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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党的二十大·

“两个确立”的基本内涵和科学依据

赵可铭

［摘 要］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从党的政治原则、组织制度、党和国家的领

导制度出发作出的规定; 是对马列主义建党理论、国家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际运用。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地位，是从党的指导思想方面作出的重大规定，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

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两个确立”相辅相成，拥护和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新时代

每个党员的政治觉悟、政治信念的集中表现和检验;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

想的地位，才能把正确的政治信仰建立在科学世界观的根基之上，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定地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

［关键词］“两个确立” 建党理论 党的指导思想

“两个确立”最本质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历史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庄重宣示习近平

同志作为党和国家最高政治领袖、思想领袖、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神圣责任、地位和权威，

确保党中央实施坚强有力的领导，确保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更加团结统一，以应对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各种挑战和风险，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根本的政治保证。

“两个确立”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两个方面密切关联。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是从党的政治原则、组织制度、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出发作出的规定。我们党的组

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全党服从中央。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地位，是对党的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内在地包含着对国家领导制度的

完善和发展。

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表明，党中央的 “核心”具有唯一性，在

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中只有一个核心，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

其常委会，必须维护这一核心，自觉地团结在核心周围，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全党必须牢

固树立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感情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党的最高政治纪律和组织纪

律。这一规定意味着不允许搞多中心，不允许拉小圈子，不允许阳奉阴违。只有这样，才能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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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更加充分地集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智慧，凝聚起全国亿万军民的磅礴力量; 才能确保国

家的长治久安; 才能排除一切可能的干扰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上胜利前进。

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对马列主义建党理论、国家学说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实际运用，是对我们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运用和发展。极少数人与西方

敌对势力相呼应，借口反对“个人崇拜”，散布错误言论，反对 “两个确立”，他们不过是西方

敌对势力的应声虫。唯物史观肯定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同时也肯定领袖人物在人类历史进程

中的巨大作用，以及领袖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列宁曾深刻指出，“群众是划分

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

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①。列宁的这段论述精辟地阐

明了阶级、政党、群众与领袖之间的关系，阐明了领袖对于阶级、政党、群众的领导作用。古希

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过: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列宁说: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

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② 从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及其他国家的革命实践中，我们可以生

动地看到领袖人物对于革命成功的决定性作用。假如没有列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党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邓小平最直接、最明确地论述了这个重大问题。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在主持制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为了正确

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针对当时部分同志的模糊认识及不同意见，高度评价

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深情地说: “没有毛主席，

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③

邓小平在 1989 年 6 月 16 日的谈话中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

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第三代的领

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

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

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

来都挡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

体”④。在 1989 年 9 月 4 日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谈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时提出，“军委

要有个主席……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

打自己的旗帜”⑤。接着，他还谈到国际局势，“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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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 “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 “中国

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①。

从上述谈话中我们应当认识到，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还包含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的设置与

党的核心的关系，即党中央的核心应当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邓

小平在同中央领导同志商议江泽民任党的总书记并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后，接着就提议江

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后来又提议江泽民同志任国家主席。确立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内在

地包含着党、政、军三个最高职位的三位一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的 “两个确立”，是对

邓小平关于党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重要思想的贯彻和发展，是对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在论述党的领导核心问题时曾多次批评党的领导的分散主义，批评多中心，并形象地

比喻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 只有一个核心，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②。

对照上述论断来学习理解 “两个确立”，我们深刻认识到，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是党在长期的实践中、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在建立伟大功

绩中形成的，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公认的。许多干部群众说，习近平同志从农村党支部书记做

起，在地方各级都干过，他不只是在一个地方干得好，而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干得好; 不只是在一

个岗位上政绩突出，而是在每一个领导岗位都作出不平凡的贡献; 他不仅务实苦干，而且善于学

习和思考，具有深厚的人民情怀和高尚的人格力量。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任总书记以来，日益展示出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和我军最高统帅的雄才大略。这十

