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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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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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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
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新的飞跃。”这一重大论断深刻阐释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地位。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观点具有
天然的、内在的契合性，是中国人民接受并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基础和心理基
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既
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原理去改
造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从传统文化中
寻找与马克思主义类似的概念去一一对
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
够融合是多方面合力因素的结果。但在众
多因素当中存在着一个最终的决定性因
素，这就是二者理想追求的融通。

二者都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旨归。
《孟子·尽心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荀子·王制》中进一步提出：“君
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
舟”，这种比喻形象透彻地展现了人民群
众在社会变革时的决定力量。西汉贾谊
在《新书·大政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
无不为本也。”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
民群众历史地位、作用的认识与马克思主
义比较还不全面、准确，但是其和马克思
主义的共通之处是不可否定的。马克思
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
本力量，是历史真正的主人。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
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同历史
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相对立，历史唯物主义
群众史观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这个重大问
题，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
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澜

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
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
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
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
的。”这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
进一步发展、完善和升华，也是中国传统文
化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弘
扬精粹、摒弃糟粕，发展创新的成功范例。

二者都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的理想追
求。《礼记》描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
想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
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
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
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是谓大同。”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
产主义社会，要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
配，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高度的共产主
义觉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阶级和剥削
不复存在，每一个人都全面自由的发展
且一切人全面自由的发展。与中国文
化的大同世界殊途同归。正是因为“大
同思想”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
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追求是如
此的契合，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
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最终战胜各种
其它西方思想流派，成为中国革命、建
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
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
义确立为远大理想。”

两种产生于不同地域、不同年代、不
同文化背景之下的思想体系，却在理想
追求上如此契合，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文化必然能够有机融合，也必
然实现有机融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立足于现实的中国，
又植根于历史的中国，它以中华文明为
源头活水，从 5000多年璀璨文明中承继
人文精神、道德价值、历史智慧的精华养
分，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融会贯通起来，
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生动典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回

望历史、展望未来，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
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
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
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
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
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
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历史智慧和政治智
慧，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运用人民群众能够
听懂、乐于倾听的话语说明问题，解疑释
惑，阐述理念，推动发展，使人们从中得
到启发和启迪，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刻揭示和自觉遵循中华民族传承发
展的历史逻辑，深刻反映中华民族自古
以来的梦想和追求，特别是近代以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凝结着中
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
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正因为
如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
情、浩然的民族魂，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
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是彰显文
化自信、饱含历史自觉、赓续中华文脉的

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创造性发展。

（作者系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
研究员）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智慧
刘经纬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
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
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
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
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实现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如今，这
一奋斗目标已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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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
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中国社会
对一百多年的激越变革、激荡发展以及近
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深刻总结后得出的结
论，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
择。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歌曲传唱全国各地。庆祝建党
百年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这句话做出了新
的扩展，“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
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总结概
括党的百年历史经验时，第一条就是坚持
党的领导。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具有
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
社会号召力，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坚持
党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
题。百年历史验证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党
和国家的根本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命
运所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步调一致跟党走，完成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
走中国道路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
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
得益于百年来党走过的是一条正确的中国道
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明确提
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总结党的百
年奋斗历史意义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开辟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创
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如今，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走中国道路，就是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这也印
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什么“行”的问题。因此，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要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和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弘扬中国精神，就是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民族精
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融入到中华民族求独立、求解放、求富强
的历史潮流，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党的百年奋
斗，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在民族复兴思潮影响下，为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国共
产党为完成民族独立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历史任务，创建了长
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担负
起组织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重任，凝聚起全民族抗战精神、东北抗联
精神等。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又增添了大庆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铸就了企业
家精神、抗疫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民族复兴的精神武
器，增强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新征程中，我们要在伟大建
党精神引领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凝聚中国力量就是凝聚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力量。中国共产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
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是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凝聚中国各方面力量，抓紧抓好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搞好民主党派合作和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坚
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
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使十四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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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决议的一个重大贡献
和突出亮点，就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新概括和科
学界定。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
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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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
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要从坚持理论创新的历史经
验中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
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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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历史进程的前提是中国共产党
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
建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何以为
开天辟地？就在于只有中国共产党选择
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华民族的良
方。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
中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
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
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百年实践
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
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
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
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
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
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
代前沿。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使马克
思主义成为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
指导思想，也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前提。

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质是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
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会自然而然
地发挥作用。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
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
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
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
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就是总结和提炼中
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从而认
识和掌握客观规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宝库增添新的内容；就是运用中国人民
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
理论，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这一历史进程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三次飞跃。一百年来，我们党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
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
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即毛泽东思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
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
发，创立的新思想，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新的飞跃。

要从阐述新概括新界定新发
展中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
飞跃

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内涵、地位都做出

了全新的阐述。
一是拓展了这一思想回答的重大

时代课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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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课题。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这个重大时代课
题由一个拓展为三个，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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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重大时代课
题内容的拓展，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党的执政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丰富和升华。

二是对这一思想的内涵做了新概
括。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括为“八个明确”
和“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在归纳新时代党和国家
事业 13 个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基础上，
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十个明确”。将十
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第八个明确分开表
述为两个明确，新增加了第七个明确：
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
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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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

三是对这一思想的历史地位给予
了新界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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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
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
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的飞跃。

四是确定这一思想的创立者是习
近平总书记。党的十九大之后的新闻

发布会谈到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
立者。六中全会明确做出习近平同志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主要创立者的科学结论。这对于
深刻认识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

五是对这一思想内容的表述进行
了新调整。在“十个明确”中把党的领
导放在了第一位，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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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
导力量，并且增加了全党必须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内容。这与我们总结的党的百年
历史经验的第一点坚持党的领导是相一
致的。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与党的历史
经验的高度契合，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者系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省行
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
授；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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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自信自
强、守正创新的特点密切相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马克思主义理
论根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根源，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源密切相
关；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密切相关。

——北京日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两个相结合”，该怎样理解？》

●当前需要以理论自觉的姿态思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之间的关系，在科学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
性契合性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储峰《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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