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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Specials

新中国70年发展的三大启示
严书翰

【摘要】

一、时间佐证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

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一）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重视历史

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重视历史？恩格

斯有一句名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

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

比黑格尔，都更加重视历史。”毛泽

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

提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

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

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

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

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

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

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

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

开创明天的智慧。”这段话总结回答

了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重视历史的问

题。我们说的“新中国70年发展的三

【摘要】新中国70年的历史是筚路蓝缕、砥
砺奋进、成就辉煌的历史。回顾新中国70年
来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实践，我们可

以得到三大启示：时间佐证了社会主义是人
类社会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时间使社会主
义不断发展壮大，时间证明70年的社会主义
中国风华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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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启示”正是从历史与社会主义的关

系上来讲的。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历史，我们

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也很重视历史，重

视用正确的历史观来教育我们党员干

部，特别是年轻党员。邓小平同志也

讲过：“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

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

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所以了解

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

解 这 些 历 史 ， 我 们 要 用 历 史 教 育 青

年，教育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用正确的历史观

来教育党员干部，也就是让党员干部

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是不可阻挡的历史

潮流，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邃

的历史眼光和长远的战略考量。

对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及其历史观，我们可以采取

“点、面”结合的方法。所谓“面”

就是尽量多浏览总书记的讲话，所谓

“点”就是重点篇目要多读、熟读，

如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 1· 5”讲

话：第一次“1·5”讲话是2013年1

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

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第二次则是2018 年 1月 5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

讲话。

 第一次“1•5”讲话

“1•5”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放到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发

展历史当中来加以考察，并且把世界社会

主义500年的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一是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二是马克思、

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是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

义；四是苏联模式逐步形成；五是新中国

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

践；六是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

性抉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3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时间

段来考察，也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

哪里来、往哪里去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

后，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号召，第一次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与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将奔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目标。也可以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

为一个完整的时间段来考察，对我们把握

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用正确的历史观

来教育党员干部，主要是认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方面。从空

想社会主义到马、恩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再到列宁的实践、苏联的模式，以及我们

党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

展 ， 世 界 社 会 主 义 500 年 有 失 败 更 有 胜

利、有低潮更有高潮，也证明了社会主义

是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第二次“1•5”讲话

在第二次“1 • 5”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

也从中外历史讲起，主要阐述了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从中国

来讲，习近平总书记是从中国的夏、商、

周讲到民国三十八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

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从

国外来讲，习近平总书记是从1917年十月

革命胜利讲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

欧剧变，从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讲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

中流砥柱。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得出结论：昨天的成

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

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时代

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

人。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

安，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

志，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

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决不能因为

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

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努力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

力量。无论第一次“1• 5”讲话还是第二

次“1• 5”讲话，习近平总书记都是从史

论结合的角度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

成和发展，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

里来、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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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正确认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发

展的挫折

在论述历史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我们从

来都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笔直的，而是充

满曲折的、要遭受挫折的。因此，我们讲

社会主义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就必须

要回答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发展的挫折的问

题，即为什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

欧社会主义失败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欧剧变、苏联解

体，使15个社会主义国家仅剩下5个，即

“一大三小一半”。“一大”指社会主义

中国，“三小”指越南、老挝、 古巴，

“一半”指北朝鲜。这一时期，各种质疑

或攻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我们党

的言论层出不穷。然而，在世界社会主义

遭遇重大挫折的时期，我们经受过各种考

验、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党是冷静的、

处变不惊的。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冷静

观察、稳住阵脚”的指导下，我们通过冷

静分析发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绝

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反而是苏联东

欧的共产党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而产生

的恶果。于是，在1989年东欧剧变、1991

年苏联解体的背景下，我们党于1992年召

开了党的十四大，体现了我们党作为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坚定信念和远见卓识。对于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发展的挫折，邓小平同

志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一些

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

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

促 使 社 会 主 义 向 着 更 加 健 康 的 方 向 发

展”……邓小平同志讲的“人民经受锻

炼”就包括我们中国人民。苏联东欧的社

会主义垮了，但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但没有垮，还更加繁荣。所以，习近平

总书记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讲到：“历史总

是按自己的逻辑向前演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表明，社会主义

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焕发出蓬勃

生机活力。”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西

方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断地揭示资本主义的

制度危机、体系危机、价值危机。这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

义发展的挫折形成的鲜明对比，是分不开

的。美国学者福山在提出“历史终结论”

