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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个“确立”的统一

田心铭

［摘 要］ 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指导思想，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两个紧密关联的重大问题。两个“确立”

的统一，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决定的。党的领导核心具备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优

秀品质，集党的组织领导者和理论创立者于一身，是实现党的最终目的、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是党的事

业发展的结果。兼具政治家和理论家优秀品质的领导核心是历史造就的。实现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理论主要创

立者的高度统一，是党在政治上理论上高度成熟、组织上行动上坚强有力、事业兴旺发达的集中体现，对全党

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关键词］ 领导核心 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指导思想，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两个紧密关联的重大问题。2021 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① 这是继党的十

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

见》 ( 2019 年 1 月 31 日) 等重要文件明确要求做到“两个维护”，即“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② 之后，对两个重大问题一

起作出明确表述，体现了二者之间的统一。党中央通过决议郑重宣示 “两个确立”，既确立

习近平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又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对党和

国家、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决定。

两个“确立”的统一，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又是实践的理论，具有理

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品质。作为科学的理论，它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人类指明了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劳动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作为实践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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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它以实践性的显著特征区别于其他理论，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指引着人民改造

世界的行动。它认为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①。

马克思主义要求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成为无产阶级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 在

理论方面，要以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

中国共产党作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优秀品质。在理论方面，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

的工具，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在实践方面，党

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最终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党的伟大事业是在科学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发展的，党的领导核心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统

一中形成的。党的领导核心具备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优秀品质，集党的组织领导者和理论创立者于

一身，是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是党的事业发展的结果。

人民群众的实践是科学理论的来源，是理论家成长的沃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来自实践又回

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发展并随着实践发展的科学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主要继承发

展者，都是深入到实践之中，参加并领导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实际斗争的实践者、革命家、政治

家。科学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是实践发展和胜利的保证。共产党人的实践是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

践，不是自发的盲目的实践，所以党的组织和党的实际工作的领导核心，应该是通晓马克思主义

并善于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具备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

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高度统一的基本特征。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和政党具备

像共产党这样科学理论和伟大实践相统一的优秀品质。由此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核心所特有

的品质和特征，决定了他们既是科学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又是党的组织、党的实践的主要领导人。

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又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者。恩格斯说: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

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② 马克思

投身工人运动，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创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了国际工人协会。他的

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恩格斯深情地回忆说: “我们之中没有一

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

害。”“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③ 马克思同时又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

家，是科学巨匠。他以无比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科学研究和探讨，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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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他奉献给人类的以他的名

字命名的科学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又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主要缔造者，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于一身。1945 年 4 月党的六届

七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宗明义指出: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

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

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① 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

毛泽东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要代表。在这一结合中创立的毛泽东思想，

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

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

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

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既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又是党的组织和党的实践的主要领导人，

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理论创立者的高度统一，是由多种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和个人主观条件决

定的。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进行的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需要并且必然造就各种各样的人才。其

中有些人可能偏重于理论方面或偏重于实践方面，他们都是党的事业所需要的宝贵人才。集政治

家和理论家于一身的领导人才最为难得。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 “一看就

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

话。”② 他分析指出: “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

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

起来。”③ 这些论述启示我们，虽然“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的做实际工作的人和做理论工

作的人，这“两种人”、两方面的人才都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只有既从事实际工

作又重视理论研究、既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又具备深厚理论素养的政治家兼理论家，才能成为工人

阶级、人民群众开创伟大事业和创立科学理论的杰出代表。

兼具政治家和理论家优秀品质的党的领导核心是由历史造就的。习近平同志从 16 岁时到陕

北梁家河大队插队开始，就投身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七年的知青生活使他 “懂得了什么叫

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④ 从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开始，他在从基层到县、

市、省的各级主要领导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肩挑重担，历经磨练。与此同时，他从知青

生活时开始，就捧起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苦读、深思、写作。《知之深 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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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摆脱贫困》《之江新语》等著作留下了他一边投身实践、一边进行理论思考的记录。《中

国青年》1985 年第 1 期发表的一篇由记者撰写的文章写道: “如果说在延安的习近平对农村已经

有了感性的认识，那么在正定的习近平则对农村开始了理性的思索。”① 1990 年 5 月，习近平寄

语福建省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 “我们一定要反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原著，反复琢

磨、深刻领会。当前应该特别注意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②他在同一时期又写道: “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

大刚结束，2012 年 11 月习近平在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

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

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④ 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复杂、严峻

的形势环境，肩负繁重、艰巨的历史任务，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的胆略谋划国内外

大局，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工作，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

攻坚克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使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理论方

面，习近平强调，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

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他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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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

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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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明

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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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

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⑥

历史告诉我们，实现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理论主要创立者的高度统一，是党的理论和实践在

辩证统一、良性互动中发展的结果，是党在政治上理论上高度成熟、组织上行动上强大有力、党

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集中体现，对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以“两个确立”为重要标志载入史册。

( 田心铭系原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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