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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史

张　季

摘要: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１００年来,中国共产党逆境飞扬,在解决问题中

不断赢得胜利,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以问题为导向.梳理党的百年历史,可以将其划分为八个阶段,分别是:
举旗定向、领导核心、独立自主、执政合法性、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自身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

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而每个阶段都堪称“问题导向”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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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备豫不虞,为国常道”(«贞观政要直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讲“准备吃亏”时,曾一口气列举了１７条困

难,提醒全党引起高度重视.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

重大原则.”① 学习党史,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了搞懂弄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问题.１００年来,中国共产党逆境飞扬,遍踏荆棘之路,不断赢得

胜利,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以问题为导向,不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前行,努力做到未雨绸缪,不打

无准备之仗.梳理党的百年历史,可以将其划分为八个阶段,分别是:举旗定向、领导核心、独立自主、
执政合法性、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自身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其中的每个阶段都堪称“问题导向”的典范.

第一阶段,建党及投入大革命洪流,着重解决了举旗定向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渐成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列强入侵、战火频仍、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悲惨境地.从那时起,实现

民族复兴就成为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改变被奴役、被欺凌的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

继,努力探寻救亡图存的出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
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没有能够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霞光,给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

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我们党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

动,中华民族开始艰难地但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② .

１００年前,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仁人志士曾先后建立过２００多个政治党派,而最初只有５０多人

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其中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严峻的社会现实拷问着各路革命者,各
路政治党派都在积极探索中国变革之路,但只有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在混乱嘈杂的

　
作者简介:张季,博士、研究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十三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就读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北京１０００１７;zhangjiyjs＠１６３．com).

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４页.

②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１



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迅速崛起为代表中华民族先进性的革命组织.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既不食古不

化,也不食洋不化,而是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井冈山的实践,红军

将单纯的军事斗争变为武装斗争、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使得我们党的军队由财政上依靠共

产国际转变为财政自主,这是一个政党把握自己命运的开始和象征.实践证明,只有具备独立的经济

来源,才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这个阶段也是我们党付出巨大牺牲的阶段.八一南昌起义时的２２５００人,两个月后仅余８００人;

而参加秋收起义的５０００人,２０天后就只剩１０００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从极端艰难中走出来的,
是从逆境中崛起的,其伟大实践历程是“问题导向”的最生动案例.

这时,党和红军的领袖不但要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还要与自己队伍内的“左”倾、右倾机会主义

作斗争.当时的“速胜论”“城市暴动论”颇有市场,因为那是苏联成功的经验.当时的“悲观论”也甚

嚣尘上,“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曾引发了一部分人共鸣.人类演进史表明,遵循前人的经验是人类

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正因为如此,往往在遇到困难时,就有那么些人习惯于寻找乃至固守

前人的经验,不管是古人的还是洋人的.而革命家的伟大就在于能够突破创新的“盲区”,或者说,能
够突破人们的习惯思维,在探索中提出真知灼见.而这些识见,有时候可能和既有经验有所不同,甚
至相反.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不等于会用马克思主义,也不等于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有个“知行

合一”的哲学问题.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讲“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卷上»),强调“知”与“行”不可分.王

阳明认为“良知”并不是“闻见之知”,而是“德性之知”.所谓“德性之知”即是性体之知,也就是我们常

说的知爱知敬、知是知非,当恻隐自然恻隐,当羞愧自然羞愧.这种“知”发自人的本心,并不是依靠见

闻就能获得的.这里讲的“德性之知”就是认识论上的“所以然”.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论语为政»),讲的也不是见闻之知,而是德性之知,是“所以然”.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中

探索的就是这个“所以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德性之知”,是对规律的把握.毛泽东同志为这个

“德性之知”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横扫怀疑者的心理阴霾,革命根据

地的建立及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模式.
尽管当时的毛泽东曾被定性为“右倾逃跑主义”,被撤销了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但真金不怕

火炼,毛泽东同志所确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成为中国

共产党人的革命遵循.

