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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 具有历史、 理论与实践三者相统一的总体性视野ꎮ 习近平立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历史

经验、 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历史经历和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历史担当ꎬ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

经验ꎻ 站在全面从严治党规律性和科学化的角度ꎬ 从理论源流、 理论内涵和理论创新的视野ꎬ 系统

阐释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时代创新性ꎬ 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大命题ꎬ 创造性地回答了政党与

社会、 政党与政权、 政党与政党的三重关系ꎻ 站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视野ꎬ 重申

了以伟大梦想为依托的初心与使命再教育ꎬ 以伟大斗争为基础的全面从严治党再布局ꎬ 以伟大事业

为导向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再出发ꎮ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历史、 理论与实

践三个层面的有机统一ꎬ 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展现出丰富的思想意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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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义良 (１９７３－ )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ꎬ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

逻辑、 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ꎬ 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 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ꎮ”①

这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完整概括ꎬ 也是对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本质特

征的基本规定ꎮ 但是ꎬ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研究现状ꎬ 却存在以下三

个方面的不足: 理论阐述多ꎬ 历史分析少ꎬ 主要表现在当前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对论述背景和内容的

分析和阐述ꎬ 而对其在思想史层面的历时性分析不足ꎻ 散点式解读多ꎬ 聚焦论述少ꎬ 主要表现在相

关研究多侧重于对论述内容的散点式解读ꎬ 而对其在整体论述中的理论内涵把握不全ꎻ 个案式论证

多ꎬ 思想提炼少ꎬ 主要表现在相关研究多侧重于对论述要求的个案式论证ꎬ 而对其在各种要求背后

所隐含的思想意蕴提炼不够ꎮ 事实上ꎬ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历史、 理论与实践三者的

有机统一ꎬ 它们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ꎬ 共同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总体性视野ꎬ 在

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展现出丰富的思想意蕴ꎮ 本文接下来拟结合历史、 理论、 实践三

个层面ꎬ 谈一点对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认识和体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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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经验、 历史经历与历史担当的三重交汇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一个显著特征ꎬ 就是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历
史继承性” 和 “时代创新性”ꎮ 这个特征大致包含三重历史视野: 历史经验视野ꎬ 即聚焦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史ꎻ 历史经历视野ꎬ 即聚焦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ꎻ 历史担当视野ꎬ 即

聚焦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与远景规划ꎮ 三重历史视野横跨过去、 现在和未来三个篇章ꎬ 成为理

解和分析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总体视野的历史来源、 理论依据与方法论基础ꎮ
从历史经验ꎬ 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视野来看ꎬ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当代延续ꎬ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的最新理论形态ꎮ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

党实践和党建思想是 １９ 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历史经验的产物ꎬ 工人运动成为革命的一种手段ꎬ 但仅靠

工人运动是没有办法解放全人类的ꎬ “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ꎬ
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①ꎮ 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的核心目的是消灭阶级ꎬ 解放全人类ꎮ 马克思

明确表达出以 “解放全人类” 作为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ꎬ 并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ꎮ
１８４７ 年ꎬ 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

盟ꎮ １８４８ 年ꎬ 他们在 «共产党宣言» 中强调: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

党”②ꎬ 其历史作用是使得 “无产阶级成为阶级ꎬ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ꎬ 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③ꎮ
因此ꎬ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学说回答了无产阶级建党的必然性及其斗争策略的问题ꎬ 为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发展壮大播下了革命火种ꎬ 也为其他民族国家创建共产党组织提供了理论遵循ꎮ 但是ꎬ 对

于无产阶级政党 “如何执政” 的问题ꎬ 马克思恩格斯只是从理论上提出了若干原则ꎬ 并未付诸实

践ꎮ 列宁则抓住 “政党与国家关系” 这一执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作出了探索ꎬ 他强

