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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 97 年来，我们党始终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始

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优良传统，始终紧紧依靠

人民创新理论、检验理论，坚持理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

而不断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纠正错误，书写了可歌可泣的

历史篇章，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

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

历史性变革。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理论强党的支撑。

坚持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

党。党的建设，不仅仅包括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也

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党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不仅要求

组织上要入党，更看重的是思想上入党。因此，我们党总是不

断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这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我们党成立之初，就涌现出来一大批优秀的思想理论家。

最早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介绍到中国的李大钊，是中国共产

党创立者之一。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是我们党内著名的理论家。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开启了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党的

思想理论工作。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注意到了思想建党、理

论强党的重要性。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实践论》和《矛

盾论》这两本理论著作，为修正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

义错误作出了重要贡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夺取全国革命

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依旧十

分关心党的理论建设，1957 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同志在省市

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要求，“全党要学习辩证法，提倡

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

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

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依旧十分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1978 年 5 月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破除了“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条件。改革开放之初，我们

又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起来，

发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1992 年邓小平

同志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势、新变化，从理论的高

度阐发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

想，破除了一些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党和人民的长期奋斗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已经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

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必须长

期坚持、不断发展，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不断用先进的理论

不断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真理力量
董振华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

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的关键，就在于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发展、不断创新。新时代，我

们要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汇聚起理

论强党、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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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攻坚克难。

从人民群众中寻找理论源泉，使党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

个历史时期不断披荆斩棘、破浪前行

伟大的理论往往存在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也只有在

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才能检验理论的真理性。理论自身无法

发挥作用，只有借助于人民，才能成为变革客观世界的物质力

量，正如马克思所说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

会变成物质力量。”因此，紧紧依靠群众才是我们理论强党的

力量来源和根本保证。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正如马克思

所指出的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的观点是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

断攻坚克难，就是因为牢牢立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实践，从实践中探索理论，又回到实践中检验理论，用经得起

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

实践是人的感性的活动，实践的主体只能是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主体，正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党在

带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尊重人民的主体地

位，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从

人民群众中寻找理论源泉，在人民群众中发挥理论的作用。

坚持理论强党，不断攻坚克难，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真正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

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不断解决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强大理论武器，使党能够不断回应时代课

题，迎接现实挑战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

是引导中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总

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概括了马

克思主义的鲜明理论品格。他指出 ：“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

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

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

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马克思

主义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始终为人民“立

言”，为崇高的目标——实现全人类的幸福而不懈奋斗。实践

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最主要特征，马克思主

义是在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人类历

史上一切有益的思想成果，它不是封闭的体系，能够不断回应

时代课题，迎接现实挑战。

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

选择。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经历了“三千

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潮轮番登上中国历史舞

台，但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中

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革命年代，我们积极开

展土地改革，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改革开放时期，

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就会失去生命力。我们党之所以能够

不断攻坚克难，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就是因

为我们能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代状况、同人民大众的需求紧密结合，

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新时代，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理论，不断迎接新挑战、处理新问题。必须不断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方案，解决中国问

题 ；伟大的时代催生伟大的理论，要始终保持理论的创新活力，

促进理论与时俱进、与时代同频共振；人民有所呼，党要有所应，

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科学理论深入群众，才能不

断扩大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群众基础，汇聚起理论强党、攻坚克

难的磅礴力量！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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