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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的基本要求是一切着眼全局。所谓一

切着眼全局，就是坚持把全局作为我们考虑一切问

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局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

追求，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

鲜明。这是战略思维的基本要求。其含义有以下三

个方面：

第一，对工作一定要有全局的谋划，不可陷入事

务主义

古人曾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

者，不足谋一域。目无全局的军人，即使能征得一城

一池乃至几城几池，最终难免全军覆没。如同目无

全局的棋手，纵然能谋得一子一目乃至几子几目，最

终难免满盘皆输。

所谓全局的谋划，就是要善于思考，特别是善于

进行三个方面的思考：一是善于把具体问题上升到

原则上去思考，不要就现象论现象。现象无穷无尽，

一天到晚不睡觉也论不完、抓不完，而且就现象论现

象很可能扶东倒西、挂一漏万。把现象上升到本质，

上升到规律，上升到原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面对

当代世界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邓小平说过，无非是

和平问题、发展问题。和平问题就是东西问题，发展

问题就是南北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东西南北”问题。

你看，四个字就抓住了根本，抓住了全局。中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千头万绪，邓小平提出“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就抓住了全局。进入 21世纪，中国

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如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

同题，发展不平衡问题，反腐败问题，教育问题，医疗

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诚信缺失问题，

等等。当前，我国的发展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阶段，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攻坚阶段。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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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

党，四个方面协调推进，既包括了发展的目标，又包

括了发展的体制机制、法治保障和政治保证，体现了

目标与举措、全面与重点的统一。所谓上升到原则

上去思考，说到底就是对工作要进行规律性思考。

二是善于把局部问题放在整体中加以思考，不

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绝

对孤立存在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会统筹兼顾。在社会

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就业方式等等愈来

愈多样化的今天，统筹兼顾就愈加显得重要。统筹兼

顾才有科学发展，才有公平正义，才有社会和谐，才

能最广泛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所谓整体性思考，

也就是系统性思考，在普遍联系中思考，不要孤立地

看问题，不要零敲碎打，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生态建设时说，山水林田湖是一

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

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

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树、

治水的只管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

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在谈到全面深化改革

时，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

系统性、可行性研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各个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

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

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紧密配合。”如果各个领域改革

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

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三是善于把当前的问题放在过程中加以思考，

不要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事情要看得远一些。所谓

“远见卓识”，远见才有卓识，没有远见哪里有卓识！

马克思“两个必然”的结论，就是远见卓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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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见，就是远见卓识；邓小

平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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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

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

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

哪有这回事！”① 这也是远见卓识。江泽民同志说：

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

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

理的路子。胡锦涛同志说：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眼前的发展损害长

远利益，不能用局部发展损害全局利益。这都叫远

见卓识。这种思考也就是前瞻性思考。总之，战略

思维要求我们对工作一定要重视规律性、系统性、前

瞻性思考，重视想大事、谋全局，努力做到高瞻远瞩。

这样，就要反对事务主义。所谓事务主义，就是对工

作缺少全局谋划，整天忙于具体事务，忙于文山会

海，忙于迎来送往，工作不分轻重缓急，头疼医头、脚

疼医脚，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结

果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难以成就大事的。现在

流行一种说法，叫“细节决定成败”，对这个说法要有

正确理解。要防止事务主义，防止日计有余、岁计不

足。我们当然应当重视细节，毛泽东说，要过细地做

工作，不要粗枝大叶。但是，不能片面夸大细节的作

用，不能无条件地说它就是决定一切的东西。如果

战略上出了问题，细节没有意义，或者只有相反的意

义，正所谓“南其辕而北其辙”，细节越细，结果越糟。

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细

节上去，对于领导人员、管理人员来说，第一重要的

是战略。细节错误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可以说几

乎天天在犯；而战略错误一个都不应当犯，因为一个

战略错误将导致全军覆没、企业的一败涂地和工作

的全局失败。毛泽东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

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

亏了。”② 邓小平说：“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

的东西都不是从小的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③ 

陈云提倡“踱方步”，说：“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

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

比如缺什么货，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我们县商

店的经理一天忙得要死，晚上还要算账到十二点，要

货时，再开夜车临时凑。看来，我们的县商店，也应

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④ 所有

这些，都是强调对工作定要有全局的谋划。

第二，判断是非得失一定要以全局利益作为根

本标准，不可因小失大

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者

不懂得这个着眼全局的大道理，主张“不丧失一寸

土地”，反对一切必要的退却，认为退却丧失土地、危

害人民 ( 所谓打烂坛坛罐罐 )，结果造成全局的失

败。毛泽东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

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

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

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的

生意。他又说：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

部分人民家中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

地打烂坛坛罐罐。接着毛泽东作了一个总结指出：

“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

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

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

也不放。”⑤ 这就叫因小失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伦敦英美给养司令部的墙上，醒目地书写了一首

