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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 “心学冶, 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和

价值。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心学冶 的要义是修德, 这一

“德冶 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修养, 更包括 “党性冶 修养的大德。 中国共产党人的 “心学冶 是马

克思主义世界观、 方法论、 价值观的统一; 是科学性、 革命性和阶级性的统一, 是党性、 真理性和

价值性的统一。 它理论联系实际, 求真、 务实、 与时俱进, 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精神的体现。 中国

共产党 “心学冶 是对马克思主义党性教育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对于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揖关键词铱 马克思主义摇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摇 党性摇 科学性摇 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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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此前,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了共产党人的 “心学冶, 他强调, “种树者必培其根, 种德者必养其心冶, “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

养性的必修课, 也是共产党的 ‘心学爷冶。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也

一再强调要 “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冶。 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心学冶 呢? 我

认为, 可以从其内涵、 理论特征以及意义价值等维度来理解和把握。

一、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的内涵

“心学冶 原本是一个中国传统哲学范畴。 王守仁首度提出 “心学冶 两字, 并指出 “心学冶 的宗

旨在于 “致良知冶。 他认为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 就是要为善去恶, 即以良知为标准, 按照自

己的良知去行动, 只要通过格物致知, 靠实践、 靠自省, 即 “知行合一冶, 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

的心, 心中的理就是世间万物的理了。 虽然传统 “心学冶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并提倡良知、 为善去

恶, 提倡自省、 实践, 提倡 “知行合一冶, 但是它以心中的良知作为 “天理冶, 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

义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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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 “心学冶 范畴是对传统 “心学冶 概念的一个转意使用, 虽然与传统 “心学冶 有

一定的相似性, 如都追求善、 强调 “知行合一冶, 强调实践等, 但是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 中国共

产党人的 “心学冶 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 “心学冶。
传统 “心学冶 追求的是为善去恶、 “致良知冶、 得 “天理冶; 而中国共产党人的 “心学冶 则是以

“党性冶 教育和党性修养为主要内容, 追求的是 “德性冶 和党性。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党性教

育就是要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党的宗旨教育, 深入开展党史国史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 深入

开展道德品行教育、 法治思维教育、 反腐倡廉教育冶, 并强调要 “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冶 作

为党性教育即 “心学冶 的重要内容淤。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所追求的 “德性冶 和 “党性冶 主要包括

两个层面: 一是个人身心修为和行为准则维度的 “德冶, 主要包括个体的道德品质、 法治观念、 廉

洁清正等, 这也是通常意义上的 “道德冶, 是对每个公民普遍适用的, 是每个个体力图达及的, 这

一层面的 “德冶 与传统 “心学冶 的修身养德是一致的; 二是更高层次的 “德性冶, 这是针对共产党

人来说的, 这种 “德冶 更多地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的 “德冶, 是党性修养, 是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 是社会主义的信念, 是共产主义的理想, 是爱党、 忠于党、 维护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马克思主义的 “大德冶。
我认为,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的核心和发端是 “初心冶。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

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冶于。 “初心冶 是共产党人 “心学冶 的核心构件和理论根据, 也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原动力, 是共产党人的党性之基。 这一 “初心冶 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的要义。
一是信仰、 信念、 理想的层面, 主要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信仰之心、

信念之心、 理想之心。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 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人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对真理之爱和渴求。 “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 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冶盂,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 是基于对中华民族摆

脱奴役、 独立富强的渴望, 是基于对其他各种主义的失望, 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坚定信

念。 社会主义是一盏明灯, 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 就是

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冶,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

一次次奋起, 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冶榆。
二是目标、 宗旨层面, 主要体现为国家和民族的图强之心, 对群众的为民之心。 鸦片战争以后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 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

人民富裕。 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肩负着救亡图强、 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责任。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 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实现了民族的解放; 推翻了国民

党的腐朽统治, 实现了民主、 自由; 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和改革, 初步建成了小康社会, 并

正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人民的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

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为了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也是为了人

民。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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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是我们党不竭的力量源泉。
三是行动原则和态度层面, 主要体现为对党、 党员自身言行的求真之心、 求是之心、 务实之心。

求真之心主要有三个维度: 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渴求和坚持之心, 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心和真爱, 对

马克思主义的真信。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爱是 “真爱冶, 而不是虚情假意; 是发自内心的

“真信冶。 “求是冶 就是寻找革命和建设、 理论和实践的规律性, 这一 “初心冶 一直贯穿革命、 建设

和改革的始终。 “务实冶 之心是对真理和国情的尊重, 是对目标的明晰和执著。
四是道德和伦理的维度, 主要体现为共产党员个体的道德良心和中国共产党的公心。 从个体层