的十几年之后，看到社会主义历史没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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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壮大、资

本主义制度衰败，提出了“资本主义政治

制度的衰败理论”。法国学者托马斯·皮

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也揭示了

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败。

（三）用正确历史观教育党员干部的深刻

意蕴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非常重视历史，我

们党也非常重视用正确的历史观来教育党

员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党的十八大以

后，习近平总书记两次“1·5”讲话，都

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证社会主义是不可阻

挡的历史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

与发展是合乎人类历史规律的。习近平总

书记善于用史论结合的方法来论证重要结

论，是值得我们的领导干部与学者好好学

习的。同时，我们要用正确的历史观来教

育党员干部，其中就包含我们党的忧患意

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的其中一个内容也是培养党员干部的忧

患意识，我们的忧患意识也正来自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可

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

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

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

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

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

不容易。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

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

身必须始终过硬。”

二、时间使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壮大

（一）社会主义和新中国的发展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

多国，其间历经沧海桑田、地覆天翻，但

不过一百多年时间。比起漫长的人类社会

发展史，比起世界进入近代以后的资本主

义发展史，这一百多年历史无疑是短暂

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才70年，但

这是筚路蓝缕、砥砺奋进、春华秋实的70

年。筚路蓝缕表明我们70年的前进道路是

曲折的；砥砺奋进表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是不懈奋斗的；春华秋实表

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努

力奋斗取得了辉煌成果。对此，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

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

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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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得准。”我们可以把新中国70年的发展

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

设、探索时期；二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时期；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的状况可以

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摆在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

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

东方大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对此，

毛泽东同志讲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 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

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

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

机都不能造。”然而，在党的领导下，经

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在旧

中国留下的烂摊子上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

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

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大进步奠定了基本

前提条件。1978年，我们开始实行改革开

放。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取得了历史性

的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2018年国

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了175倍，年均

增长 8.1 ％；国内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

年均实际增长9.5%；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

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

15.2%；多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超过30%；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

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

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

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我国有220多种

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主要农产品产

量跃居世界前列；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

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

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我们通过这一系列数据能够得出结论，那

就是经历了三个时期的中国人民已经在富

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

伐。

（二）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

期

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这非常重要。尤其是今天，我们干部队伍

在年龄结构上越来越年轻，在知识结构上

学历越来越高、文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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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越来越高，但是未必对历史的认识也

越来越深。所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郑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要正确认

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这

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重要？其一，这个问题

关系到正确认识新中国70年的历史，关系

到我们要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

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

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一

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它

的源流、命脉。如果这些历史被否定、抹

杀、歪曲，那么这个党就失去了安身立命

和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教育党员

干部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的关系。其二，党的十八大以后，一大批

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实现了我们党和

国家新老干部的又一轮交替。今天，我们

领导干部队伍年龄上越来越年轻，知识上

越来越高，但对 历史的理解未必越来越

深。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

期的关系，必须坚持三条原则：一是“两

个如果没有”：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

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

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

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

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如果没有1949

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

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

很难顺利推进。二是“两者不可割裂”：

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

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

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

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

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

还 要 坚 持 和 发 展 。 三 是 “ 两 个 不 能 否

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

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

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

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

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

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三）为什么强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

时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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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新中国70年的发展，改革开放前后两

个历史时期是有联系的，本质上都是对社

会主义进行探索。因为在我们这个东方大

国，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党

强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也

是有教训的，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苏联东

欧的失败以及苏联共产党的垮台。通过正

反两方面的比较 ，我们可以用“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来总结苏联解体、苏共垮

台带来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如果否定

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分不清主流和

支流、正确和错误、经验和教训，对我们

党在这一时期取 得的成就和经验视而不

见，把我们党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中的错误

当成没有错误，或者把失误无限放大，必

然会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以及这一

时期的全局工作作出错误的判断，这是非

常可怕的；我们如果否定了改革开放后的

历史时期，把改 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困

难、矛盾无限放 大，甚至上升为制度问

题、道路问题，必然会对改革开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根本怀疑，必然会

动摇我们的信仰、信念和信心。对于社会

主义制度自信，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到：

“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

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

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

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

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

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

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如今，我们再重

温邓小平同志的话，已经能感到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底气，我们充满了自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