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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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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ꎬ 更深入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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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

研究院承办的 “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ꎬ 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北京举行ꎬ 论坛主

题为 “毛泽东思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 来自全国社科研究机构、 党校、 高校等 ５０ 多个单位的 ９０
多名专家学者以及多家媒体的记者参加论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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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论坛

开幕式并讲话ꎮ 他指出ꎬ 在即将迎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 １００ 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ꎬ 深入学习和

研究毛泽东思想ꎬ 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ꎬ 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ꎮ 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ꎬ 坚持正确

研究导向ꎬ 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ꎬ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坚持唯物史观ꎬ 以党的

“两个历史决议” 为遵循ꎬ 坚持全面、 历史、 辩证的科学方法ꎮ 要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ꎬ 从历史

逻辑、 实践逻辑、 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ꎬ 深刻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和伟大贡献ꎮ 要坚持和

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ꎬ 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主旨和核心要义ꎬ 深入挖掘毛泽东思想中蕴含

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ꎬ 为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理论支

撑ꎬ 更好推进新时代伟大实践ꎮ
１. 深刻把握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突出贡献

讨论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ꎬ 就是要把毛泽东纳入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视野中思

考ꎬ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历史叙事中来理解和定位毛泽东的贡献及其影响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金民卿研究员指出ꎬ 缔造并长期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发展ꎬ 成功开辟了中国革

命、 改造和建设道路ꎬ 成功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ꎬ 成功创立并不断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ꎬ
团结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ꎬ 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贡献ꎮ 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留下的

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ꎬ 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和精神支撑ꎮ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ꎬ 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长期停滞、 日益衰退以至

近代面临亡国灭种的趋势ꎬ 使中华民族走上生气勃勃的民族复兴之路ꎮ 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指

出ꎬ 从立功、 立言、 立德和对世界影响看ꎬ 毛泽东堪称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ꎮ 毛泽东思想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根本保证ꎬ 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ꎮ 毛泽东思想内涵丰富ꎬ 其

精髓则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革命的科学精神ꎮ 湖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喻立平研究员

从重铸文化信仰、 大大提升中国人的精神境界ꎬ 确立新的文化主体、 极大凝聚了人民力量ꎬ 变革文

化生产方式、 培育一代代时代新人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的文化功绩ꎮ 中共中央党校薛广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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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问题出发ꎬ 指出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近代以来先进中

国人 “强国富民” 之梦的基础上ꎬ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ꎬ 将中华民族的复兴建立在一个全新的起

点之上ꎮ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列ꎬ 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ꎬ 古老的中华民族将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ꎮ
２. 从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汲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养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真学真用辩证唯物主义ꎬ 来指导我们当前的伟大实践ꎮ 中国社会科学

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辛向阳研究员ꎬ 论述了毛泽东在抗战时期阐述的一系列关于战争的时间

与空间关系的思想ꎬ 指出把握时代的特征、 把握敌我空间的特点、 以空间换时间、 以空间换空间、
以时间换空间、 以时间换时间ꎬ 构成了抗战时期毛泽东时空辩证法的主要内容ꎮ 并进一步强调ꎬ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更要强调时空的重要性ꎬ 把握时空变化的本质ꎬ 在把握本质的基础上

制定战略ꎬ 科学部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蓝图ꎮ
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是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应该永远坚持的正确指导思想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

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

任朱继东研究员以疫情防控为切入点ꎬ 指出在发展事关人民生命健康的卫生防疫事业时ꎬ 毛泽东站

在政治高度重视和抓好卫生防疫事业ꎬ 教育全党要深刻认识到卫生防疫事业的政治性ꎬ 在坚持群众

路线中强调卫生防疫事业的人民性ꎬ 推进全国性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中体现卫生防疫事业的普及性ꎬ
推动工作重心向农村倾斜中实现卫生防疫事业的公平性ꎬ 形成了紧密联系、 相互交融、 不可分割的

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ꎮ 深入研究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ꎬ 不仅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ꎬ 而且具有重要的

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ꎮ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程美东教授分析了近 ５ 年毛泽东研究的动态ꎬ 指出有关研究成果总体

上数量可观ꎬ 选题广泛、 新颖ꎬ 不少质量居于上乘ꎬ 并且多学科研究的态势明显ꎬ 研究的范围很广

泛ꎬ 有的很有深度ꎮ 在有关文章作者群体方面ꎬ 厚重的文章作者还是中年以上高级职称研究人员ꎬ
但也涌现出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人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帅副教授梳理了海外关于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系问题的研究ꎬ 介绍了海外学界关于 “毛主义” 的原创性与 “关于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论” 两次影响较大的争论ꎬ 指出海外学界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

