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历史交汇点的毛泽东思想
——— “第八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 综述

彭秋归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ꎬ 不断推进毛泽东思想研究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湖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联合举办的 “第八届中国社会科

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 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５ 日在长沙召开ꎬ 论坛主题为 “百年历史交汇点的毛泽东思

想”ꎮ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学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 院长曹普华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纪委书记、 副院长于俊霄分别致辞并作主题报告ꎮ 来自全国社科

研究机构、 党校、 高校等 ５０ 多家单位的 １２０ 余位专家学者以及多家媒体的记者参加论坛ꎮ
１.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的历史时刻探讨毛泽东思想ꎬ 拥有更加宏阔的视野ꎮ 中国人民大

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杨凤城教授提出ꎬ 要运用大历史观不断拓展毛泽东思想研究ꎬ 把人

物、 事件、 特定过程放在历史的长过程中、 放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中、 放在国际的宽视野

中进行审视ꎬ 从而把握毛泽东思想演进轨迹的整体性、 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精神实质的一贯性ꎬ 对

毛泽东形成既站得住又体现其应有地位的正确评价ꎮ
党的建设目标引领着党的发展方向ꎮ 求是杂志社政治编辑部原主任常光民编审重点论述了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时期、 新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目

标ꎬ 强调党的建设目标既要体现党的指导思想、 性质宗旨、 纲领任务ꎬ 彰显党的本质属性ꎬ 又要反

映时代特点和形势变化ꎬ 体现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与时俱进ꎬ 体现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ꎮ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辉煌与艰辛ꎬ 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坚强的领导力量ꎮ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

行政学院) 薛广洲教授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来自有一个崇高的信仰ꎬ 即中国共产党是以为

最大多数人利益服务为纽带而凝聚起来的政党ꎻ 来自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ꎬ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历

程中有过多次挫折和分歧ꎬ 但最后都实现了认识的统一ꎬ 其根本原因就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

线ꎻ 来自有一支坚强的队伍ꎬ 这支队伍具有崇高的灵魂ꎬ 将自己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紧密相连ꎬ
将组织凝练成一座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ꎮ

一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ꎬ 就是一部精神的积淀史ꎮ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晓玲教授强

调ꎬ 中国共产党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ꎬ 一个重要奥秘就是百年大党的精神引领力ꎮ
她从毛泽东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命题出发ꎬ 阐述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坚定政

治定力ꎬ 以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激发思想活力ꎬ 以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汇聚磅礴伟力ꎬ 以艰苦奋斗

的革命精神增强奋进动力ꎮ
回顾百年ꎬ 以史为鉴ꎬ 开创未来ꎮ 曹普华指出ꎬ 研讨毛泽东思想ꎬ 就要深刻感悟毛泽东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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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ꎬ 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营养、 激发奋进力量ꎻ 就要学习毛泽东驾驭复杂局面、
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和思维ꎬ 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ꎻ 就要重温毛泽

东的人民情怀ꎬ 有助于我们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ꎮ
２.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ꎬ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在新的历史时期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刘学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

想的坚持和发展ꎬ 指出: 要深刻认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崇高的理想信

念ꎬ 提升思想高度ꎬ 铸牢政治灵魂ꎻ 深刻认识其人民至上的鲜明立场ꎬ 明确主体价值ꎬ 彰显使命担

当ꎻ 深刻认识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ꎬ 汲取宝贵经验ꎬ 用好重要法宝ꎻ 深刻认识其顽强的斗争精神ꎬ
锤炼政治品格ꎬ 经受实践历练ꎻ 深刻认识其深邃的历史思维ꎬ 把握主流本质ꎬ 遵循发展规律ꎻ 深刻

认识其宏阔的世界眼光ꎬ 把握世界大势ꎬ 解决时代课题ꎮ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ꎬ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ꎬ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肖贵清教授总结其原因为: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ꎬ 尤其

是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ꎻ 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ꎬ 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ꎻ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ꎻ 四是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ꎬ 一

棒接着一棒跑ꎻ 五是坚持把握时代主题、 时代特征ꎬ 准确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ꎮ
在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过程中ꎬ 毛泽东思想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于俊霄指出ꎬ 毛泽东是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ꎬ 他不仅参与了党的创建ꎬ 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ꎬ 紧密联系

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ꎬ 提出一套完整的建党学说ꎬ 指导党的百年发展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ꎬ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上一以贯之ꎬ 并实现了新的发

展ꎮ 习近平关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 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反对历史虚

无主义等重要论述ꎬ 为新时代继承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根本遵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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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