1620 年摇篮曲：“为了要得到一枚钉子，竟失去了一

块蹄铁；为了要得到一块蹄铁，竟失去了一匹马；为

了要得到一匹马，竟失去了一位骑手；为了要得到一

位骑手，竟失去了一次战斗；为了要在一次战斗中取

胜，竟连国王也失去了。”这里警示人们的也是不可

因小失大。打仗如此，搞改革、搞建设，搞一切工作，

均莫不如此。

我们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

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正是着眼全局，为了从

根本上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整体效益。我们

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也是着眼全局，为了把

今天的发展同明天的发展联结起来，避免由于今天

的发展而使明天的发展丧失必要条件。邓小平说：

“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

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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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⑥ 邓小平处理“傻子瓜子”一事，就是一个“典

型案例”。有人反映“傻子”年广九雇了一百多工人，

赚了一百多万，说他剥削致富，主张动他。邓小平说：

“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⑦ 这

里讲的得失，指的是大局的得失。当时市场经济刚

开始搞活，抓了一个“傻子”，成千上万的聪明人就不

敢动了，大局得不偿失。邓小平说：“像这一类的问

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

针，影响改革的全局。”⑧ 所以，有些事处理还是不处

理，这样处理还是那样处理，马上处理还是放一放再

处理，都不仅要考虑这件事情本身的是非得失，还要

考虑对全局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是战略家的眼光。

第三，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

不可随波逐流

全局利益是根本利益，丢掉全局就是丢掉根本，

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

明，这就是原则性、党性。而在事关全局重大问题上

模棱两可、摇摆不定、随波逐流，甚至颠倒是非，就是

丧失原则、丧失党性。毛泽东说，邓小平绵里藏针，

指的就是原则性强。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两

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出

来工作，他就旗帜鲜明地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

思主义。在原则性问题上毫不让步。因为按照“两

个凡是”去做，中国就没有希望。随着拨乱反正的深

入开展，一些人又走上另一个极端，企图否定毛泽东

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这时，邓小平

又及时地指出：正确处理这个问题，“不仅是涉及毛

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

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决议稿中

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

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

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

不如不做”。⑨ 1989 年那场政治风波过后，针对有些

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怀疑，邓小平旗帜

鲜明地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

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

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

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

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⑩ 在反“左”反右的问题上，

他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的，全面又始终有重点，说：“右

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

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不点名地说：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

是‘左’。”⑪ 他强调在事关全局的问题上，共产党员、

领导干部必须旗帜鲜明。工作实践中细节问题可以

讨论，非原则问题可以让步，但关系全局的大事、要

事，决不能含糊和让步，在原则性问题上，要有一种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定和清醒。

[参考文献] 

①⑦⑧⑩⑪《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83页；第371页；第371页；第296页；第375页。

②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76页；第 212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1362页。

④《陈云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4页。

⑥⑨《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第 82页；第 299页。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教授）

责任编辑；张颖智

张惠臣·书法作品



word版下载：http://www.ixueshu.com

-------------------------------------------------------------------------------

阅读此文的还阅读了：

1. 宁忠培在泸天化2013年上半年战略绩效质询会上要求广大员工  认清形势  坚定信心  创新思维  注重实效

2. 把握战略思维特点  提高战略思维能力

3. 论领导干部战略思维的素质要求

4. 年度人物:他们及他们的战略思维

5. 企业之殇与战略思维

6. 毛泽东的战略思维

7. 毛泽东的战略思维

8. 对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国际标准“战略性环境管理”思维的理解

9. 别用女人的思维去要求男人

10. 论战略思维

11. 领导干部战略思维转变是新时期的必然要求

12. 毛泽东的战略思维

13. 改革需要战略思维

14. 谁真正具有战略思维?

