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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论，唯有与时俱进，才能永葆生机。
一种思想，唯有引领时代，方显磅礴伟力。
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出现在中共十九大

的报告中，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进入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

当拥有8944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不断推动实践基
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闪耀的真理之光必将照亮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重大课题——解放思
想、与时俱进，探索形成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金秋十月，一个收获硕果与孕育希望的季节。
党的十九大报告向世界宣告：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

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
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
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就在于我们党的科学理论
指引。”十九大代表、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说，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时
代条件和实践要求，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
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思想是时代的先声。十九大代表、中央党史研究室主
任曲青山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
就是一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别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谁
革命、靠谁来革命等重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
展，怎样发展等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各项事业发展，
又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
课题。”十九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十几亿人解决了温饱问题，
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
长；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国际格局风云变幻，“中等收
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的内外困扰叠加出现……

面对这道复杂难解的方程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增强政治定力、坚定理论自信，以高远的历史站位、
宽广的世界眼光，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写就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崭
新篇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八个
“明确”清晰阐明。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齐鹏飞认为，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
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举什
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
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
题。无论在近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还是在近半个
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
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十四项
基本方略进行具体谋划。

中央党校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
组首席专家严书翰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8个明确’和14条基本方略，是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大成，是各种经
验性成果的集中展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吸引着想
要透过中国找寻未来方向的世界目光。

就在十九大召开之际，已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发行600多万册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又一次掀起了研
读热潮。

长期专注中国研究的美国专家罗伯特·库恩说：“这本
书提出的国家治理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而是囊括国家生
活和民众、社会等全方位的执政方略，向全世界发出了清
晰的政策宣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代表着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迅速变化的时代和新的伟
大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新境界。比如，坚持新发展理念，展现了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光芒；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理论。

十九大代表、广东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杨汉卿深感：
“十九大报告的最大亮点就是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历史性飞跃。”

为有源头活水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人
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智慧，
推动治国理政不断取得新进展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
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
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
各方面创新。”

十九大报告所阐释的，正是过去五年间，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大地发生的巨大
变化。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评价说：中国共产党有
生命力和成功的原因，就是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本地化和
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的国情，而这一过程仍在
继续。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更好运用马克
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联系实
际，用不断创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
令世界惊艳的治国理政成绩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大
举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扮演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500多项
改革举措挺进深水区、敢啃“硬骨头”。

——“‘老虎’‘苍蝇’一起打”掀起史无前例的反腐风
暴，形成“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压倒性态势”。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催动世界最大规模
人口的脱贫攻坚，创造每小时1500人脱贫的人类纪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徐徐展开美丽中国壮
阔画卷，“两个轮子一起转”全速发动创新驱动的新引擎。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凝聚13亿人共同信念，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

在世界惊叹的目光中，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全局性、长
远性的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

2017年，井冈山市、兰考县率先脱贫，中国贫困县实
现了第一次数量上的减少。

从变“面上掌握”为“精准到人”，从变“大水漫灌”为

“精准滴灌”，从变“固定受益”为“精准进退”，中国共产党
创新提出的精准扶贫政策，以每年减贫1300万人以上的
成就，书写了人类反贫困斗争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十九大代表、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说，没有我们党创
新理论的指引，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顽强拼搏，就没有井
冈山脱贫“摘帽”的伟大胜利。这也充分证明，科学的理论
只要同实践结合、被人民掌握，就会散发出真理的光芒、产
生无穷的力量。

中国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理论和
实践创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这个进程的受益者。世
界知名民意调查中心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
民众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满意程度，高于全世界其他政体
下的大部分国家。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戴木才说，从“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始终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为民理念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融入执政目标、执政
方略、执政方式等治国理政的要素之中。

五年前，习近平在履新之初曾说：“人民群众是我们力
量的源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他走遍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
地调研脱贫攻坚；走进厂矿、企业、科研基地，详细了解改
革瓶颈；走访农家、社区、养老院，耐心询问民生关切；深入
边关哨所、连队营房、军事演习的前沿阵地，发出强军兴军
号令……