调马克思主义政党要 “以先进理论为指南”④ꎬ 要把提高党员质量摆在突出位置⑤ꎬ 严格要求遵守党

组织纪律⑥ꎬ 纯洁党的队伍等⑦ꎮ 所以ꎬ 列宁党建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政党学说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回

答了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ꎬ 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和党领导国家建设的政治方针等一系

列问题ꎬ 从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ꎮ
从历史经历ꎬ 即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视野来看ꎬ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ꎬ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和使命担当ꎮ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后ꎬ 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炸开了中国封建帝制的城墙ꎬ 中国社会陷入 “一盘散

沙”ꎬ 人民生活陷入 “一片绝望”ꎬ 中华民族由盛转衰ꎬ 命运竟由他人主宰ꎮ 在各种 “救国方案” 宣

告失败之时ꎬ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ꎬ 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ꎮ 中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ꎬ 推翻 “三座大山” 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ꎬ 成立了新中国ꎬ 建立了社会主义

制度ꎬ 并历尽艰辛、 百折不挠ꎬ 终于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ꎬ 中华民族实现了

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ꎮ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ꎬ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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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ꎬ 是全体中华

儿女的 “主心骨”ꎮ 习近平指出: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ꎬ 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

段ꎮ”①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发展所肩负的历史责任ꎬ 也是对全体中华儿女立下的庄严承诺ꎮ
从历史担当ꎬ 即从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视野来看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以深刻的思想洞察

力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ꎬ 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ꎬ 以空前力度推进党的自我革命ꎮ
“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ꎬ 改革发展任务越繁重ꎬ 越要加强党的建设ꎮ 安不忘危ꎬ 才是生存之道ꎮ”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历史高度和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基

础上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首次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ꎬ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发展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ꎮ “四个全面”ꎬ 是党治国理政的长期战略和阶段性目标的统一ꎬ 具有长远的指导意

义ꎮ 这就站在历史担当的角度ꎬ 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作出了战略规划ꎮ
总之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接力

棒”ꎬ 带领中国人民在新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伟大革命ꎬ 并在党和国家事业发

生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ꎬ 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ꎮ 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ꎬ 习近

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最新概括ꎮ 它从历史中走来ꎬ 接受历史检验ꎬ 并

将继续在新的历史中向前发展ꎮ

二、 理论源流、 理论内涵与理论创新的三重意蕴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的最新成果ꎬ 不仅是对党的建设优良

传统的继承和延续ꎬ 而且是对党的建设工作的创新与突破ꎬ 具有内在的理论逻辑ꎮ 从理论视野看ꎬ 可

以看出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流、 理论内涵与理论创新的三重意蕴ꎮ 从理论源流上看ꎬ
能够清晰地看出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ꎮ 从理论内

涵上看ꎬ 能够清晰地看出党的建设内涵随着时代发展而进行的迭代与变迁ꎮ 从理论创新上看ꎬ 能够清

晰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中国化、 时代化的新飞跃ꎬ 为世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提供了中

国智慧ꎮ
从理论源流上看ꎬ 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分析ꎮ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ꎬ 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ꎬ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建设思想继续进行探索和

发展ꎬ 提出 “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 广大群众性的、 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

的中国共产党”③ꎬ 从而回答了在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党的建设、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如何进行党的

建设等重大问题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理论和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础上ꎬ 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ꎬ 提出要 “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

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ꎬ 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④ꎬ
由此确立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总体目标、 指导思想与具体方针ꎮ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党的建设经验进行总结提炼的基础上ꎬ 提出了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ꎬ 对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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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务下如何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做出了新的探索ꎮ 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发展

观为基础ꎬ 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等重要命题ꎬ 适应了新的

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工作的客观需要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发展前人党建思想的

基础上ꎬ 结合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ꎬ 总结提炼了加强党的建设需要把握的基本规律ꎬ 提出了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ꎬ 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继续进行党的建设、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如何进行党的

