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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大会。”[1]习近平同志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第

二部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对

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

行了集中、精炼、深刻的阐述。在报告的其他部

分，也往往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角度阐述问

题。这就使报告既有强烈的现实性，又有厚重的

历史感。因此，十九大报告对于科学认识和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中华民族的历史

历史是延续的，现实不能和历史割裂。理论

从现实中来，也从历史中来。关注历史、总结历

史经验的程度，是一个政党成熟程度的重要体

现之一。十九大报告在阐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时，是关注了从中华文明历史、近代以来的历

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到改革开放以

来的历史、近五年的历史这样的长的历史发展

阶段的。当然，中国共产党重视中华文明历史，

并不是自这次大会始，而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
例如，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就

提出了“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的科学论断[2]。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华民族有五

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

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

族。”[1](13)这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了长期的历史背景，也为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供了历史条件，

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来源之一，就是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传

统优秀文化”[1](41)。
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角度阐述中国梦，

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中国梦问题的

方法之一。十九大报告也是如此。“鸦片战争后，

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

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
这种状况决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1](13)而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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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正是大

会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回顾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是一种必然。中国共产党成熟以

来的历次代表大会，都用或长或短的篇幅回顾

党的历史。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运而

生后，“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

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1](13)。“主心骨”
是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作用所做的精

确概括，是经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的证

明后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今后长时期中国共

产党的作用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国内外

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

民的主心骨”[1](17)。一个政党要成为人民的主心

骨，一是要把握和顺应社会发展的方向，二是要

真正以人民为中心、代表人民利益，三是要形成

和发展科学的理论，四是全党要为前三个方面

而不懈奋斗，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是

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作用的又一科学

概括，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指导思想的作用

所决定的。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中指出：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

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3]中国共产党

员指导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会不断地促使中

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作为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起到这样的作用。
“主心骨”“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

入主动”，既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

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实践过程中的作用，也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在坚

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
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论述，是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重视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在十七大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人民、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历

史性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党的面貌、国
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

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10)。这就更全

面地凸显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凸显了改革开

放以来历史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历史，是十九大报

告从历史角度着重阐述的问题。报告从经济建

设取得重大成就等十个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述，

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

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

性的。”[1](8)这个结论，对报告的其他内容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有重

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华文明历史、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来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近五

年的历史，十九大的论述，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重视历史、重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也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在

历史发展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

的斗争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十九大精神、精神状态

十九大精神是什么？我以为，集中起来，就

是十九大主题中所阐述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1](1)。
学习十九大精神的意义，党中央已经在《中

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决定》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提到：“认真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事关党和国家工

作全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

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4]。这三个“事关”，即

涉及到宏观现实层面上的全局性的问题，也涉

及到未来层面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

展问题。无论是现实层面上的全局问题，还是未

来层面上的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问题，都和

人民根本利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息

息相关。正由于此，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就成为“全党全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4]。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决定》对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十九大

精神进行了系统说明，那就是深刻领会党的十

九大的主题等十个“深刻领会”。做到了这十个

“深刻领会”的内容，就是做到了深刻领会十九

大精神。
在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过程

中，体会报告中所蕴含的精神状态很重要。《中

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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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在阐述十九大主题时，就提到了“以什

么样的精神状态”的问题。
十九大报告中体现的精神状态是什么呢？

我以为，如下几点很重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种精神状态。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1)这是中国共产

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定的、在长期的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中所一直坚持的目标，是激

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当然，在

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我们党犯了右的或“左”
的错误，客观上没有达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的效果；党内也有部分人忘记了初心和

使命，忘本忘祖、信仰缺失、思想滑坡、不讲政

治、腐化堕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体

现在十九大报告的全部内容中，因为从总体上

说，报告阐述的所有问题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

实”是一种精神状态。这是我们科学对待理论和

实践应有的基本态度。坚持这种精神状态，我们

的事业是一种结果，就会取得成功、取得胜利。
本本主义、固步自封、僵化保守也是一种精神状

态，坚持这种精神状态，我们的事业是另一种结

果，就会遭到挫折，甚至遭到失败。这是已经被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并且还会继续

证明。党的十九大报告，通篇体现着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一

种精神状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是党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的问题。从党

的代表大会主题来看，十五大、十六大的主题中

都包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十五大还

提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

就是形象。”[5]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的主题都

包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十七

大报告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6] 十九大进一步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

理论和实践的主题”[1](16)。这种精神状态，要求我

们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不论是顺境还是

逆境，不论遇到任何困难、风险和压力，都坚定

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永不懈怠”是一种精神状态。十九大报告

提出：“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目标奋勇前进。”[1](1)只有永不懈怠，才能勇于

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只有永不

懈怠，才能不断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只有永不

懈怠，才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进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三、新时代

新时代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个新的重大

问题。报告在论述十九大召开的背景时，就提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
大会的主题中也提到新时代。在大会的报告中，

