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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得以生成。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有其内在的逻辑，主要体现为“五个坚持”，即坚持中国立场与世

界眼光相结合、坚持现实需要与历史反思相结合、坚持实践创新与理论指导相结合、坚持理论继承与理论

发展相结合、坚持部分阐释与整体建构相结合。深刻理解以上“五个坚持”所彰显的内在逻辑，是科学认识

与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主要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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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内在逻辑

张士海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高度重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中国共

产党发展的突出特点和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国

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看法、新判断，使

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得以生

成。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

人们对理论的认识、概括、提炼，也是一个不断发

展完善的过程。科学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阐释十八大以来形

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

项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多视角探讨与分析。在一

定意义上说，准确把握思想理论中蕴含的方法论

原则，这是正确认识、科学建构一个理论体系的核

心要素。因此，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生成所体现的方法论原则，揭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成所蕴含的内在

逻辑，对于当前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具有现实意义。

一、坚持中国立场与世界眼光相

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因为它作为对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作为反映现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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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学说，不仅具有世界历史

的本质，更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具有普遍的指导

意义；马克思主义也是民族的，因为它不仅从诞生

之日起就以一种特殊的民族形式反映着一定的时

代要求，更以具体的民族形式为实际载体，反映着

自身理论旨趣的实践张力，丰富着自身理论内容

的生命机理。只有用世界眼光理解马克思主义，

才能使其发挥正确指导实践的科学功能，只有民

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指导本国无产阶

级解放运动。

中国共产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中国

的原创性贡献，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其目的在于为今天中国建设的伟大实

践服务，毋庸置疑，这一思想应当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逻辑。而我们在强调这

一思想“地域性”特征的同时，还要充分考量其“全

球性”意蕴。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社会主义运动

面临新形势、呈现新特点，这就要求我们科学认识

和正确对待世界范围内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无

论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益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

结，还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诸如生态马克

思主义等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有益思想，都要

做到在学习中借鉴、在辨析中吸纳、在结合中利

用。要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着干”

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要在学习、借鉴西方马克思主

义流派中的有益成果方面下功夫、做文章、出实

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

践中，面对国际格局风云变幻，面对国内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的世

界眼光、高远的历史站位，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

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中，既有立足中国实际、彰显中国逻辑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等方面的

思想认识，也有基于全球视野、世界眼光考量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总体国家安全观、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等方面的理论观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指出，“要立足我国实际……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要

放宽视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断创新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

以新时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突出问题为导向，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实践和世界各国发展当前

现状的不断交融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世界先进文明的持续互动为内蕴，以实现中国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为目

标，完成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体系架构，彰显了中国立场与世界眼光的有

机统一，从而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

质和文化张力[2]。

中国立场与世界眼光相结合，体现着特殊与

一般的辩证逻辑。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

于它与各个民族具体形式相联系，离开中国立场

和特点谈马克思主义，只会使其变得空洞抽象而

泛化无力；而中国实际，又决然离不开当今世界深

刻变革和时代潮流的发展趋势，只有以中国立场

为原则，并将其置于世界全局的背景中加以考量，

才能体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气、正气、勇

气，才能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机活力。正

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中国立场与世界眼光相结合

的方法论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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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二、坚持现实需要与历史反思相

结合

现实需要的本质，是通过对历史进行反思而

在当下呈现出的一种“自我”敞开的状态，这种内

在与外在相互统一的存在性自觉，实际上表征着

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方式。以历史为解释原则和

理论内核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以人是历史的经

常性前提和结果的辩证关系揭开了历史发展规律

的谜底，而且以历史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结果

的文明内涵为人类提供着反观、校正历史活动的

标准和依据。就此而言，只有坚持现实需要与历
15



史反思相结合，才能将理论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

辩证视野，并在理想之维的承诺与现实道路的探

索中始终维持着一种张力的平衡。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丰富发展马克

思主义理论提供了肥沃土壤，为创立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现实根据。同

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现实中存在的

许多问题，这主要包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创新

能力不够强、生态环境亟须保护的问题；脱贫攻坚

任务艰巨、民生建设存在短板、城乡差距依然较大

的问题；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全面依法治国

任务繁重、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的问题；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国家文化安全面临新形

