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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3—4 日, 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北京科技大学联合主办, 《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 编辑部、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2018 年年会在北京举行。
此次年会的主题是 “历史规律和中国改革开放冶。 来自全国高校、 党校、 军校、 科研机构、 媒体等

110 多家单位的 200 余人参加了此次年会。 与会人员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

论发展创新,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深入探讨历史经验、 探寻历史规律,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和时代特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改革开放也进入全面深化期。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权良

柱在开幕辞中指出, 新的时代条件下, 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不断深

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 才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的新境界。 对此,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中心主任侯惠勤也强调, 当前, 深化对改革开放的认知, 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筑牢社会思想基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重要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取得了伟大成就。 侯惠勤指出, 这种成就不仅在于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

变化, 也在于改革开放本身发生了重大历史性飞跃。 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具体

表现为: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适应开放的需要进行改革, 到以党自身建设为导向引领改革开放的变化;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努力跟上时代潮流, 到现在的积极引领时代潮流的变化;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主要

靠革除体制机制的弊端这样一种政策导向, 到今天主要靠发挥制度优势的制度导向的变化。 这意味

着我们的制度已经从不完善、 不定型发展到初步建立比较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这一制度

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解放思想要有新的思想原则。
这包括, 把解放思想和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政治意识连在一起; 解放思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要

有利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解放思想要和党的自我革命更好地联系起来, 增强党的主体责任意

识。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秘书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继东指出,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经验,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 让

我们深刻体会到,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关键在于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

方向和道路。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不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成就的言论,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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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姜迎春指出, 这是源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
从根本上说, 是在用资本主义的标准衡量我国改革开放。

二、 在探寻历史规律、 回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
学好用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摇 摇 侯惠勤指出, 研究客观规律, 给人民群众提供科学世界观、 历史观,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要求。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付来也指

出, 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从历史、 现实和未来相结合的高度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积极运用规律, 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革命、 建设、 改革的经验, 也是我们今天更加坚定、 更加自觉地推进改革开放,
坚定不移地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方法。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 社长赵剑英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 价值观、 认识论、 方法

论对于开启改革开放、 破解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难题、 指引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

智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回答时代之问中不断创新, 并引领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取得胜利。
实践反思是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问题。 侯惠勤强调, 在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的进程

中, 不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只讲实践唯物主义就必然会变成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 会

变成实践本体论, 会导致我们在理论上、 实践上出现很大的偏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研究员余斌提出, 检验真理的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因此, 也要重视理论及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同时, 由于事物发展规律是辩证的, 所以真理本身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 相较之检验真理, 实践对

于真理的更重要的价值体现为发展真理、 实现真理。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成旺认为, 我

们要深刻认识马克思的实践变革论, 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思维是对西方逻辑在先的思维方式的革命

性变革。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家俊强调, 马克思的实践观不是实践本体论, 是在坚

持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崭新的实践范畴。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执行院长孙熙国指出, 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中, 辩证、 历史、 实践这三者是统

一的。
当今改革开放走到关键时刻,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发生着变化。 如何在新的国际

形势下引领世界, 进一步拓展改革开放, 我们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

会副会长、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杨生平指出, 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 经济全球化条件

下要想发展对我们有利的因素, 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两个

大局。 对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问题,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颜晓峰指出, 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认识历史进行研究, 对社会主义

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对各领域现代化的目标表述进行研究, 进行这些研究, 将为我们拓展历史唯物

主义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 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

三、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新时代发展创新

摇 摇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也是这次会议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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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 多位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概念和观

点进行了分析。
“新时代冶 是我们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首先要讨论的概念。 中国历史唯

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金民卿指出, 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时代

观, 我们要认识到社会历史时代是一个一般规律性概念, 在大的规律性下, 民族社会发展会呈现出

具体特殊形态。 深刻把握这些内容, 有助于我们全面分析新时代在当今大的历史时代中的积极意义

与面临的挑战。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南昌航空大学党委书记郭杰忠指出, 新时代的出现

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同时进行的, 新时代是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奋斗目标的阶段, 是社会革

命和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机统一。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革命观,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

会长、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指出, 革命的本质应该是要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

的矛盾, 以实现生产力的更好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讲, 新时代的根本使命还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因此, 革命、 改革和新时代是统一在一起的。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任晓伟指出,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党所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战略观点, 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主观世界改造和

客观世界改造相统一的观点、 自由和必然关系原理的创新性运用, 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社会革命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关键在于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创新。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袁银传指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进

程与改革开放历史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是同一的, 要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

论逻辑、 历史逻辑、 实践逻辑基础上, 科学总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历史经验, 为我们

继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深刻启示和理论智慧。 北京科技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晓光指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要做到理论研究与社会生活实际紧密结

合; 要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增强其国际表达力; 要理性应对各类社会思潮的挑战;
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整体素质, 这样才能全面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对于马

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中话语权问题,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冯

颜利指出, 在一些热点问题上没有话语权, 是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大挑战。 其实, 从辩证唯物史观

出发, 马克思主义对一些看似失语的问题的理解站得更高。 比如对正义的辩证法的理解, 把正义的

相对性和针对性结合起来, 把正义标准的规范性和阶级立场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可以有很强大的

话语权。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岩从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出发指出,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 要注意做到 “不忘本

来, 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冶, “马为魂, 中为体, 史为根, 西为用冶, 让哲学社会科学体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 本质特征、 时代主题。
经过讨论和交流,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在新时代责任重大、 意义深远, 而扎

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功底是澄清学术研究中的争议、 回应实践中的困惑、 实现思想创新的重要

前提。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抓住时代机遇、 趁势而上, 推进历史唯物主义

研究更进一步发展, 开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境界, 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大局。

(作者单位: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 张摇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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