第二阶段,土地革命及战略转移,解决了党的核心领导问题

事实证明,党的核心领导是伟大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这是一个大“理”.由于王明“左”倾机会

主义路线的影响,中国革命在反动派疯狂反扑中跌入低潮,苏区大幅收缩,队伍迅速减少,仅１９２７年３
月至１９２８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３１万多人①.这个时期的革命,实际上步入

进退维谷之中,在逆境面前,部分人脱离了党,部分人走到了党的对立面,更有一些人牺牲在错误路线

上.比如,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中,就有陈公博１９２２年脱党,李达１９２３年脱党,李汉俊、周佛海１９２４
脱党,包惠僧１９２７年脱党,刘仁静１９３０年被开除出党,张国焘１９３８年被开除出党.１３人中有７人离

开或被开除,另有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和陈潭秋４名同志为革命牺牲.这一数字既显示了革命洪

流的大浪淘沙,也书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豪迈.从起点走到胜利的只有２人:毛泽东、董必武.
这真是炼狱地火般的考验! 血的教训让中国共产党人醒悟,要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

２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３３页.



争,组建由党直接统率的军队;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加强民主集中制.

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明确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军内的领导

地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得以确定,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

央集体领导,从而在关键时刻解决了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

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有了领导核心,中国革命就有了信仰信念.“北上抗日”既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也是面对九一

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意图吞并中国形势下红军新的斗争任务.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救

亡图存的洪流中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也在党内军内起到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作用.当然,北
上也有靠近苏联,便于得到外援的打算.

１９３５年９月,红军打下榜罗镇后,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从哈达铺找到一份«大公报»,上面有阎

锡山的讲话:“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报纸还披露: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控制了大块陕甘

苏区,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① 正是根据这份报纸传递的信息,毛泽东调

整了红军北上的路线,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圣地延安.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

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领导核心的确定也就解决了党内军

内信仰信念问题.信仰共产主义,相信毛泽东,成为有觉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和坚守.而张国焘

错误地判断形势,逆中央意志而南下,甚至另立中央,结果导致红四方面军蒙受巨大损失.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

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②越是在逆境之中,人的信仰信念越是能得到考验和

锤炼.
什么是信仰? 一般来说,信仰是人们对某种主义、主张、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用来作为自己行动

的榜样和指南.它主要有三个要素:信仰主体、信仰客体和信仰方式.从信仰主体方面分析,一个人

有没有信仰,要看其有无信仰心态和信仰行为,而信仰行为既有仪式性的,也有非仪式性的,前者如宗

教,后者如道德,即“自觉”问题.从信仰客体看,包括观念形态和物象形态,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既

是观念形态又是物象形态,而更多的是观念形态.从信仰方式看,包括理论确认、情感体验和行为追

求,三者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而不同的信仰方式将导致不同的信仰色彩和信仰结果.
马克思在１７岁时就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

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

福将属于千百万人.”③这是何等坚定而崇高的信仰! 哲学家尼采也说过,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

么而活,他就可以忍受生活加诸他的一切苦难.习近平总书记在«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

芒»中引用古人“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讲的就是信仰的力量.
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面临各方面困难,拟向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借款”.当时的红二十五军

从序列上属于红四方面军,即张国焘的部队,是否服从中央的指挥还是个问题,因为当时张国焘正在

“另立中央”呢.毛泽东试探性地给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写了一封信,提出借１０００元大洋.徐海东没

有任何犹豫,从部队不足６０００元的存量中直接给中央送去５０００元,并复信表示:完全服从中央领导.
这就是一个战士的忠诚,是信念信仰的坚定.这样的人,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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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信仰便用一生去奋斗.毛泽东称其为对革命有大功的人.①

第三阶段,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解决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国家

存亡关键之时,我们党及时提出:“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

城,抵抗日寇的侵掠!”②９月２２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转发了中共中央抗战宣言,蒋介石被形势所迫

也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该阶段的主要标志.正所谓旧问题解决了,新矛盾又产生了.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到延安,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

线”的主张,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并对党内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

策提出批评,这些做法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坚决抵制.１９３８年７月,共产国际领导人也明确表

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③ １９３８年９
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明确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

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

决的问题”④.这里又是问题导向.六届六中全会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

一,又独立.”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⑤这次全会正确分析了

抗日战争的形势,明确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

划,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思想,推动了各项工作迅速开展.