势的问题；从严治党任重道远、党的建设依然存在

薄弱环节的问题。这些问题成为时代的呼声，为

新思想新理论的诞生提供着迫切的现实需要。而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现实需要，又断然不是离开历

史的反思而孤立地产生的。

由此，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

验教训，便成为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历史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在

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在总结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经验教训，以及在总

结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才深刻体悟到了

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从而指出要实现民族复

兴的伟大梦想，必须要进行伟大斗争，必须要建设

伟大工程，必须要推进伟大事业。要坚持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汲取社会主义运动中削弱或放弃

党的领导的深刻教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汲取

社会主义运动中脱离人民群众的深刻教训；要坚

持全面深化改革，汲取社会主义运动中体制僵化

的深刻教训；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汲取社会主义

运动中官僚权治的深刻教训；要坚持人民当家作

主，汲取社会主义运动中党员干部由“公仆”向“主

人”蜕变的深刻教训，等等。正是在这样的基础

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历

史观，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虚无历史”[3-1]。也正

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正确认

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关系，因为这不

只是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政治问题。正是在习

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对苏东剧变的沉

痛教训进行历史反思，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

教训进行总结，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现实实践，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进行历史

反思的特点和优势、敢于直面现实问题的决心和

勇气。

现实需要和历史反思相结合，体现着历史与

现实的辩证逻辑。只有坚持二者的结合，才能在

切中理论的实践根源和时代内涵的同时，廓清理

论的未来路向和使命担当，才能使理论在实现自

身的过程中保持着现实性和未来性的价值力量，

彰显着批判性、革命性、现实性、科学性的理论品

格。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这一方法论原则，

才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潮流中，坚守住了马克思主

义的时代航向，保卫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从而在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发

展的辉煌历程。

三、坚持实践创新与理论指导相

结合

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超越实践，这就决定了

理论与实践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否定的内在辩

证关系。实践活化理论，理论照亮现实，没有实践

的创新，理论就失去了源头动力，而没有理论的指

导，实践就会变成盲目的行动。正是因为实践创

新在内外条件的双重制约中实现着双重的变革，

才使得理论具有了普遍公理意义，而源于实践的

理论不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它将

自身所具有的超越性意义，融汇于其对实践活动、

成果、经验的批判性反思、理想性指引和规范性矫

正之中，并从而获得了改变世界的真正旨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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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实践，为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提供了实践根据。如何准确把握“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如何深刻领会新发展理念，如何科学

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如何看待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等。中国共产党人在以上

问题上的实践创新，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进

行深入分析、科学阐释，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

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

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

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要有这样的理

论自觉”[1]。这就需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研究重大实践

创新问题上多下功夫，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

“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为发展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做出贡献。正是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成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期。要以新思想引领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展现出更强

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要按照十九大报告

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突出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这就

要求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并将这一理论创新坚定不移地贯彻至

实践发展的始终，以推进实践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实践创新与理论指导相结合，体现着理论与

实践的辩证逻辑。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表

征着实践的创造性、超越性、理想性意义，而且还

意味着理论对实践活动的优选和优化性界定，只

有坚持实践创新与理论指导相结合，才能在促进

理论实现不断飞跃的过程中，把握住实践发展的

规律，达成实践创新与理论指导的互动发展。当

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坚持这一方法论原则，才在

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中，创立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这

一思想引领下，继续谱写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

奋进的壮丽篇章。

四、坚持理论继承与理论发展相

结合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

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又是在以实践活

动为内在环节的基础上，在历史的辩证发展中不

断得以扩展和深化的。由此，正确认识和对待马

克思主义，在思想认识上必须明确“两个决不能”，

即：决不能墨守成规、安于现状；决不能改旗易帜、

全盘西化。对于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但不能僵

化；要发展，但不能自由化。

“时代特点、时代诉求是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

要依据和参照。”[4]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坚守解放思想原则，

对脱离实际的世界观进行切实地变革，从而冲破

了与客观相背离、与实际相割裂的“两个凡是”束

缚，打破了对思想凝固僵化、对理论神圣教条的

“姓资姓社”的桎梏，进而以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因此说，建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需要正确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关联。需要指

出的是，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

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

思想精髓的融汇与贯通，才能准确把握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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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

观的相继与传承。要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

性理论成果的价值意义，要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相

承相继的关系，要科学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

发展与理论继承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理论创新问

题上，谨防理论“虚无”主义的倾向。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绝不是无源之水，绝不是另起炉灶，要着眼于经典

