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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决议强调了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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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性意义。正确理解“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关键在于明确“两个确立”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无产阶

级政党的组织原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成就和前景来看，习近平同志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从习近平个人具有的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修养、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的时代课题及其本身具

有的世界意义等方面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无疑也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

选择。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两个确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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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

下简称《决议》) ，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全面阐述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突出强调了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我

们要充分认识到，“两个确立”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

一、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

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

要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首先要正确理解 “核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政党制度、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还要从中国独特的政治历史传统以及党面临的挑战和任务

角度去理解确立“核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一，从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看。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明从起源开始就呈现

“单核心、多层次”的向心结构，孕育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底色。1989 年夏天，费孝通教

授首次提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他说: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

凝聚的核心。它在文明曙光时期，已经在黄河中游形成它的前身华夏集团，在夏、商、周三

·31·

网络首发时间：2022-11-02 11:00:43
网络首发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0.1443.d.20221101.1759.002.html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 年第 10 期

代从东方和西方吸收新的成分，经春秋战国的逐步融合，到秦统一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平原

地带。”① 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奠定了 “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和国

家治理体系。2000 多年来，虽然有过“郡县制”和 “分封制”的论辩和反复，但更长的时期坚

持“大一统”是主流。总体来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内部差异大的国家

来说，坚持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体制，具有重要的制度和文化优势。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稳定

和民族绵延，同时又通过内部协作交融创造灿烂的文化。近代以来，联邦制、多党制、地方自治

在中国之所以都行不通，就是因为违背了 “大一统”的历史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

立了新中国，创造性地继承和创新了 “大一统”的国家体制，认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现代

化事业胜利的基本保障，避免了许多人口大国由内部差异导致的矛盾冲突。中华历史文化充分证

明，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维护 “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是国家稳定和一切事业发展的根本

前提。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对 “大一统”的体制进行了创新和提升。党通过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以及自我革命，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同时又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

积极性，让“大一统”体制更加充满活力。“领导核心”就是大一统体制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人

格化体现，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的制度安排。

第二，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看。海外一些人士对我们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不

理解，有一些议论，这除了有政治立场上的原因外，在思想理论上，则根源于他们用西方的政

治理论、政党理论来观察中国共产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不强调集中统一领导，是因为

在资本主导的社会，政党在国家政治中本来就不居于核心地位，而是资本维护自身利益的工

具，是争夺选票和瓜分利益的工具。因此，资产阶级政党并不需要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和

崇高的理想信念。但无产阶级政党则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是劳动者组织起来掌握生产资料

的国家，党在政治体制中居于核心地位，所以必须实行集中统一领导，而不能搞成清谈馆、俱

乐部。纵观世界，那些在现代化门槛上跌倒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缺少一个能够

代表人民利益、具有强大执政能力的领导集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之所以下大力气惩治腐

败、化解产能过剩、治理房地产泡沫，这是因为过去一段时期，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不是增强了，而是有所削弱，有的地方和部门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 “独立王国”。在这种情况

下，只有强调加强中央权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解决这些

制约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

第三，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要确立坚强的领导核

心和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是极为艰难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正因如此，我们就必须

坚定维护在实践中形成的代表正确路线的领导核心。1935 年的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遭遇重大挫

折的关头召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遵义考察时指出: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

·41·

① 孙庆伟: 《从皇帝到大禹: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载甘阳编: 《新雅中国史八讲》，北京: 三联书店，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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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

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

示。”① 遵义会议之前，中国革命遭遇了损失最惨重的战役———湘江战役，成班、成连、成团

甚至成师的红军指战员都牺牲了，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 8 万多人锐减到 3 万人，根据地丧

失殆尽，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将很快被消灭。遵义会议开始纠正党的错误路线，但是这个过程花

了近 10 年的时间。虽然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很快扭转了军事斗争的局面，但全党范围内教

条主义和缺乏独立性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此，在红军到达延安后，毛泽东投入很大精力抓

思想建设，创作了 《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以及 《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

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涉及党的战略全局的著作。经过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才摆脱

了思想上的迷信和依附性，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并形成了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

想。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论指引。邓小平同志在 1957 年的一次讲话中指

出: “我们党不在 1935 年作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为了把全党同志 ( 包括犯错误的同志)

团结起来，我们要等待犯错误的同志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如果我们在 1935 年做结论，这些同

志是不会接受的。”②这段历史表明，确立党的核心、确立正确路线，是要经过复杂的艰苦斗争

的，因此，这一核心一旦确立，就值得全党坚定维护和倍加珍惜。同样，确立以邓小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也是经历了艰难复杂的斗争的。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确立领导核心的过程，也

是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并最终确立正确政治路线的过程，坚强稳定的领导核心是党

的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四，从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成就和前景看。党的十八大提出 “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大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树立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10

年来，正是由于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我们才能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

动仗，战胜一系列来自国内外的重大风险挑战。我们赢得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伟大斗争，经济

长期高速发展积累的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产能过剩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社会稳定风险，都

得到有效遏制或缓解; 我们赢得了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妥善处理了中美关系这

一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从容不迫、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对美斗争，不断赢得战略主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决

议》提出，“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③。现在中国共产党要干什么?