从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与经
验，用朴素平实的语言阐明观点和理论，在万众一心的美
好期盼中凝聚开创未来的决心与信心。

在广州琶洲互联网创新聚集区，市值超过3万亿元的
互联网标杆企业纷纷入驻，共同打造全球互联网产业创新
创业优选地；

在云南瑞丽国家开发开放试验区，公路、铁路与“空中
走廊”建设快马加鞭，这个“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通道枢纽”正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成为中国西部开发的前沿地带……

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教育长韩庆祥说：“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围绕时代之问、聚焦
当下实践的理论体系，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
体智慧的璀璨结晶，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原
创性贡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行动指南——全面贯彻党的基
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作为首批应邀参与中共十九大报告核稿、润色的外籍
专家，60岁的阿拉伯文专家叶海亚对“新时代”的提法印
象深刻：“这是对中国新的历史定位，将促进中国更快实现
全面现代化，同时也为世界上其他希望加快发展的国家提
供了中国智慧。”

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考验。
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

“变的是‘主要矛盾’，不变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
然是我们的‘最大实际’与‘最大国情’。”清华大学国情研
究院院长胡鞍钢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后，这些“变”与“不变”进一步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和治国
理政水平。

经济总量“蛋糕”做大，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
少的矛盾仍然突出；绿色发展步入常态，生态基础薄弱、环
境质量约束的短板依旧显著；地区发展差距、城乡收入差
距持续缩小后，贫困人口与低保人群的公共服务仍显不足

……中国共产党领航的“中国号”面前，有开阔水域，也有
急流险滩；有江河归海，也有乱云飞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在
新的历史阶段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只有创新的理论才能发挥党的创造力，才能既不会
因墨守成规而裹足不前，也不会因迷失方向而走上邪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先达说。

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奋斗目标。
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健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建
设美丽中国，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十九大报告擘画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路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

“美丽”格外亮眼。
“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之日，就是第二个百年目标开

始之时。”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颜晓峰说，这
一历史阶段，是第一个百年目标冲刺阶段与第二个百年目
标起跑阶段的衔接过渡期，是第一个百年目标收好官与第
二个百年目标开好局的双重任务期，是制度更加成熟定
型、发展更有品质、治理更有水准、人民更有获得感的提高
跃升期。

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战略安排。
蓝图分两步，明确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

表：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第二个阶段，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此时，距离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实现现代化
“三步走”战略正好整整30年。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承前启后，一棒接一棒地为
中国现代化而奋斗。

十九大代表、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说：“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创新，我们党有充分底气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
目标提前15年，并且充满信心地提出了新的2050年目
标。这充分说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战略是经得起时代
检验的，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是对国家
和人民高度负责的。”

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使命。
从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

十三大提出“三步走”战略，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两个一百
年”目标到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对全面小康的目标不断
做出新设计、新要求，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广阔
土壤中，不断创造着伟大奇迹。

今天，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十九大报告中
阐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
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回顾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起伏，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
经验得失，习近平同志鲜明提出“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
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
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
强领导核心”。

十九大代表、春江集团党委书记裴春亮说：“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对共
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认识正在进一步深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书、路线
图更加清晰。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让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七十年的实践证明，马

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
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十九大代
表、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党支部书记孟祥飞说：“96年来，我
们党之所以能引领全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关键在于始终能够用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指导实践。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引领下，我们
国家必将迎来新的腾飞、实现新的跨越！”

（记者 吴晶 刘雅鸣 叶前 姜潇 黄小希）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从党的十九大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华社记者

俯瞰浙江省安吉
县上墅乡刘家塘村的
美丽乡村景色（2017
年6月8日摄）。安吉
县大力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让青山绿水成
为当地“金名片”。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云南省墨江哈尼
族自治县联珠镇克曼
村哈尼族群众的易地
搬迁安置房（2017 年
1 月 12 日摄）。“小康
路上一个都不能掉
队”催动世界最大规
模人口的脱贫攻坚，
创造每小时 1500 人
脱贫的人类纪录。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一列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列车行驶在京津城际高铁线路上（2017年8月31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