宁主义关系的不正确认识是源于乌托邦主义、 民粹主义、 本土主义、 社会主义附庸论等四方面误读ꎮ
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永葆斗争精神

保持敢打必胜的斗争精神ꎬ 掌握科学的斗争方法ꎬ 是应对阻碍中国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敌

对势力和敌对思想的重要方法论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党组副书记ꎬ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主任李慎明研究员ꎬ 从战争的本质、 性质和我们的态度及立场ꎬ 热爱和平、 不怕战争ꎬ 帝国主义的

两重性ꎬ 利用世界各种矛盾ꎬ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ꎬ 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ꎬ 结成最

广泛的统一战线ꎬ 弱国、 小国能够打败强国、 大国ꎬ 第三世界团结起来ꎬ 谈谈打打的思想ꎬ 准备战

争和扼制战争等 １７ 个方面对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进行了概述ꎬ 并结合当今国际局势分析了

中美关系的三种前途ꎮ 他指出ꎬ 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ꎬ 对我国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处理好中美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只有坚持又斗争又合作ꎬ 以斗

争求合作ꎬ 紧密团结爱好和平的各兄弟党、 兄弟国家和人民ꎬ 才有可能争取到中美关系有和平、 有

发展的前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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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指出ꎬ 伟大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弘扬伟大斗争精神ꎬ 必须清醒把握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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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势ꎬ 必须坚持正确的斗争方法ꎬ 提高斗争本领ꎬ 在斗争中开拓新局面ꎮ 当前ꎬ 美国对我国进行

赤裸裸的打压遏制ꎬ 我国要彻底赢得斗争胜利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ꎮ 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 争取

外援为辅的方针ꎬ 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ꎬ 坚持持久战ꎬ 坚持人民战争的原则ꎬ 坚持底线思维等

正确的斗争方法ꎬ 不断提升斗争本领ꎮ
灵活采取斗争手段ꎬ 坚持战争手段和和平手段两条腿走路ꎬ 是一条重要的斗争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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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

命道路的基本思想ꎬ 批驳了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视作 “暴力社会主义论” 的错误

观点ꎬ 强调毛泽东关于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重大问题上的基本原则ꎬ 并指出暴力革命是战略问题ꎬ
和平手段是策略问题ꎮ 同时ꎬ 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ꎬ 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获得议会的多数ꎬ
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ꎬ 因此不能设想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ꎬ
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的摧毁、 新国家机器的建立ꎮ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杨明伟研究员从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问题的初衷和原

意的角度提出ꎬ 毛泽东提出思想路线问题的本意是 “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ꎬ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路线方

针和斗争策略ꎬ 就是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中产生的ꎬ 是在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中产生

的ꎬ 是在现实斗争中产生的ꎮ 这一本真要义ꎬ 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ꎬ 是中国共产党

百年探索取得的成功秘诀ꎬ 同时也是新时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要求ꎮ
４. 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ꎬ 我们要将其放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史的大背景下ꎬ 从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ꎬ 看这种探索的重要意义ꎮ 中国人民

大学周新城教授指出ꎬ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彻底的唯物辩证法ꎬ 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ꎬ
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探索ꎬ 明确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ꎬ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发展方向

问题ꎮ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国情、 本民族特点进行探索ꎬ 把共同规律和民族特点

结合起来ꎬ 走自己的路ꎮ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肖贵清教授重

点论述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观及其当代价值ꎬ 指出毛泽东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的

目的是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规律ꎬ 体现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系统性和全面

性ꎬ 对研究新时代的各种类型的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思想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胡伟教授着重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

精准脱贫攻坚战的重要论述ꎮ 他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代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始终把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作为经济建设的主线ꎬ 坚持共同富裕的 “初心” 和 “使命”ꎮ 揭示了中国摆脱贫困的四重逻

辑: 从走社会主义道路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逻辑ꎬ 从救济式扶贫到精准脱贫

的制度建构逻辑ꎬ 从合作社社员的改造到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从生存到发展、 从效率到公平的人民

主体生成逻辑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保障逻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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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贺新元研究员主持论坛闭幕式ꎮ

朱继东总结此次论坛具有特殊性、 高端性、 思想性、 神圣感、 时代感、 使命感六大特点ꎮ 与会专家学

者一致认为ꎬ 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ꎬ 更好地在新时代坚持、 继承、 弘扬、 发展毛泽东思想ꎬ 对早日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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