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论》《矛盾论》的时代价值 
何建华 

《实践论 》与 《矛盾论 》 (以下简称 “两 

论” )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中国共产党 

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经典。 “两论”是对 

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其主旨是为了系统清算 

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全党确立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一

、 提高主体的洞察力，增强认识世界、 

探求规律的本领 

“两论”告诉我们，认识的第一次飞跃要以真 

实和丰富的感性材料为基础，通过去粗取精 、去伪 

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获得对事物的规律性 

认识，做到 “察实情” “知民意”，这需要敏锐的 

洞察力。 

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提高洞察力，首先需 

要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丰富而真实的感性材料。早在 

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由于在调研过程中无不渗透着主体的情感、意志、 

思维方法等主观因素，所以他特别强调观察的客观 

性原则，指出必须用心去看、去听、去感受、去思 

考，因为 “提倡多想，这样就可以去掉盲目性”。 

为了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还提出了眼睛向下；问 

题导向；不留死角；开调查会，解剖麻雀；坚持不 

懈、持之以恒等具体的方法。在上述方法中，毛泽 

东特别注重坚持问题导向。在他看来， “问题就是 

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 

题”。在党的七大上，他专门向全党提出了十七条 

可能遇到并要准备吃亏的难事，认为准备最坏的， 

更有利于争取最好的，这就是工作的辩征法。在 

新的历史时期，结合变化了的中国实际，习近平 

总书记又提出了调查研究要 “贵耳重 目，身人心 

入” “求深” “求实” “求细” “求准” “求效” 

等原则，强调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在看到成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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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的同时，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 

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真正做到深 

入查找问题，用心思考问题，想方设法解决问题。 

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提高洞察力 ，还需 

要提高主体的科学抽象能力，在历史和现实、理论 

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的结合中，致力于把现象问题 

上升到本质高度加以把握，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 

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获得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 

性认识。对于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我们所面 

对的 “实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大实 

践”；我们的 “求”，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探寻；我 

们要求的 “是”，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就对提高抽象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抽象力，首先要在信仰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认真研读它，系统地掌握辩证 

思维，灵活运用矛盾分析法。它会指导我们如何对 

材料进行筛选 ，分分类 、排排队、归归堆、论论 

辈；如何去分析事物的内部和外部，分析事物的联 

结和发展；又如何加工改造、概括抽象，从而准确 

掌握历史阶段的新特点，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为 

了提高抽象力，还应学习和研究老祖宗的智慧。孔 

子在 《论语》中说：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 

所安。” “所以”是指事物发生的原因； “所由” 

是指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 “所安”是指事物的本 

性。在孔子看来 ，要提高抽象力 ，必须要从 “现 

在”与 “过去”、 “外在”与 “内在”的多重视角 

出发，充分发挥主体的感性、理性、悟性的功能。 

二、提高主体的谋划力，增强谋划世界、 

统筹兼顾的本领 

“两论”告诉我们，在第一次认识飞跃的基础 

上要进一步实现从理性认识到社会实践的飞跃，主 

体必须不断致力于完成规律性认识向实践理念即路 

线、方针、政策的创造性转化，做好战略谋划，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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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科学决策，这就对提高主体的谋划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提高谋划力 ，关键是要在掌握和运用战略思 

维 、统筹兼顾上下功夫。在毛泽东看来，所谓战 

略，就是有关 “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 “凡属带 

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全局、 

战略问题。故此，战略思维的本质要求就是要照应 

各方面和各阶段，做到既照顾全局又突出重点，善 

于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善于在关键时 

刻作出战略决策，善于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 

突破，善于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保持战略定力。 

照应各方面，主要是指在空间层面了解和掌 

握各区域、各战线、各部门的具体实际及其相互关 

系，做到 “这一面看一下，那一面看一下，反复地 

看”，善于把局部问题放在全局中加以考虑。照应 

各阶段，主要是指在时间层面了解和掌握各个历史 

阶段、各个发展环节的具体实际及其相互关系，善 

于把当前问题放在过程中加以把握。通过照应各方 

面和各阶段，实现照顾全局的战略要求，在把握战 

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在照顾全局的同时，又必 

须要找到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是唯物辩证法 

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 

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为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要善于发现对全局 

变化有重要影响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特点，判 

断新趋势，明确工作的主要矛盾、重大矛盾和关键 

环节，善于在关键时刻做出关键决策，在解决突出 

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与此同时，由于现实是极为 

复杂的，通常每一项政策和措施都会有利有弊，为 

此既需要在两难之间作出决断，更需要以坚强的战 

略意志推行正确的战略决策。对于看准了的、认定 

了的、走对了的道路，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 

三、提高主体的实践力。增强改造世界、 

服务群众的本领 

“两论”告诉我们，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的认 

识要完成两次飞跃，并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 

认识的循环反复。实践永无止境，认识永无止境，实 

事求是也永无止境。因此，必须要不断提高主体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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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力，增强为人民干实事、干成事的本领。 

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实事很多，既有宏 

观层面的有关改革、发展、稳定的一系列大事、要事， 

也有中观层面的诸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更多的则 

是老百姓关心的身边事。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越发 

展，各级干部所面对的问题不是越来越简单，而是越 

来越复杂。为了解决建设难这一历史性课题，必须要 

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实践力上下功夫。 

提高实践力，关键是要提高依靠群众、引领群 

众的能力。1964年9月25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 

的一封信中指出： “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 

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 

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此，毛泽东直截了当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致性。从群众中来，就是要依 

靠群众，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共产党 

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反对命令 

主义；引领群众，就是要在实践中始终走在群众前 

面，善于领着群众走，反对尾巴主义。习近平总书 

记也明确指出： “领导和群众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对 

矛盾统一体。”正确处理这一矛盾关系的思想方 

法，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证明， “善于在为群众排忧 

解难的过程中解开群众的思想疙瘩，这是我们党做 

好群众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 

为了提高依靠群众、引领群众的本领，必须要 

在真抓实干上下功夫，具体而言，就是既要 “真抓” 

落实又要 “会抓”落实。发扬 “真抓”的工作作风， 

就是要敢于担当、勇于担责。提高 “会抓”的实践 

本领，就是要坚持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统一，上下结 

合、融会贯通，在抓新上下功夫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 

论相统一，点面结合、重点突破，在抓准上下功夫 ； 

坚持阶段性和长期性相统一，步步为营、常抓不懈， 

在抓长上下功夫；坚持微观和宏观相统一，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在抓细上下功夫。要有 “功成不必在我” 

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于打基础、 

利长远的事，发扬滴水穿石、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的精神，敢于实践、善于实践、 

乐于实践。日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 

(摘自2017年9月27日《学习时报)．340o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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