建设等重大问题ꎮ 因此ꎬ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思想宗旨的最新科学呈现ꎮ
从理论内涵上看ꎬ 即立足于党的建设具体内容来分析ꎮ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就

形成了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的优良传统ꎬ 尤其注重思想建党ꎬ 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显著

特点ꎻ 改革开放以来ꎬ 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得到深化ꎬ 制度建设、 反腐倡廉建设、 执政能力建设、 先

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得到重视和强调ꎬ 尤其强调党的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党建理论

的显著特色ꎻ 进入新时代之后ꎬ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从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敏锐的问题意识

出发ꎬ 创造性地将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ꎬ 开创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ꎬ 全

面推进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ꎬ 以制度建设贯穿其中ꎬ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ꎮ 这种新概括突出强调党的政治建设、 纪律建设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ꎬ 是在

总结党的建设历史视野和实践视野的基础上ꎬ 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重大创新和重大调整ꎮ
从理论创新上看ꎬ 即立足于政党政治理论创新的视野来分析ꎮ 政党自身建设的主要目的ꎬ 无非

是解决三重关系问题ꎬ 即要解决政党与社会、 政党与政权、 政党与政党的关系问题ꎬ 这是每一个政

党尤其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问题ꎬ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如此ꎮ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ꎬ
在政党与社会关系方面ꎬ 突出全面性ꎬ 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ꎬ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ꎬ
党是领导一切的ꎮ 通过 “众星捧月” 的鲜活比喻ꎬ 从主体层面提出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重大

论断ꎬ 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政治主体地位ꎮ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ꎬ 共产党是无产阶

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和战斗队ꎬ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ꎬ 共产党人

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ꎬ “在实践方面ꎬ 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 始终起推动作用

的部分ꎻ 在理论方面ꎬ 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 进程

和一般结果”①ꎮ 在政党与政权关系方面ꎬ 通过执政党建设ꎬ 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 依

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ꎬ 深化政治巡视、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

度体系等ꎬ 通过党的建设现代化ꎬ 推动在党的领导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推动政党转

型向政党现代化的转变ꎮ 在政党与政党关系方面ꎬ 创造性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ꎬ 从利益代表维度、
功能维度和效果维度ꎬ 体现了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传统政党制度的区别及其创新ꎬ 通过创造性地吸

取协商民主方式和合作性政党关系ꎬ 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建设和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建设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ꎬ 并在社会革命

和自我革命互动推进过程中ꎬ 把中国共产党锻造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ꎬ 进而在理论上不断

发展着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ꎮ

三、 从内在到外在的实践内涵拓展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ꎬ 实践检验理论ꎬ 实践发展理论ꎮ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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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ꎬ 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ꎮ 习近平指出: “新形势下ꎬ
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ꎬ 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

腐败、 脱离群众、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等问题ꎬ 必须下大力气解决ꎮ 全党必须警醒起来ꎬ 打铁还需

自身硬ꎮ”① “打铁还需自身硬” 是学习理解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关键ꎮ 从近年来的

实践来看ꎬ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体现出强烈的实践旨归ꎬ 强调要以刮骨疗毒、 壮士断腕的

意志和决心根治党内 “顽疾”ꎬ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ꎬ 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战斗性和严肃性ꎬ 重塑共

产党人的革命本色ꎮ 概括起来ꎬ 习近平立足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ꎬ 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践

探索: 以伟大梦想为依托的初心与使命再教育ꎬ 以伟大斗争为基础的全面从严治党再布局ꎬ 以伟大

事业为导向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再出发ꎮ
第一ꎬ 以伟大梦想为依托的初心与使命再教育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ꎬ 习近平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

«复兴之路» 展览时首次深刻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

来最伟大的梦想”ꎮ 中国梦这一伟大梦想ꎬ 不仅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ꎬ 更集中反映了党的宗

旨和远景目标ꎮ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ꎬ 始终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中央相继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等系列主题教育活动ꎬ 是新时代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ꎬ 促进了我