１９３８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科学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面临的系列问题,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

本”⑥,“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⑦等精辟论述,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总方针,
是我党领导抗日战争并最后取得胜利的基本遵循.面对国民党各种形式的破坏捣乱,我们党明确提

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

向后倒退!”⑧口号,对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后,我们党公布

真相,揭露国民党阴谋,迫使蒋介石公开“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学

习新型战争,既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又组织了百团大战,到１９４０年底,党领导的武装部队达到５０万

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创建了１６块根据地.同时,我们在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和人民政权

建设,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三三制”⑨、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颇得人心.到１９４３年,敌后根

据地机关能够自给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负担只占总收入的１４％,按当时水平,实现了“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而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愈加深厚,当时中共冀南区三分区机关报取名«人山

报»,意为“人民是靠山”,由此可见我们党对人民的感情至深至厚,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概括为“人民就

是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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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逆境,需要有“逆商”.“情商”“智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么“逆商”是什么呢? 逆商是指克

服逆境的意志和力量.考察一个人的“逆商”,主要看其是否能够在逆境中拥有掌控力、担当力、影响

力、可持续性发展等要素,这决定了其在艰苦卓绝的境地中是否能坚持,或者说能坚持多久.在这方

面,中国共产党人堪称典范.

１９４５年５月３１日,在党的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同志一口气列出了１７条困难,告诫全党要

“准备吃亏”:一是外国大骂;二是国内大骂;三是被国民党占去几大块根据地;四是被国民党消灭若干

万军队;五是伪军欢迎蒋介石;六是爆发内战;七是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了希腊;八是“不承认波兰”,
也就是共产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九是跑掉若干万党员;十是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十一是天

灾流行,赤地遍野;十二是经济困难;十三是敌人兵力集中华北;十四是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

们负责同志;十五是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十六是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十七是其他

意想不到的事.① 这１７条困难,涉及国际国内、党内党外、政治经济、军事外事、天灾人祸等方方面面,
可谓把一切有可能发生、甚至不太可能发生的困难都想到了.这些困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是

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为什么在革命形势大好的前提下讲这么多困难? 毛泽东同志阐

述道:“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②

“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总之,
要有这种精神准备,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③

这就是高“逆商”的表现,体现出领袖的坚定信念和非凡气度.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

缪,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准备,有备无患、把握主动,这是毛泽东同志从党一路走来所经历的血雨

腥风、艰险磨难中得出的深刻认识和重要领导方法,也是我们党以问题为导向的生动实践.大革命失

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等一系列惨痛教训,深刻教育了党,使党逐渐认识到,无论

是顺境还是逆境,头脑都要格外清醒,充分预见困难,主动谋划未来,才能确保正确的革命方向.
准备吃亏、预想困难,丝毫不意味着对前途悲观失望,因为我们具备困难面前的掌控力、担当力、

影响力和可持续奋斗条件.针对１７条困难,毛泽东同志又讲了“我们一定要胜利”的８条理由:一是

暂时吃亏,最终胜利;二是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三是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四是一些人死了,一些

人活着;五是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六是克服天灾;七是党内发生纠纷,也给我们上课,使我们

获得锻炼;八是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④ 这８种克服困难的方法,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

辉,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道理浅显,力量巨大,统一了意志,激发了斗志.正是把“困难”和“不光

明”都估计到了,党的七大才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纲领和政策,为争取抗日战

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毛泽东为此自信而豪迈地指出:“我们共产

党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⑤

第四阶段,夺取新民主主义全国胜利,解决了党在新中国的执政合法性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成为中国历史主流.国民党以抗战胜利者的姿态进驻各大