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深入挖掘，着眼于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借鉴，探索出一条以先进的理

论为指引、以观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现实实践为目的的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新道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经

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

地继承。同时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

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

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

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 21世纪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3-2]。运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

指导新的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根本

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生历史性变革的

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科学理论指引。

正是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继

往开来，提出了诸如展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的新发展理念，展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理论

内涵的生态文明理论，展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

理论内核的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等，并在此基础上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

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理论继承与理论发展体现了相对与绝对的辩

证逻辑。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实际上内

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要义。只有坚持二

者相结合，才能使理论在继承中保持着生机活力，

在发展中保持着正确的方向，从而在继承与发展

中实现理论的飞跃和提升。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

人始终坚持贯彻理论继承与理论发展相结合的方

法论原则，才在新时代的实践中，以巨大的理论勇

气牢记着历史使命的责任担当，高举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旗帜，指引着中

国人民为实现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断探寻正确

通达的道路。

五、坚持部分阐释与整体建构相

结合

科学理论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认识系统，是

一个由众多认识成分在一定的层次结构中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而又不断深化和扩展的有机整体，这

就决定了其在存在范式上必然表现为一种由既成

到生成、由部分阐释到整体建构的动态性发展过

程。部分阐释凸显理论的时代容涵性和概念规定

性，整体建构凸显理论的向上兼容性和逻辑系统

性。只有坚持部分阐释与整体建构相结合，才能

在深化理论界域的同时拓展理论的视域，才能在

促进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实现新的突破，进而提升

理论的文明境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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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我们党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

系统回答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围绕这个重大时

代课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

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

实，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视

野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创立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

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

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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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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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逻辑主题，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和科学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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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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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

基本问题。科学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一方面，需要科学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文化理论、党建理论

等各个方面的新论断、新观点、新思想，深度凝练

这些理论观点的具体内涵。另一方面，更需要系

统建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

辑范畴，高度凝结这一理论形态的整体意旨。对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要把

它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视域中去

认识，又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视

域下去揭示其内在逻辑和基本结构。这就要求我

们清醒认识其思想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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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准确把握其思想中“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主线；真正理解其思想中“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灵魂；深刻领悟

其思想中“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主旨。唯有此，才能厘清这一思想的历史脉

络和演进逻辑，正确把握其整体意蕴。

部分阐释与整体建构相结合，体现了局部与

整体的辩证逻辑。由部分阐释到整体建构的理论

存在范式，实际上彰显着认识运动的辩证本质，只

有坚持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理论由点到面

的深化与拓展，为促进理论由量到质的转变和创

新找到有效的途径。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正是坚持了这一方法论原则，才在实践

发展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对这一思想的

基本结构与内在逻辑进行科学把握，才能在这一

思想上达成“精神”认同与“意见”一致，才能在实

践层面上自觉形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余论

科学的方法是探求真理的先决性条件之一，它

不仅为理论研究指明方向，更是理论体系得以形成

和不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中国共产党

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的根本性意义在于，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问

题，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

义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原

则，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充分发

挥其应有的生命力，才能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逻辑

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进程中，把握其基本规律，永葆其生命活力。

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对认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性和科学性、理

解其精神实质和生成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系

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观点、

新看法、新判断，创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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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这

一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原则，其中，坚持中国

立场与世界眼光相结合、现实需要与历史反思相结

合、实践创新与理论指导相结合、理论继承与理论

发展相结合、部分阐释与整体建构相结合作为其方

法论原则的重要体现，不仅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辩证本质，而且彰显了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体现了其实事求是的发展要求。新时代，只有准确

把握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成所体

现的方法论原则，才能深刻体悟其生成逻辑，才能

正确体认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才能牢固树立方

法论的战略意识，厘清方法论的实践意义，进而以

方法论的自觉不断促进理论创新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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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Xi Jinping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ZHANG Shihai

Abstract：Xi Jinping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as been generated

in the practice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formation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as its internal logic, which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five adherence", that is,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standpoint and world

vision,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realistic needs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practical innovation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inheritance and theory

development, and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part interpretation and overall construction.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above "five adherence" is a major dimension to understand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Xi Jinping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Generating

Logic，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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