们党在思想上的统一、 政治上的团结、 行动上的一致ꎬ 努力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ꎮ 而要实

现这些目标ꎬ 关键就是要加强党的建设ꎬ 努力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一个信念坚定、 为民服务、 勤政

务实、 敢于担当、 清正廉洁的执政党ꎬ 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引领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开拓者、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构建者ꎮ 在新时代ꎬ 我们党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ꎬ “我们这一

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ꎬ 把我们的党建设好”ꎬ “一茬接着一茬干ꎬ 不停歇、 不止

步、 不观望ꎬ 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ꎬ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ꎮ
第二ꎬ 以伟大斗争为基础的全面从严治党再布局ꎮ 以反腐败斗争为抓手ꎬ 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

有力推进了党的伟大斗争新认识ꎬ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 它推翻一切旧的

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ꎬ 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前人的创造ꎬ 消除这些

前提的自发性ꎬ 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②ꎮ 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内在品格ꎮ 中

国共产党是进行伟大斗争的政治主体ꎬ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赢得伟大斗争的全面胜利ꎮ 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ꎬ 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ꎬ 提高斗争本领ꎬ “任何贪图享受、 消极懈怠、 回避矛盾的

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③ꎮ “我们要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ꎬ 准备战胜一切艰

难险阻ꎬ 朝着我们党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ꎮ”④ 斗争由此成为一种思维ꎮ 正是斗争思维的运用ꎬ
开辟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境界ꎮ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探索了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ꎮ 内容包括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 坚持抓 “关键少数” 和管 “绝大

多数” 相统一、 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 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 坚持党内监督和

群众监督相统一ꎮ 二是贯彻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ꎮ 举措包括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补足精神之钙、
系统概括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丰富内涵、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使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 全方位

扎紧制度的笼子、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等ꎮ 三是构建了科学、 民主、 依法三者相统一的执政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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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ꎬ 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ꎬ 为实现伟大梦想提供了坚强领导和根本保证ꎮ
第三ꎬ 以伟大事业为导向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再出发ꎮ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ꎬ

就始终是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的领导力量ꎬ 尤其是新型政党制

度的提出ꎬ 为世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ꎮ 中国人民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

共产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ꎬ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ꎬ 这是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艰苦卓绝奋斗的结果ꎮ 习近平强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ꎬ 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ꎮ”① 可以说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ꎬ 就是将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目标与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紧密结合在一起ꎬ 这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提供了正确的出发点ꎮ
综上所述ꎬ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具有历史性、 理论性和实践性ꎬ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

执政理念ꎬ 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的最新成果ꎬ 体现了对时代问题的思想探索和对实践

主题的理论回答ꎬ 是对 “新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 这一重大主题的科学回答ꎬ 更

是对于 “新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 怎样建设执政党” 的实践追问ꎬ 具有鲜明的总体性视野

和思想意蕴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虽然历史、 理论和实践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三个基本维度ꎬ

但这三个维度之间不是相互分隔的孤立、 静止的存在ꎬ 而是相互联系、 相互交融的 “动态整体”ꎬ
三者统一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之中ꎮ 进一步说ꎬ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

要论述ꎬ 从来不是单纯就党建谈党建ꎬ 而是将其与治国理政、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ꎮ 这就决定了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确立的乃是一个整体性的

“大党建观”ꎮ 这对于我们在实践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否定红色基因传承的历史虚无主义ꎬ 坚决抵制虚

化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指导地位的庸俗实用主义ꎬ 有效避免为了政绩而否定客观规律的各种形式

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ꎮ 这启示我们ꎬ 在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时ꎬ 要确立

总体性视野ꎬ 不仅要把握其具体观点ꎬ 而且要在一个系统结构中去把握其整体思想意蕴ꎬ 唯有如此ꎬ
才能够学深悟透、 融会贯通ꎬ 从而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ꎬ 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

践、 推动工作的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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