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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时代观：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政治自觉
□刘汉俊

核心提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

断，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

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面

对新的历史使命、历史任务、奋斗目

标作出的重大判断和郑重宣告，标

志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华民族将迎来实现伟大复兴的新

时代。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体现了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观，表明

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

方位的科学判断和清醒认识。

学者心得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
在 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开 篇 ，

习近平同志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他接着又总结过去 5 年的工
作和历史性变革，得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
治论断；专门阐释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使命，强调中国共产
党要始终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坚强领
导核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使命付出更为艰巨、更
为艰苦的努力。对历史方位的科
学判断、对历史使命的自觉认识，
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宏大的历史视野、清
醒的历史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⑩6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冯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的基础上，保持和发扬马克
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
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
创新，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
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改革发展
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
在理论上拓宽了新视野、作出了
新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
内涵体现在“八个明确”和“十四
条坚持”上。“十四条坚持”是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本方略，体现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
和实践创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丰富和拓
展。⑩6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扬勇：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从 新 中

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到
邓小平的成功开创，再到今天的
坚持和发展，走过了 60 多年。今
天的中国共产党，今天的中国，今
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处
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方位，需要
我们加以审视，作出具有全局性、
战略性、前瞻性的判断。习近平
总书记高瞻远瞩，科学分析国际
国内发展大势，准确把握时代特
征，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战略判断，对于我们
党带领全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这是我们
党制定下一步路线、方针、政策的
重要前提。⑩6

树立正确时代观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政治自觉

时代观是人们对所处时代的根本看法和根
本观点。时代划分的依据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
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着时代
的性质。马克思按照劳动资料或劳动工具的标
准，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
代、铁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对所处资本主义时
代进行了深刻分析，进而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
的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热情地赞美了资本
主义时代生产力发展，“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
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
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过去哪一个世
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
呢？”同时又对资本主义时代的丑恶给予无情揭
露和批判：“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
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
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
场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
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资本主义时代及其特点、规律、矛盾进行准确判
断和深刻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的历史必然性，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
理的巨大力量和历史地位。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
动”，思想是行动的纲领，正确的时代观是无产
阶级政党制定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重要基
础、确定战略规划和目标任务的重要依据。马
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所处时代的性质和特征，确
定自己的任务和奋斗目标，就是实现无产阶级
和人类的解放即劳动阶级的解放，这是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主题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
命。政党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对时代观的
认同度，决定这个政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行
动力。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
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
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
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这
些论述充分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时代的产
物，任何一种思想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马克
思主义时代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用正
确的时代观反映真实的客观实践是无产阶级
政党一贯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对于
无产阶级政党考察时代的背景和条件，认清时
代的本质和特征，把握时代的主题和规律，分析
时代变革的原因和发展趋势，找到解决问题的
办法和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
义。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 12月指出：“在无产
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
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
上”；在1940年 7月指出：“现在国难日深，世界
形势大变，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要负起极大
的责任来。我们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
们一定要把中国造成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
国”；在1956年 11月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
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所处
时代、中国革命所处方位的清醒认识，对现实
环境、主要矛盾、目标任务的深刻分析，为中国
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
中国共产党科学判断和深刻分析所处时代的
特征、内涵提供了基本方法、基本立场、基本视

角和基本观点。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学习、运用、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
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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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
部分，是新时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伟大
探索、最成功实践，这些思想结晶和理论成果贯
穿着鲜明的时代性，是时代的产物。

时代观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
明标志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
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和人类社会的精华，是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
慧的结晶，深蕴其中的时代观是新思想的立论
基础、核心内容，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
论的一贯坚持和灵活运用，也是进入新时代的
中国共产党人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清醒
认识。

习近平的时代观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

民之所呼，政之所向，时代呼唤责任。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这个责任，就是对民族的责任、对
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是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
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是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
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
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坚持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
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
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
导核心。这种责任意识贯穿全部思想、关照整
个时代、关注当今人类，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
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怀、对时代发展的深刻思
考、对人类命运的深远构想，体现了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格。

习近平的时代观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

中华民族自古便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使命。使
命天成，与生俱来，与时同进。中国共产党是一
个有庄严使命感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诞生起就
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
标，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解放作为不变的
初心和永恒的使命，抱负在胸、使命在肩，生命
不息、奋斗不止，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
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过程中谱写
了一首首惊天撼地、感天动地的壮歌，这是使命
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一代共产
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
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
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奋勇前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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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
斗”，“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人
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任务要有新担当，
实现伟大复兴是天降之大任、民族之夙愿，中国
共产党人责无旁贷、义无反顾。以高度的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胜利完
成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赋
予的各项任务而不懈奋斗，体现了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政治自觉。

习近平的时代观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以及世界社
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宏大坐标中
准确判断出当今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方
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
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
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
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
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
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