15. 邓小平的战略思维

16. 新世纪对领导者战略思维的新要求

17. 论金融危机对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要求

18. 要善于运用战略思维

19. 精细思维vs战略思维

20. 中医思维对辨症的要求

21. 美国的战略思维

22. 战略思维初探

23. 提升领导干部战略思维能力必须把握的要求和原则

24. 战略、战略思维与战略思维能力

25. 邓小平的战略思维

26. 战略思维论

27. 战略:从思维到行动

28. 围棋的战略思维

29. 云战略:IT思维下的蛋

30. 都市的战略思维

31. 战略思维的基本要求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99b122264be0bcee2c2c118d5127c8f9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ck=PTW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6880d4cbb106d1b5f07eab00b1b419c4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214c9856c46110077d74db132e4184e7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c5951ac9594994ee98649ea46b6b7d14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b6a0a2e89f6b93227e024935822c4f43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214c9856c461100731b3e6b7d432b4b7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214c9856c46110077d548132eda932e6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214c9856c46110073c6a87ce5d0deb33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ab88ce0502828369023b29827e7485bc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62274b5aeb8d6e69b93bb09706e73abe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b6a0a2e89f6b932276570c4bd8ba5def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1b154ecb637fc9eaf70197328d140252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214c9856c4611007ae4a3ac764a7484d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f21b7d05519c591157f1dff87b84709e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8177d3520260c551932c1509e30c93de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4e0dce557d53fd6cf2b4a0a4f73c26b7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3bc3f55247d6eed677a0c84b2a73daf2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a0d7bb67273064f34f384d79711cfec3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4e0dce557d53fd6c9eed6fa233f88a7d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cd7838079876fcad7ff2c0cd2334a196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0c25ea62490640e5a80ed010fdd3d6c0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62274b5aeb8d6e69559bf2d1f004d3d2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df587df9d5dafac741d2524cb4b32d89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2824c82399116b76a0654890407437f2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4ee21527dbf81b554a3e62319b87149b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4e0dce557d53fd6ce35f4fc26704ef45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4ee3fc474ee622784407699ceeee3468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a0d7bb67273064f33f014fcb9061e9b3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18debfaea2340c5d1a50dc39537d8448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214c9856c4611007d5981d19653ee38e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14974310f1b90faa620c3c2c36a0e527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99b122264be0bcee2c2c118d5127c8f9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32. 实现适应新世纪发展要求的人“才”思维创新——关于中西部地区实施人才战略的思考

33. 战略发展的必然要求

34. 以战略思维构建战略联盟

35. 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新要求的战略思维

36. 战略定力?战略思维?战略自信

37. “三个服务”是战略思维

38. 要善于运用战略思维

39. 区域发展的战略思维

40. 平衡是一种战略思维——《战略:从思维到行动》读后感

41. 战略思维的成长

42. 学习毛泽东的战略思维——读《毛泽东战略思维研究》

43. 以战略思维谋全局

44. 战略思维与战略定力

45. 战略思维先行

46. 战略思维·战略举措·战略布局·战略定力

47. 平台战略与思维

48. 什么是战略思维

49. 科学发展观及其战略思维要求

50. 《领导与战略思维》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1b154ecb637fc9ea3c0c3869b74fee03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6880d4cbb106d1b5d5b1cce2d769779f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22a17b58bd7ca83f71120a83170a92b2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c5951ac9594994ee4ced409b69378a64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99b122264be0bceec83d061e69d3ebf6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8fa326a775a771d8269706cae3644a65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4e0dce557d53fd6cd285f4a0e5e9880c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814a23b6b51168d47c2f536a4c10f770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a0d7bb67273064f3aed310ed12eae4ff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9f14684a15af2d2fdeb452634d33fdc5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f21b7d05519c5911414f4823354325e0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8fa326a775a771d810b321b346cffac4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1a0a1ff99ddccf8458e00ea59132f51b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0c25ea62490640e57ae84aaaeb5244bb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99b122264be0bcee28efcb8e35aa5b8e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b04f54d976005b9a6269e34614ad98ad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b6a0a2e89f6b93227fcf5758827766e0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ee3f5d1acb12b91ac76d9f1eb8681306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s://www.ixueshu.com/api/search/info/9f14684a15af2d2f57019accb338597b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