人，不是为了征求意见或者让

别人为你的想法唱赞歌。如果是这样，交换就失去

了意义，也得不到真正的真相。“比较，就是上

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

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

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

特点，做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

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

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

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

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

论，都是经过比较的。”[14]比较就是各种观点之间

的权衡，看每一个观点的优势和弱点是什么，看每

一个意见的结果和问题在哪里。比较还要比对，通

过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角度的认识看，哪一种看法更

加合理有效。当然，比较应当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不是自己什么想法也没有，就去比较，那就得不出

正确的结论。“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

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

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

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

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

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

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15]反复意味

着对于一时拿不准的观点，要有一个相对充足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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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要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考虑，考虑解决

问题方案优势是什么？机会是什么？成本有多大？

三、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

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同时要把

握基本国情的动态变化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改革发展、

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个最大实际，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

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任何超越现

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

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

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16]

同时，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发展变化

的，对这一阶段的认识也是丰富发展的。

党的十三大从我国人口结构、工业发展水平、

地区发展状况、科学教育文化发展等几个方面概括

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指出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

段等四个方面的科学内涵。这个概括主要是从生产

力的解放与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经济体制的生

机活力的角度进行的，是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相

一致的。这个概括既反映了我们党当时的理论发展

水平，也反映了实践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实事求 
是的。

党的十五大在改革开放近20年历史的基础上，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发展了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等九个方面的历史阶段。与十三大时期的概括

相比，十五大的概括的特点在于：更加重视现代农

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更加注重科技教育文化的

繁荣，更加注重地区经济文化的均衡性，更加强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

其他方面体制等方面的完善，更加强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培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这样的概括一方面说明我们党对于国情的认

识大大加深了，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认识更全面

了。这样的概括是建立在改革开放20多年实践基

础之上的，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结果。

党的十五大之后，又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

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又深化了、丰富

了。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

班上的讲话中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

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

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1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

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

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

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

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

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

程。”[18]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时代我国发展的要

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这个阶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

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

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

的要求。”[19]这个更高阶段是什么阶段？第一，还

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阶段，也就是说，仍然是社

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阶段，一方面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某些痕迹，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自身的质变。这个

阶段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继续发展，市

场在配置资源中依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得到全面实现，建成了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高度发

达的国家。第二，在这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充分展现，一个经济上引领世界发展、

政治上展现制度魅力、思想上占据真理制高点、社

会安定有序、到处生机勃勃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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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

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坚持实事求是是很难的，如果不是为了人民

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不能大公无私，就无法

做到实事求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有光明磊

落、无私无畏、以事实为依据、敢于说出事实真相

的勇气和正气，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

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

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

望。”[20]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我们讲的实事是

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实事，不是为了少数人谋

利益的实事。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而是站在利益

集团、权势团体或者特权官僚集团的立场上，就无

法做到实事求是。因为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就会

看不到问题的真实性，只会看到局部的问题、片面

的问题。第二，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说出事实的

真相。事实的真相往往隐藏在事物很深的地方，没

有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情怀，就无法揭示出这些

事实出来。第三，对照人民的要求，可以发现思想

认识上的偏差，及时纠正这些偏差；可以及时看出

决策中的失误，予以迅速纠正失误；可以揭示工作

中的缺点，及时弥补缺点。

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实

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列宁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其对于错误的认识就表明了这一点。列宁在

1921年10月14日撰写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中就体

现出这种态度。他说：“这第一次胜利还不是最终

的胜利。这次胜利是我国十月革命经历了空前的艰

难、困苦和磨难，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失败和错误以

后取得的。”[21]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过程犯过这样

或者那样的错误，这是必须承认的。但比武装夺取

政权更为艰难的事业就是进行经济建设，在这个过

程中遇到了人类从未遇到过的难题，因此在十月革

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方面也犯了这样那样的一

些错误。所以，列宁明确指出：“在这一最重要最

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最

多。开始这样一个全世界从未有过的事业，难道能

没有失败没有错误吗？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

事业。”[22]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列宁认为：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

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

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

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23]也就是说，

想用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来解决经济建设问题，但

经济建设却有自身的特殊规律，特别是有自己冷冰

冰的铁的规律，热情遇到了冰冷。“我们计划（说

我们计划欠周的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

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

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24]错了怎么办？就是及时修正已有的政

策，要学会机动灵活。列宁说：“三四年来我们稍

稍学会了实行急剧的转变（在需要急剧转变的时

候），现在我们开始勤奋、细心、刻苦地（虽然还

不够勤奋，不够细心，不够刻苦）学习实行一种新

的转变，学习实行‘新经济政策’。”[25]实行新经

济政策是多年正反两个方面实践的选择，“我们已

经开始对经济政策做必要的改变。我们在这方面已

经有了某些成就，虽然是不大的、局部的成就，但

毕竟是确定无疑的成就。”[26]这是真正共产党人的

态度。这个态度表明三点：第一，只有真正站在人

民立场上，才能做到对真理的坚守，对真理始终不

渝的追求，也真正能够把握住真理；第二，只有真

正为了人民的利益，才能及时地发现工作中的错误或

者失误，发现人民的利益受到的损失；第三，只有真

正为了人民，才能在第一时间能够修正已经出现的错

误，不会使出现的错误酿成更大的损失。

坚持实事求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才能够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

缚。坚持实事求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党能够

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

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既防止了

僵化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倾向，又防止了否定毛

泽东思想的倾向；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

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顺应时代要求

和人民的愿望，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新确立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我

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我们国家实现了从高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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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这一转变使中国社会主义充满无限活力；实现了从

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

历史性突破，这一突破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1840
年以后在世界经济的最高点；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

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这一跨越使中国人民日益奔向幸福美好的生活。坚

持实事求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改变管党

治党宽松软状况，着力解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中最硬的难题、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

问题、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政治问题，消除

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战胜一系列重大

风险挑战，不仅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华大地

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而且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明确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

排，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

新形态，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这一变革和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

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革命、建设和改

革胜利的法宝，这是党的百年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

事实；在新时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过程中，这一法宝仍然会发挥出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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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向阳：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观

The CPC’s View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XIN Xiangyang

Abstract: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a fundamental Marxist viewpoint. It is also the CPC’s core requirement for world explo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 basic methodology of ideology, work, and leadership. Its basic requirement is to perceive the essence through 

the appearance, i.e., to see the objective truthfulness through disorderly and unclassified phenomena. Persistence i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an unremitting process rather than a momentary effort. To adhere to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we must consciously realize and 

precisely understand China’s fundamental reality, i.e., China still is, and will long remain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Meanwhile, 

we must perceive the dynamic quality of that reality.

Key words: the CPC;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 objective principle; ideological methodology;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