就是要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历史表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只要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正确，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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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二十五》，《人民日报》2021 年 10 月 19 日。

戚义明: 《党 的 第 一 个 历 史 决 议 起 草 前 的 十 年 “等 待”》， 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GB /68742 /69115 /69120 /

6857471. html。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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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领导核心的领导下，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一旦党的领导核心确立，党的事业就会焕然一新，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

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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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

几句话表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个定位: 第一，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 第二，它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第三，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之所以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的原因。

第一，习近平同志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据 《习近平知青岁月》中有关同志的

回忆，习近平在延安下乡时，每天都要在土窑洞的煤油灯下读书到深夜，上大学之前就通读了三

遍《资本论》。在福建和浙江担任省级领导时，习近平就发表过多篇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充分

说明他本人是有学术功底和学术兴趣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高度重视运用和创

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敏锐和深邃，推动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采取的所有重大举措、实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都同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联

系。比如，2016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

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 “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

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②。这里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典

型概念。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是供给和需求，认为供给和需求均衡之后，就是一个理想状

态。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由资本扩张带来的投资性、投机性需求，由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意识

形态所诱导的需求，也都表现为 “需求”，但这种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反映社会的真实需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概念，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

社会的真实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资本逐利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生产目的

的根本区别。再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用长周期观点看待世界经济危机，这是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独特的视角。相比较来说，西方经济学只讲短期的观点，主要是从生产力、投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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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6 页。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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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甚至预期的角度来看经济的短期周期性波动。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互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资本扩张导致总需求不足的角度来考察经济的周期性波

动的。正是由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问题，我们才充分认识到，只有坚持社会

主义制度，才能避免西方那种由资本扩张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社会主义

生产目的;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推动

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 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

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限制资本无

序扩张; 等等。与美国金融危机前后的做法对比一下，显而易见的是，正是由于坚持用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践，我们才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不仅化解了国

内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积累的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产能过剩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社会稳定风

险、干部腐败风险、脱离群众风险，还避免了许多其他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陷阱，成为全球经济

增长的主要引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的是同以前的飞跃不同的崭新课题。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崭新的课

题。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西方发展理论和实践、我国过去的经

验，都不能给当前问题提供直接的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主要是基于欧洲资本主

义实践，对于东方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建设社会主义，没有

给出现成回答。西方经济理论被实践证明有重大缺陷，仅符合少数先行的工业化国家的实际，

不适用于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是随着历史条件

的变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党如何加强对

经济工作的领导、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何把握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如何实现经济发展阶段平稳转换、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如何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如何解决全球失衡等问题，都亟待新的理论回答。这是一个需要伟大思

想也能够创造伟大思想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回答中国在

充分融入经济全球化、充分吸取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仅要实现高度的物质文明，更要实现高度

的精神文明，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些都将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成就。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证明了在现代化道路上，西方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那么，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将继续证明，西方在现代化道路上没有做到的，我们仍然能够做到。

这当然是一个新飞跃。

第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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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14 亿多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团

结带领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自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

以来，追求现代化成为绝大多数民族的目标。但迄今为止，真正跨越重重陷阱、实现现代化

的国家并不多。不少国家陷入 “贫困陷阱”，经济发展、人力资源水平低，国家能力弱，难以

形成有效投资和消费，长期处于低增长、低收入水平; 一些国家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政党

频繁轮流坐庄，社会两极分化，增长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曾经的工业革命让全球 1 /6

的人口步入发达社会，过上舒适的生活，但这是建立在不公正不平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基

础上的，其他国家无法再沿着这条道路 “重复昨天的故事”。即使一些高收入国家也遇到了新

的问题，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社会冲突不断，陷入 “高收入陷阱”。在 21 世纪的漫漫征途上，

人类一切既有的发展模式，都解决不了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我们已经进入制度创

新的前沿地带。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将指引中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成现代化强国，也将为其他国家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现代化道路提供

中国智慧。

正像前两个历史决议都开辟了党和国家发展的崭新局面一样，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

三个历史决议以及今年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也一定会开辟党和国家发展更新的局面。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胜利一定

属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 孔丹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原董事长; 江宇系中信改革发

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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