城市,却施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政策,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国统区大学生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⑥.鉴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同志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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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表达了我党诚意,被柳亚子称为“弥天大勇”①,社会好评如潮.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国共双方正式

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蒋介石从来都未想过去履行协议,这时国民

党军队兵力４３０万人,其中正规军２００万人,而解放区人民军队只有１２７万人,其中野战军６１万人,双
方兵力对比是３４∶１.国民党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解放区人民军队仅有少量火炮.国民党

统治区有３３９亿人口,占领着全国版图的７６％;解放区人口只有１３６亿,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２４％.
国民党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认为可以速战速决,甚至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中共军

队②.面对强敌,我党在战术上不去争一池一地,而是放弃了一些大城市,与敌人进行周旋游击,既粉

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又击败了他们的重点进攻,最后通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彻底扭转了

敌强我弱形势,赢得了整个战争的胜利.
整个解放战争过程,就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回馈群众的过程.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到１９４７年下半年,解放区三分之二的地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１９４７年１０
月,中共中央又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

的土地制度,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进而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淮海战役时我军６０多万人

对敌战斗,却有２００万民工保障后勤,充分显示了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性.陈毅元帅曾感慨道:
“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于１９４９年３月

由西柏坡来到了北京(北平).被毛泽东称为进京“赶考”的举动,标志着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了

城市.１９４９年６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
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面对两条道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

的抉择,中国政坛原先的中间力量出现分化,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

站在一起,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局面形成.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领导,是广大人民群

众的支持、认同与选择,成为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法理力量.

第五阶段,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解决了中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问题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作出武装干预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

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大业.１０月初,美军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

边境,直接威胁新中国安全.危急关头,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支援.
敢不敢、能不能迎战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对于成立仅一年而

且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８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

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１９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与以美国为

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展开了保家卫国战斗.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

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对手于１９５３年７月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

一去不复返了!”③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在站立起来之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正所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帝国主义从此再也不敢作出武力征服中国的尝试,新中国由此站稳脚跟,进而赢得了几十年的国际和

平环境,这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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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阶段,勇于纠正自身不足与错误,解决了在曲折中自身发展问题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５日至２７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同志满怀信心地

指出:“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①.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了.
这期间我国诞生了“两弹一星”,工业得到跨越式发展,产业布局不断完善,“三线建设”开辟了战略大

后方,也利于解决东西发展差距问题;而划分“三个世界”,调整与美国、苏联的关系,为我国后来的发

展营造了良好国际环境.
但这一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了错误,阶级斗争仍然被当作社会主要矛盾,并依此进

行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扩大化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党在人民心目中

的威信.
这是党在历史上遇到的空前的逆境,带来的是空前灾难.一般来说,应对逆境时有四个岔道是必

须注意的,也是避免二次灾难的要点:一是原地踏步,不再奋斗,保持既得利益;二是依赖外力,多数是

等待施援,比如今天的污染问题等待明天的科技进步;三是“打鸡血”,即失去理智,自我加压、自我励

志,出现“后群体综合征”;四是心灰意冷,毫无斗志,甚至倾向倒退.我们党的伟大,就在于勇于自我

革命,积极纠正错误,努力避免了走向上述四种岔道.“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及时发动了思想解

放运动,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将中国人民的思想从“两个凡是”中解放出

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进而提出

了改革开放,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幕

终于拉开,邓小平理论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我们党及时进行拨乱反正,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启动农村改革,创办经济特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改革,不断推进经济

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步入快车道.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幅９２％,中国经济总量一跃上升为世界

第二,创造了又一个世界奇迹.事实证明,经过自我疗愈,我们党更加健康,更加成熟.