究中心主任李佑新教授提出ꎬ 在继承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基础上ꎬ 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

列重大命题ꎬ 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ꎬ 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ꎮ 习近

平将为人民服务阐述为党的初心ꎬ 将人民立场强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ꎬ 将为人民服务确

立为党员干部是否具有理想信念的客观标准ꎬ 将为人民服务落实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政策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方涛助理研究员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年来在政治建设

上一以贯之的做法ꎬ 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ꎬ 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 判断力、 执行力ꎻ 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ꎬ 把政治要求贯彻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ꎻ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ꎬ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ꎻ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ꎬ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ꎻ 以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为保障ꎬ 建立健全党

的政治建设长效机制ꎮ
３. 毛泽东治国理政实践的宝贵经验、 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ꎬ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ꎬ 形成了

许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ꎮ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左用章教授从坚持马克思主义、 创造新的理

论ꎬ 加强学习、 深入调研ꎬ 立党为公、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ꎬ 创建优良环境ꎬ 建立有效制度及机制

等方面ꎬ 重点论述了毛泽东关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ꎮ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馆长阳国利

研究馆员ꎬ 通过分析 １９５６ 年前后毛泽东对于依法治国的探索ꎬ 指出毛泽东依法治国理念是人民民主

专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发展现状确定的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思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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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对外交流局局长杨明伟研究员梳理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毛泽东对共同富裕

问题的深入思考和集中论述ꎮ 针对当时对于道路选择问题的错误认识ꎬ 毛泽东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ꎬ
才能 “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ꎻ 针对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政权基础的问题ꎬ 毛泽东认为

“共同富裕起来” 是群众相信共产党的理由ꎻ 针对当时工商界和社会上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 “前
途如何” 存在的疑问ꎬ 毛泽东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强调 “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ꎮ

关于新时代如何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研究员认为ꎬ
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资源ꎬ 带给我们重要的启示ꎮ 毛泽东是 “行动中的思想家”ꎬ 其思想是行

动的思想ꎬ 其行动是思想的行动ꎮ 毛泽东认可和重视 “学徒”ꎬ 但是从来没有忘记摆脱 “学徒状

态”ꎬ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从来都是其思考问题的立足点ꎮ 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典型地说

明了 “师傅” 与 “徒弟” 的关系ꎬ 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 反对照抄照搬ꎮ
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ꎬ 在毛泽东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中共湖南

省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宋峥嵘提出ꎬ 湖南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起源地ꎮ 在 ２０ 世纪初ꎬ 在思考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向何处去的过程中ꎬ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逐渐萌芽并付诸实践ꎮ 之后ꎬ 毛

泽东在湖南开启了马列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化的伟大实践ꎮ 他在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等文献中ꎬ 初步回答了在中国革命中 “需不需要统一战线” “与谁建立统一

战线” “谁来领导统一战线” 等关键问题ꎮ
读原著ꎬ 学原文ꎬ 悟原理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朱继东研

究员ꎬ 通过重读毛泽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这一经典文献ꎬ 概括出三个方面的重要经验ꎮ 一

是分清敌友问题是党的建设、 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ꎬ 毛泽东对敌友问题的重视贯穿其领导中国革命、
建设的始终ꎮ 二是要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科学分析ꎬ 引导全党乃至更

多革命者清醒认识到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ꎮ 三是要重视农民问题ꎬ 毛泽东通过阶级分

析和农民运动ꎬ 使大家深刻认识到ꎬ 农民才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 最忠实的同盟军ꎬ 农民问题是

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ꎮ
建党百年ꎬ 青年始终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ꎮ 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路国朝教授号召

青年向毛泽东学习ꎬ 指出毛泽东是立志成才、 善于学习进步、 理论实践结合的最佳典范ꎬ 是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代表ꎮ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李寒秋助理研究员分析了毛泽东的

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ꎬ 强调毛泽东诗词既折射出唯物辩证法的普遍真理ꎬ 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

髓的发扬光大ꎻ 既是伟大历史进程中革命运动集体实践的集中反映ꎬ 更是个人智慧与才情的具体展

示ꎮ 在历史实践中ꎬ 毛泽东把诗性思维与战略思维在辩证思维的最高境界上统一了起来ꎮ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 院长刘建武教授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刘志明研究员、 副主任贺新元研究员分阶段主持了大会主题发言并作了精彩点

评ꎬ 朱继东研究员对此次论坛进行了总结ꎮ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ꎬ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的

重要时刻ꎬ 深入研究探讨毛泽东思想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ꎬ 对于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

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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