面来讲, 共产党员在一般道德和党性大德两个维度体现道德良心, 既能遵循社会的一般道德要求,
更能够遵循党性要求。 从政党层面来讲, 体现了一种伦理层面的公心, 体现了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群众谋幸福、 为民族谋发展、 为国家谋复兴的公心。

二、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的理论特征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在理论层面上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 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方

法论和价值论的统一, 是革命性、 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 是党性、 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是对

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 具有理论联系实际、 求真务实的特点, 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 方

法的统一, 是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体现。
第一, 与传统 “心学冶 的唯心主义根基不同, 中国共产党的 “心学冶 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

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哲学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为目标旨归,
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方法论和价值观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信仰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的基础

上, 这一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清楚地意识到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 并且坚持非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 坚持了马

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的统一, 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

建设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是一种党性修养, 是一种责任、
使命和担当, 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能动实践论, 在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

中实现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 是外在世界内化和内在世界外化的统一。 并且这种统

一更多地依靠的是有组织和制度保障前提下的个体的、 党组织的、 阶级的实践, 避免了传统心学较

多地依靠个体, 过分倚重于内省、 反思、 “闭门思过冶 等方式所致的孤立修养的倾向和缺陷。 中国

共产党 “心学冶 通过理论学习、 思想整风、 实践教育等方式实现对党性、 人民性、 世界观、 方法论

等的掌握, 实现对共产党 “心学冶 的核心 “大德冶 的深刻领会和坚持。
在历史观的价值维度上,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充分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用, 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的群众史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的核心。 马克思指出 “为保证社会革命

取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冶, 无产阶级 “组成政党是必要的冶淤, 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中 “最
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冶于。 列宁则明确指出, “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 即共产党, 才能团结、 教育

和组织成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冶, “并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冶盂。 而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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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依靠谁、 为了谁, 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 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冶淤。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

去冶, 是党的群众观点的核心。 “党与人民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 始终保持血肉联系, 是党战胜一切

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冶,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 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冶于。
第二,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是革命性、 科学性、 阶级性的统一, 是党性、 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

一。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旨

归。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应致力于实现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

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质和要求。 “一切革命者, 随

时随地都要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冶盂 而马克思主

义辩证法又是最革命的,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 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
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 因而也是它的

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 按其本质来说, 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冶榆。 马克思主义

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的基础, 也

是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的阶级性是与其科学性和革命

性相统一的。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真理, 它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观点、 方

法、 价值取向的科学学说, 它是党性、 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 “心学冶 是作为无产

阶级先锋队、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典型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它具有鲜明的

党性, 但同时, 它也具有鲜明的科学性, 这种科学性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以社会历史发展的

规律性为基础的, 它是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的党性和科学性都源自马克思主

义的党性和科学性, 而其价值取向也同样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道德观

和共产主义道德一样, 是优良的个人道德、 阶级道德和全人类道德的统一体。 “无产阶级的道德并

不是阶级自私的道德, 因为共产主义者有着极远大的眼界冶, “无产阶级的阶级道德同时也是为全人

类解放的道德冶虞。 “共产党人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 最高尚的一切美德, 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 无

产阶级的立场 (党性、 阶级性)。 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 正是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

德冶, 这种道德 “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冶愚。
第三,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 具有理论联系实际、 求真务实的特

点。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是马克思主

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继承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品质。 中国共产党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坚持、 对中国道路的选择, 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

中国的伟大实践中。 尊重现实、 尊重国情是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的方法论态度。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现实、 抗战中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发展态势、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等都是中国

共产党 “心学冶 的出发点。 正如毛泽东所言, 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现实出发去寻找规律性。 中国共

产党人一直在探索和寻找革命的规律、 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 党的自身建设的规律等, 这是对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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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精神的最好体现。 同时,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在

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创造性地坚持、 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创新。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

方法面对、 分析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对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 主要矛盾进行了科学的判定, 并

以这个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为最大的 “实冶,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
第四,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的统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的中国共产党, 自成立以来一直都体现着人民立场, 与此同时, 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和基本观点, 并且理论联系实际, 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 “心学冶 始终都把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内容, 始终要求党员和领导干部能够学习和掌握

好、 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 在方法论层面, 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坚持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方法, 如历史分析的方法、 实事求是的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

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 群众路线的方法等来分析、 研究、 把握和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

三、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一, 在理论层面上,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是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个创新和发展, 对

于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的日常化、 常态化具有重要意义。
(1)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是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继承、 丰富和发展。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成熟于抗战时期, 毛泽东的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以下简称 “两论冶) 在 “党的思想工作

上有极重要的价值冶,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基础冶淤。 而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是对 “两论冶 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观点的继承和运用。 毛泽东在 “两论冶 中指出, 理论联系

实际、 理论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的原理, 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 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