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和人民办成数不尽的好事实事，一项项都写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写

在全国人民的心坎上。全国近一个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动态清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得以巩固，经济建设的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国家创新能

力显著增强，高新科技在发展中的贡献率不断提升，社会舆论环境有了根本性好转，人民更有信

仰，治港、治疆、治藏决策举措得力有效，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有理

有利有节，坚持改革强军，军队战斗力显著提高，全国生态环境大为改善，城乡更加清洁美丽，

等等。所有这一切重大成就，都与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和全党的核心实施坚强有力的领

导分不开，都与他非凡的预见力、决策力、贯彻力分不开。 “两个确立”是新的伟大实践的选

择，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众望所归。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地位，是从党的指导思想方面

作出的重大规定，庄重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确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同时宣示了习近平同志作为当代

中国思想领袖的地位。我们党从建党之日起，就把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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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既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又不断地与

时俱进，不断地创新发展。这是我们党能够不断地解决前进中的各种时代课题，做到长盛不衰、

永葆生机活力的力量源泉。

我们党的一个重大优势，是党的历代领导核心都是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是政治领袖和思想领袖的统一，这是非常难得的。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

苏联的列宁、斯大林具有这样的禀赋，后来的领导人就不行了。我们党是很幸运的。习近平同志

从青年时期起，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就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博览群书，是一个具有极高理论素

养的思想家，特别是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结合进行的一系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实践，不断思考探索解决新的时代课题，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创立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科学回答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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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这一理论主线，层层展开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

创性的理论判断，在各重要战线形成了具体的工作路线和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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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地位，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

与时俱进。拥护和维护这一思想的指导地位，最根本的是全党各级干部、全体党员要自觉地、坚

持不懈地用这一思想武装头脑，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魂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价值

取向有多元化倾向，但党的指导思想决不允许多元化，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防止和排除各种资本主义思想观念的干扰。要反对和清除新自由主

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观”、全盘西化、全盘私有化等错误思潮。

“两个确立”相辅相成，拥护和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新时代

每个党员的政治觉悟、政治信念的集中表现和检验;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地位，才能把正确的政治信仰建立在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确保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坚定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 赵可铭系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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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MAIN CONTENTS AND ABSTＲACTS

uphold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whole

Party can we hold correct political faith based on a scientific world view and ensure that we firmly follow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at all times and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On the Unity of the Two“Establishments” Tian Xinming ( 16)………………………………………………………

The core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the Party's guiding ideology are two closely related major issues determining the

fat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he unity of the two“establishments”is fundamentally determined by“what CPC is”and

“what CPC is going to do”． The core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has excellent qualities of a statesman and theoretician，and is

both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leader and theoretical founder，which is the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the Party's ultimate goal

and practicing the Party's fundamental principles，as well a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cause． The core of

the leadership，as a combination of excellent qualities of a statesman and theoretician is historically determined． The high

unity of the core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the main founder of the Party's theory is a remarkable reflection of the Party's

highly mature politics and theories，strong organization and action，and flourishing cause，which is of decis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whole party to unify thoughts，wills and actions，and to unite and lea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istorical Basis and Epochal Foundation of the“Two Establishments” Jin Minqing ( 20)…………………………

The“Two Establishments”are not only a profound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but also an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CPC's century-old development tradition，and even more a

conscious grasp of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n the new era，

which h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basis and a solid practical foundation． A strong core of leadership and scientific theoretical

guidance are fundamental to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and to the success of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Establishing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whole party is the call

of the times，the choice of history，and the aspiration of the people; establishing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and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Since the “two establishments” are of great and far-reaching historical

significance，the whole party must deeply understand，wholeheartedly support，and resolutely safeguard them．

· Interview of World Marxism and Left Wing Ｒesearch Front ·

Crises of American Capitalist System and Marxist Alternatives—An Interview with Ｒichard D． Wolff，an

American Marxist Economist This Print Journalist ( 29)………………………………………………………………

·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