数十次提到新时代的概念。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也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从历史的角度看，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10)。长期努力的“长

期”，从时间段上有多长？长期的开端是什么时

候？我以为，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

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 5 年。
为什么是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我们所说的

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起始点是改革开放。这是历史

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是党的文献所反复阐述

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5](254)十七大报告专门有一部分“改革开

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其中指出：“一九七八年，我

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6](617)，“吹响走自己

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6](618)。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

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也从一

个侧面论述了长期努力的时间段。
长期努力的长期和新时代的起点并不一

致。对于新时代的起点问题，学术界的看法并不

一致。这一问题，还得从十九大报告的内容进行

分析。我以为，十八大以来的发展，为新时代做

了充分的准备，新时代起点就是党的十九大。因

为十八大以来的 5 年，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

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1](8)正是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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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到什么时候截止？从十九大报告的

论述中，我们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报告提出，

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1](11)。报告的第

四部分提出：“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

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

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1](29)因此，新时代要到本世纪中叶。从

党的十九大到本世纪中叶，这是“新时代”的时

段定位。
“新时代”和“新时期”是什么关系？“新时

期”指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新

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党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

命。”[7]“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7](4)从
这方面看，“新时代”是“新时期”这个长期阶段

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新时代

的独特之处。在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

生了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加了

新的重要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更

加重大。
“新时代”与时代主题的“时代”是什么关

系？时代主题所指的时代是指拥有相同主题的

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自产生

以来，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自从马克

思主义产生到 20 世纪初期，这是资本主义在西

欧和北美全面确立并将其影响扩大到全世界的

时代。第二个时代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

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是从 20 世纪

中叶至今，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8]。这里所说的

时代，是从世界范围内讲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一

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而新时代则是指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的一个阶段，“这是我国历史发展

的新方位”[1](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历

史”清楚地说明了“新时代”的地域定位。十九大

报告在论述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时，也紧紧

抓住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然，报告也提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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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所提供的“全新

选择”“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不是要求其他

国家和民族去接受，但这些国家和民族可以根

据自己的实际，去参考和借鉴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中共历史包括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

党的历史进程，二是党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

理论成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

为其中的一个二级学科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理论中的主要部分即科学部分，就成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内容。但是，党的历史，

决不能缺少党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仍然是中共历史的重要内容。
科学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产生。这还是要从十九大报告的前两部

分内容开始。报告提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

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

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

合上系统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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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国内形势变化，就是报告的第一部分

所阐述的十八大以来的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在此基础上取得的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变革，以

及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五方面的面貌变化。
国际形势就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

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1](2)。国内形势和国

际形势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际形势出现的

新问题必然会成为国内形势变化的重要因素之

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既提供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基础和

条件，也提供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需要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

论体系。“理论体系是指人们就所研究、所关注

的基本问题而提出的若干互相关联、有机统一

的思想观点，是理论的内容按照一定的逻辑关

系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体。”[9]作为理论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有：

理论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理论主题，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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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内容，就是十九大报告中所

提出的 8 个“明确”。基本方略，就是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的 14 个“坚持”。当然，“实践没有止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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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创新也没有止境。”[1](26)随着实践的发展，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会不断发

展，增加新的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

国共产党思想中的地位。报告从 5 个方面进行

了阐述。一是这一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的关系，就是报告中所指出的，继承和

发展。继承讲的是一脉相承，脉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之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

脉。继承十分重要，但光讲继承还不够，还要讲

发展。发展讲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在新时代根据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提出新理论。不把继承和发展讲全了，就不能科

学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是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

位。这就是报告中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涉及到对待马

克思主义的态度、涉及到理论成果，也涉及到历

史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会

增加新的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最新

成果。
三是这一思想与党和人民、与党的领导集

体的关系。这就是报告中提出的，是党和人民实

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的科学

指导思想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

结晶，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态度。十五大

报告在论述两大历史性飞跃、两大理论成果时提

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

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5](8)。
当然，我们在强调党和人民实践和集体智慧的

结晶时，也要重视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马克思

主义在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同时，

也承认个人的巨大作用。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
斯大林在评价列宁、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江泽

民在评价邓小平时，都讲到了个人的作用。正如

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中起了关键作

用、邓小平在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

了关键作用、江泽民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

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胡锦涛在科学

发展观形成和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一样，习近

平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同样

起了关键作用。
四是这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关系。这就是报告中所提出的，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

大要对新的理论成果进行论述，这是十九大召

开之前学术界就在讨论的问题，有学者已经进

行了肯定的分析和回答。这一理论成果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也是十九大召

开之前学术界讨论的问题。十九大对于这个问

题进行了明确的回答。这个回答，说明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宏观上说，还是两

个，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还说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

位，即是重要组成部分，是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五是这一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就是报告中

所提出的，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

断发展。这是前述四个方面得出的必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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