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这“三个意味着”表明了中华民族“站起
来”时代、“富起来”时代、“强起来”时代的显著
特征，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这“三个时代”面临
的主要问题和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蕴含着对坚
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向
何处去等现实问题的系统回答，蕴含着对当代
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和
民族提供什么借鉴、对人类社会作什么贡献等
重大问题的深沉思考。这“三个意味着”既充满
自信又直面现实问题、重大关切，既宏阔高远又
准确深邃，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辩证
思维和系统观点，是习近平时代观的重大意义
之所在和丰富内涵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

“三个意味着”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个新时
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
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
大贡献的时代。这“五个时代”的丰富内涵是
对“三个意味着”重大意义的续论和深化，是解
决当今中国一切问题乃至世界问题、人类问题
的总方法，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
智慧。

习近平的时代观有着强烈的实践意识。

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当代
中国正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革，全球化趋势、
多极化格局、信息化浪潮、大数据应用、互联网
经济、多文化碰撞等正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人们
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改变着社会形态、发
展走势和世界格局。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
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是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最伟大的实践。党的十八大以
来的这五年，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取得历史性成就，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
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
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
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
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
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
著。取得这些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发生这些深
层次、根本性变革的原因，在于确立了习近平
同志这个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在于确
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这个核心和这个思
想，是在气势如虹、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中形成
的，是在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形成
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又一次生
动实践、再一次伟大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
观的进一步升华，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的先进本色。

习近平的时代观提出新的
伟大任务、推动新的伟大实践

认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廓清时代是
为了推动时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
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
性标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需要指导实践、
推动社会变革，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丰富、
完善、发展。

当今中国仍然处于世界大变局和历史大调
整的时代。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大调
整，使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先机，而一

些社会主义国家错失方向、坐失窗口、丧失机
遇，有的剧变解体，有的低迷停滞。中国共产党
洞察世界风云、把握时代大势，实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使中
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巨大生机和活力，极大地振
奋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这个世界范围
内的大变局、大调整还在发生、暂无穷期，社会
主义中国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推
进，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时刻思考的时代课题
和必须回答的历史命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
断提出新的任务、推进新的实践，在不断前进中
解决一切问题，在大变局、大调整中迎接风险挑
战、占据发展先机、掌握战略主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引领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高潮，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站在了科学社会主义新的制高
点上。

新思想的伟大在于对新实践的强劲推进，
是实践的课题又是实践的答题。这个新思想
系统性回答、创造性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旗帜道路、前进方向、发展主题、目标
任务，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
方位和丰富内涵，明确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的深刻变化和所处历史阶段的本质特征，明确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
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
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
等基本问题，以及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
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一系列工作部署和制度
安排。这些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构
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四
梁八柱”，紧跟时代、紧扣实践、紧贴实际、紧随
大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对
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实践性检验、历史
性发展。新思想不仅指引现实更指向未来，不
仅指导实践更谋划长远，对新的伟大征程进行
了科学规划和战略安排，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
实践性。伟大时代因伟大思想而熠熠生辉，伟
大实践因伟大真理而生机葱茏。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时代观，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显示了中国共产
党时代观的成熟。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
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80年前毛泽东同志
在《实践论》中的这句论述体现了他建立在时
代观基础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今天这种情怀
正被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人所继承。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正是因
为有了思想北斗的指引才取得斗争的胜利和
实践的成功。思想在星空闪耀，脚步不会停
滞，我们走过了千山万水、攻克了千难万险，但
仍然在跋山涉水、爬坡过坎，行进在新征程
上。我们解决了落后生产力的问题，但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我们提前实现
了解决温饱、达到小康的目标，但又自加压力、
砥砺前行，提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
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新的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赓续奋
斗、接力奋进。我们党在伟大斗争中锻炼成长
并且还将继续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在伟大工程
中发展壮大并且还将继续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伟大事业中兴旺发达并且还将继续推进新
的伟大事业，在实现伟大梦想进程中创造了奇
迹并且还将最终实现伟大梦想，这“四个伟大”
是新时代最光荣的任务、最宏伟的目标、最伟
大的实践、最壮丽的事业，新时代的中国共产
党人将毫不犹豫、从不懈怠、永不畏难，义无反
顾地跑好伟大梦想赋予我们这一代的这一棒，
这是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

新起点意味新征程，新使命要求新担当，新
时代呼唤新作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是我们永远不忘的初心、时刻牢记
的使命。打铁必须自身硬，长征路上强者胜，一
个有着坚定理想信念、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的党，一个执政智慧高超、
本领高强、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党，一个不断加
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
律建设，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和领
导力、号召力的党，是新时代推进新征程的坚强
领导力量，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
共同完成三大历史任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伟大胜利、实现伟大梦想、创造美好生
活，共同谱写时代华章的政治保证。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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