史经验和基本原则, 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 并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

育。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则始终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 提高党员的党性, 提高全党马克思

主义水平。 思想理论教育要求把握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毛泽东强调要 “用
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冶于, 有的放矢地解决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既强

调共性的党性教育, 又针对党内的不同群体、 不同对象的思想特点, 通过 “三严三实冶 “两学一做冶
等不同方式来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 这既是对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传统的坚持, 也是对具体教育途

径和方法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是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 “首长负责, 自己动手, 领导骨干与

广大群众相结合, 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冶 “遇事要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冶 “典型的批评与典型

的教育冶 “启发诱导与检讨反省冶 “开展革命竞赛、 表彰英模冶 “说服教育与耐心感化冶 等方法的继

承和丰富。
(2)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对党建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实现了党性教育的持续化、 日常化和常态

化, 是对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领域最新成果和理念的反映和应用。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党

建工作。 “心学冶 是对传统党建思想和方法的继承和运用, 是党建思想在新时期、 新条件下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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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 实现了党建工作的日常化、 持续化和常态化。 特别是 “心学冶 所强调的 “四个自信冶 中的

“文化自信冶 是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最新思想成果的吸收和运用。 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都十分

强调 “文化领导权冶, 中国共产党要在 “文化自信冶 的基础上, 实现文化话语权, 以使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思想、 方法能够获得更高的认同度, 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更广的作用域,
实现话语权的全覆盖, 使 “西化冶 “历史虚无主义冶 “普世价值冶 等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没有市场。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是这一思想的应用和体现。

第二, 在实践层面上,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对于当前党性教育、 反腐倡廉, 对于中国社会稳

定、 经济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
(1)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的道德教育是提高党员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道德问题是做

人的首要的基本问题冶, “在道德问题上, 党员、 干部无疑应该比普通群众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大

量情况表明, 道德情操与生活情趣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许多腐败分子走上犯罪道路, 大多是从操

守不严、 品行不端、 道德败坏开始的冶淤。 “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冶 是中央反复要求的用人标准。 “一
个干部有德无才, 难以担当重任; 有才无德, 最终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只有德才兼备, 才能做

到想干事、 能干事、 干成事而又不出事, 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冶于

(2)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对于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有利于

我们加强党性、 坚守理想信念。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不是无根基的说教, 对此我们要正确认识, 不

能因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曲折和中国共产党内部部分腐败分子的出现而否定 “心学冶。 靠

历史虚无主义和 “玩弄实例冶 来否定 “心学冶, 不是愚昧无知的天真幼稚, 就是别有用心、 图谋不

轨。 列宁曾经指出: “在社会现象方面, 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
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 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 那么, 事实不仅是 ‘顽强

的东西爷, 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 如果不是从整体上、 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 如果事实是零

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 那么, 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 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冶盂 而针对 “普世价值冶
对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的影响, 习近平强调 “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 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
改名换姓, 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丢掉对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信念冶,
“有的人奉西方理论、 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 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冶榆。 因

此, “心学冶 教育是防腐剂, 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途径。
(3)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有利于反腐倡廉。 腐败是败坏党风党纪的典型,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和宗旨, 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容的冶虞,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

的问题。 因此, 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 永远搞冶愚。 江泽民曾指出: “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

健康机体的病毒。 如果我们掉以轻心, 任其泛滥, 就会葬送我们党, 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 葬送我

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 我们的党、 我们的干部、 我们的人民, 是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后果的。冶舆

因此, 党性 “心学冶 教育是每个党员的必修课。 刘少奇也曾指出过: “胜利后, 一定会有些人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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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化。 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 加强思想教育, 提高纪律性, 就会好一些。冶淤 腐败是毒瘤,
不能任其蔓延, 在党纪、 国法之外, 党性教育是极为重要的手段。 开展 “心学冶 教育, 时刻牢记党

性、 时刻铭记党章, 党性修养锤炼常态化, 是防止腐败发生的有效手段。
(4)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有利于社会稳定、 矛盾化解。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有利于社会稳定、

矛盾化解, 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意识的力量是强大的,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

客观世界, 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冶于。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

前进的根本动力。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在肯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也

“充分肯定精神对物质、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 政治对

经济的强大反作用冶, 因此, “在一定条件下, 精神可以变物质, 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

量。 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力量的发展, 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更好更大

的作用冶盂。 中国共产党 “心学冶 能够形成良好的党风, 从而带动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 党性教育能

够减少腐败, 遏制不良习气, 恢复社会正义, 回归社会公正, 从而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健

康发展,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 党是各项事业的核心, 中国共产

党 “心学冶 作为党的不竭的精神动力, 对于实现 “中国梦冶 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于全面小康

社会的建成和现代化强国的实践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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