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

———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高层论坛冶 综述

徐侠侠摇 陈姝瑾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不断推动马克思主

义理论创新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道路、 制度、 文化

自信, 2018 年 11 月 17—18 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江苏师范大学主办, 中国社

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 江苏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冶 研究院、 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院承办的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冶 高层论坛在古城徐州召开, 来自中国社

会科学院、 江苏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南开大学、 教育部社科中心, 以及 《马克思

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人民日报》 《新华日报》 等单位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

此次论坛。

一、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发展、 实践探索与经验总结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 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各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突破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院长邓纯东认为, 2018 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 我们要根据 40 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对改革开放的实质、 成功经验从理论角度与实践角度

进行总结提炼,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进行总结, 从而探知能够继续指导中国改革

开放事业不断深入推进的重要启示, 最终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

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主任刘志明指出, 马克思主义自进入中国以来经历了逐步中

国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既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 不断取得革命、 建设和改革伟大成就的过程, 也是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丰富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因此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 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经验, 将这些经

验运用到今后的改革事业中, 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展现出更强大、 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许多专家

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以及生态建设取得辉煌成就, 中华民族实现了从

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 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与发展模式, 加快

推进中国梦的实现。
与会者指出, 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 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发展与创新, 尤其在中国化的历程

中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五次伟大理论创新,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 科学的理论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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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研究

“打赢脱贫攻坚战冶 对如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实现我党第一个百年目标意义重大, 关乎整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布局。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俞思念指出, “打赢脱贫攻坚战冶 是全面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一战, 关系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 要将社会主

义制度及其本质的内涵与党的本质及国家发展的短期、 中期、 长期目标紧密结合, 深刻认识到打赢

这一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 打开全面改革开放新格局、 推进当代中国向高质量发展的预演和前奏的

重大意义。 与会者认为, 在共享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精准扶贫更具公正性, 新时代共享发展和精准扶

贫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辩证关系, 共享发展是精准扶贫的目的和归宿, 精准扶贫是共享发展的途径和

手段。 与会者还认为, 习近平关于扶贫的观点萌芽于知青时期, 实践于改革开放时期, 形成于治国

理政时期, 具有为脱贫攻坚提供根本遵循、 为贫困治理贡献 “中国智慧冶 的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样化、 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 全球各地区尤其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

异、 价值观的对立仍然存在, 构建新型中国话语体系关系中西文化深度互动条件下中国能否做好提

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跨文化国家沟通和国家形象管理的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卜祥记

认为, 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的大国地位进一步彰显, 但国际话语权没有得到显著提升, 依然处于

西方话语霸权的阴影之下, 突破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实困境, 要从国际话语权的历史演变出发, 直

面新型话语权构筑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从固本清源、 转型创新、 突围破局三个维度构建新型中国

国际话语体系, 亮中国态度, 提中国方案, 显中国气派。 教育部社科中心特色理论处副处长郑丽平

认为,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但中国对外传播仍旧存在 “有理说不出、 说了传不

开、 传开叫不响冶 的问题, 因此要加快步伐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 新范畴、 新表述, 尽快构

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进一步提高国际话语权, 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

认识中国。 与会者指出, 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是抓住我国外交发展的战略机遇的关键点, 要通过实

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提升国家软实力三个层面来提升中国国家话语权。

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是我党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

俱进的有力体现,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我们要不断提高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的能力, 进一步加强研究与宣传的力度。 邓纯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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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要加强

推动学术界乃至全党全国学习、 研究、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准确理解把握其思

想内涵并在实践中贯彻落实,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中国化、 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研究》 副主编

汪世锦认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有问题意识,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价值取向与学术导向, 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 方法分析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热点难点问题;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过程中, 尤其要注重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表述的科学性

和精确性, 将理论性与学术性相结合, 坚持问题导向, 切实推进理论创新。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石海兵

等同志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 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价值主客体统一、
真善美的统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特征, 要从把握价值依据转化、 深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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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体认识、 统一价值评价标准、 指明价值目标、 发展价值体系解构、 重塑引领全球价值愿景、 构建

价值实现路径等维度, 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价值内容。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建的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新时

代党建工作的指南。 湖南省社科联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汤建军认为, 习近平新时代党建的论述是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的最新成果,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尤其是 “从严治党冶 的根

本遵循, 要牢牢把握党建工作的规律, 领会好深刻内涵,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建的总要求, 不断提高

党的建设质量。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立场上提出的, 把建设生态文明与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完整地统一起来。 重庆理工大学的徐茂华从理念、 生产力、 社会生活以及制度四个维

度论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他指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政治层面具有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

国际地位的价值, 在经济层面具有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价值, 在社会生活层面具有改善民生的价值。

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需要继续深度凝练 “最大公约数冶 的概述

语。 江苏师范大学中华家文化研究院院长陈延斌认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

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需要继续深度凝练彰显国家制度精髓的核心价值观表述方案, 使其更好发挥凝

心聚力的导向作用。 他依据调研数据提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述语应该是理念深邃凝练、 内涵

融通中外、 文字易于记诵, 进一步形成全社会最大程度共识和便于传播的表述方案, 要有助于更好

增强价值观传播、 认同与落地生根, 使之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精神象征, 成为激励和引领人民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的旗帜。
拓展与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培育、 实践路径是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之一。 江苏师

范大学副教授张琳针对调研现状, 就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状、 困境提出了营造氛围、
发挥引领作用、 拓展生活实践途径与法律、 制度保障的对策建议。 还有学者探讨了新时代大学生及

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 模式, 提出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资源,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价值理念, 可以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滋养。
最后, 本次论坛与会专家学者达成了三点共识: 一是要始终不渝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的指

导地位, 将其作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遵循。 按照 “五位一体冶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冶 战略布局,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确保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完成。
二是要始终不渝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尤其是要加强对改革开放规律的认识, 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的发展经验,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借鉴。 三是要始终不渝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尤其是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加深理解, 加强研究

与宣传; 要发挥传统优秀文化优势,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凝练与传播认同研究, 创新培育、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践途径, 使其真正发挥凝神聚气的作用; 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

主阵地, 构建新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国际话语体系, 创新话语传播手段, 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单位: 陕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师范大学中华家文化研究院)
(编辑: 黄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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