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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党史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研讨会” 综述

钟　 君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中共湖南

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 “百年党史视野中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 在李达同志的故乡湖南省永州市举办ꎮ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北京大学、 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 １００ 多位专家学者和论文作者代表参加研讨会ꎮ
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逻辑、 实践逻辑、 理论逻辑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逻辑的必然ꎮ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辛鸣教

授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ꎮ 百年砥砺前行ꎬ 中国共产党推

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ꎬ 也积累了宝贵经验ꎬ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政治定力和理论自觉ꎮ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在 “马克思主义”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ꎬ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发展马克

思主义ꎮ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落脚点在 “中国”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真正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

芽、 枝繁叶茂ꎬ 一定要立足中国国情ꎬ 彰显中国风格ꎬ 要能为开辟中国道路、 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理

论支撑与思想保障ꎮ 离开中国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ꎮ 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

“化”ꎬ 要化为理论、 化为信仰、 化为武器、 化为实践ꎮ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的好学生ꎬ 就要站在

巨人的肩上奋勇前进ꎬ 不断开辟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ꎬ 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

灿烂的真理光芒ꎮ 人民出版社辛广伟总编辑认为ꎬ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

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ꎬ 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而巨大的贡献ꎬ 历史

上李达的所为与精神在今天依然有着极大的启迪意义ꎮ 湘潭大学颜佳华教授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将马

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ꎬ 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ꎬ 探索新民主主

义、 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规律ꎬ 回答了国家治理面临的夺取国家政权、 改造国家性质、 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 追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重大历史问题ꎬ 回应了各个历史阶段国家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践逻辑的必然ꎮ 与会者认为ꎬ 在党的百年实践中ꎬ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ꎬ 围绕革命这个中心任务ꎬ 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

跃ꎬ 重点解决了中华民族 “挨打” 的问题ꎻ 以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ꎬ 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要问题ꎬ 探索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ꎬ 重点解决了中华民族 “挨饿” 的问题ꎻ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ꎬ 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重要问题ꎬ 开辟了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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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ꎬ 中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 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ꎬ 迎来了中华民族从 “站起来”
“富起来” 到 “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逻辑的必然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龚云研究员认

为ꎬ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ꎬ 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论主题ꎮ 根据中国不同时期的中

心任务和不同的理论主题ꎬ 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三个阶段ꎮ 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国共产党成

立到 １９７８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ꎮ 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和巩固政权ꎬ 理论主题是为什么革

命、 怎样进行革命ꎬ 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ꎬ 解决了中国人民政治独立问

题ꎮ 第二个阶段是从 １９７８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ꎮ 这一阶段中心任务是通过改革

开放发展生产力ꎬ 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ꎬ 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ꎬ 解决了中国人民经济独立问题ꎮ 第三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八大到

现在ꎬ 这一阶段中心任务是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理论主题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明、 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文明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际相结合ꎬ 解决中国人民精神独立问题ꎮ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主任陈志刚研究员认为ꎬ 在不同时代、 不同条件下探讨如何更好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ꎬ 要和中国的实际结合ꎬ 要和中华 ５０００ 年的文明相结合ꎬ 要和中

国的时代特征相结合ꎬ 只有这样ꎬ 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会丰富多彩ꎬ 才不会陷入教条主义ꎮ 中共湖南

省永州市委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钟君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或者话语标识值得梳理研究ꎬ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 实践逻辑、 理论逻辑研究中ꎬ 要加强学术逻辑研究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概念达成共识ꎬ 且不断地得到创新发展ꎮ 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的那一

刻起ꎬ 它就需要而且必然是要中国化的ꎮ 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ꎬ 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

命、 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历史经验ꎬ 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应对新形势、 解决新问题的基本理论要求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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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姜辉研究员在书面致

辞中指出ꎬ 要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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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ꎬ 深

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发展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原创性贡献ꎮ 运用这一

伟大思想引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

识ꎬ 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ꎻ 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ꎬ 推动引领 ２１ 世纪世界

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ꎻ 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ꎬ 为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教授认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ꎬ 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ꎬ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即

新时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ꎬ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ꎻ 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 ２１ 世纪实际、
与当今世界实际相结合的产物ꎬ 是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ꎮ 与会者一致认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行动指南ꎬ 回答了 “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 怎样

建设现代化国家” 的问题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中国梦的科学指导ꎬ 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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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ꎻ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为世界谋大同的未来指引ꎬ 回答了 “建设什么样的世界、 怎样建设这

个世界” 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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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学认为ꎬ 站在新时代ꎬ 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ꎬ 要以更加宽阔

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ꎬ 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

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ꎬ 不断开辟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ꎬ 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以全新的视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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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ꎬ 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

范ꎬ 又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指南ꎬ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ꎮ 在当代中国ꎬ
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ꎬ 就是真正坚持

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ꎮ
３. 始终坚持正确的党史观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翔教授指出ꎬ 树立正确党史观ꎬ 对于更好学习、 总结党的历史ꎬ 更

好传承、 发扬党的成功经验ꎬ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ꎮ 要深刻

认识中国共产党党史观的科学内涵ꎬ 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党史观的价值意蕴ꎬ 树立正确党史观的根

本原则ꎬ 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阶段性与整体性相统一、 价值性与

事实性相统一ꎮ 与会者一致认为ꎬ 要准确把握好党史的主流主线、 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本质ꎬ 切

实树立起实事求是、 全面辩证、 党史姓党、 人民主体的党史观ꎮ
李达同志注重解决建立 “什么样” 的党ꎬ 即什么指导思想、 什么阶级性质、 什么根本立场ꎬ 在

革命中的角色定位ꎻ 注重解决这个党 “干什么” 和 “怎样干”ꎬ 即追求什么理想、 走什么道路、 实

行什么制度、 目的使命是什么ꎻ 注重从思想理论上建党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构建中国共产党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ꎮ 与会者一致认为ꎬ 总结李达同志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经验教训ꎬ 可以为进

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借鉴ꎮ
在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ꎬ 召开以 “百年党史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为主

题的理论研讨会ꎬ 正当其时ꎬ 意义重大ꎮ 本次会议紧密围绕 “百年党史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 的主题ꎬ 展开了高质量的学术研讨ꎬ 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现实

逻辑ꎬ 为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提供了全景视角ꎮ 研讨会形成了坚持和发展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ꎬ 不断推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理论共识ꎬ 凝聚着各位专家学者多年来的学术积累ꎬ 将为深化百年党史理

论研究、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重要作用ꎮ

(作者单位: 中共湖南省永州市委、 市委宣传部)
(编辑: 刘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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