第七阶段,改革开放再创辉煌,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１９９２年,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

想、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１９９７年９月,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提
法,并将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大会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

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方针.
随后农村全面改革和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得到积极推进,１９９４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颁布,实施了

国企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同时解决国企职工下岗问题.再后来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
部大开发战略、“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相继提出,实现了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和１９９９年澳门回归,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随后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

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创造性地提出并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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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

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由此我国开始应对重大挑战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深化重

要领域改革,有力推进“一国两制”实践.提出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

路”①,表达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走回头路,不背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偏离四项基本原

则,不搞“和平演变”的坚定立场.沿海战略、西部开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一系列有力举措让一切

发展要素竞相迸发,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我们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

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这些考验不仅是拦路虎,也是磨刀石,是逆境飞扬的新台阶.党

的十八大提出“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

前”②,可以说是振聋发聩,令人警醒.迎接考验,解决危险,成为我们党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动力.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任务,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从党的十七大对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部署,到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和确立科学发展观,都是落脚于我们党举旗定向问

题,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问题.

第八阶段,步入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大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大会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
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９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并阐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和在全党的核心地

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党中央

核心、全党核心地位写入党章.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是实践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也是党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标志着我们党再次解决了自己的信仰、信念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

重大成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理念.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③,并在１２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党

中央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的长江经济带建设,以促

进合作共赢为落脚点的“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促进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

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强化激励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都对我国经济发展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同

时,民主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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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系统部署,２０１５年２月,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定
位为“战略布局”④.随之,“四个全面”齐头并进,大放异彩.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在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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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大会主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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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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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大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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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大会报告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全面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

和实践要求.２０１８年２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

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随之,用了一年时间,将机构改革落实到位.２０２０年底如期完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尤其是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成就,所有贫困县如期“摘帽”、贫困村“出列”,提前１０
年实现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①,制约中国人吃饭、穿衣的千年难题得到根本

性解决,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小康社会建设各类指标如期完成;全面深化

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迈出坚实步伐,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卓著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②２０１８年７月中央提出做好“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

资、稳预期”工作,果断处理香港“修例风波”,进而提出“爱国者治港”政治规矩.尤其是面对席卷全球

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果断决策,率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响疫情

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落实“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

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将损失降到了最低点,赢得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重大战略

成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当年 GDP正增长的经济体.
在巨大成就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醒大家要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２０１８年１月在中

央党校为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举办的学习班上,总书记引用了明代«铁公良测

语»的一句话:“天下之祸不生于逆,生于顺”,强调“消祸于未乱”“消未起之患”.总书记强调要做到三

个“一以贯之”,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

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③;提醒全党“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

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④;强调“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
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

本含义”⑤.２０１９年１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上,习近平总书记从８个方面列举了１６个需

要高度重视的风险,包括政治安全方面、经济安全方面、战略安全方面、主权安全方面、周边安全方面、
反分裂方面、社会稳定方面、自然灾害方面等,要求大家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

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准备,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

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⑥ 在２０１９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开班式上,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要

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

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更加突出了底线

思维和问题导向.
正是有了鲜明的指导思想,我们才能在工作中把握主动,才能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稳定我们的预

期.２０２０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既见证了中国举国体制下抗击疫情的优势,也印证了习近平总

书记未雨绸缪的英明判断,这既是我们工作的动力,也是我们奋斗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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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党史,是为了“明理、增信、崇德、力行”.这里的“理”,是国之大者之理,“欲知大道,必先

为史”.这个“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人民的立场,就是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了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思维更

加清晰,工作更加给力.从“问题导向”方面来论述这个“理”,可以看出,这个“理”来之不易.回到认

识论上,我们还是要强调“知与行不可分”.古人讲,心知善恶时,便已好此善、恶此恶了,这时,“知是

行之始”,是条件论;但当我们知善恶,并把其具体到实践中去,就是“行是知之成”,是结果论.知得真

切,知得笃实,便是行;行得明觉,行得精察,便是知.这个“明觉”“精察”,助力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知的过程与行的过程是相始相终、相辅相成的,我们学习党史,应
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The“ProblemＧoriented”Centenary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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