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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六大理论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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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总结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

可以清楚地看出已经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国改革理论。其中包括六大理论支柱: 改革目标论、改革动力论、改

革主体论、改革条件论、改革保障论和改革方法论，亦称中国改革六论。中国改革六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重要论述的概括和提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内容，是

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我们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改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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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有句名言: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
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
式上的反映。”［1］P603回顾和总结中国 40 年改革开
放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改革理论是从改
革开放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并指导
改革开放，从而形成了中国改革理论。习近平在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必须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
论，总结改革开放实践中带有共性、规律性的问
题。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
导，回顾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历程和经验，

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改革理论所包含的改革目
标论、改革动力论、改革主体论、改革条件论、改革
保障论、改革方法论等六大理论支柱，亦称中国改
革六论，这是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我们要加以领
会和把握，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丰
富和发展。

一、改革目标论

中国共产党提出改革开放是有明确目标的。
因为只有目标明确，才能确定奋斗的方向，才能走
好前进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论述改革目标
先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党的十八大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并
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符合思想进
程和历史进程相统一规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这就决
定了中国共产党首先认识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
标，然后才提出并论述政治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
科技体制等领域的改革目标。

当然，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认
识和论述也有一个过程，起初是根据发展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束缚商品生产的经济体
制和机制，一直到了党的十四大才正式提出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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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也
就提上议程，党的十三大制定政治体制改革“蓝
图”，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定位为巩固社会
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扬社会主
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此后，我们还提
出教育体制改革目标、科技体制改革目标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总目标，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全面深化改革
总目标是由两句话组成的有机整体，不能割裂开
来，不能只讲其中一句，而不讲另一句。前一句话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规定了
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中国特色制度模式选择的根
本方向。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
的。正如习近平指出:“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
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2］P18 中国是
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不改。后一句话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出了
中国特色制度模式的内涵和这个制度模式形成的
必经路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
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
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是包括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
在内的一整套的制度和制度体系安排。

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意义重大，纵观社
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怎样治理社会主义
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世界社会主义中没
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全面治
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列宁在十月革命后
不久就逝世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和实践。新
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继续探索这个问题，取得了重
要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
度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在认识上有新的进
展，在实践中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可以这么
说，实现这个总目标我们才走了前半程即建立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只有
走完后半程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为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
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
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明确了改革总目标，我们

就明确了什么该改、能改，什么不该改、不能改。
正如习近平指出: “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
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
度。”［3］P2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
标，并且指出要在这个总目标统领下进一步明确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
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标。至
此，我们党己经形成了完整的改革目标论。

二、改革动力论

社会主义社会到底存在不存在基本矛盾? 社
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这在社会主义发
展史上曾一度认识不清，在实践中并没有解决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理论界流行一种观点，认
为“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的动力。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
在基本矛盾，否定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
建设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很好地回
答了这个问题，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
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
东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性质是非
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
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基础上鲜明指
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
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
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
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4］P370 邓小平
还认为: 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
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
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实
际上回答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江泽民和胡锦涛对此也有重要论述。江泽民
指出: 改革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
解放和发展，还要为下世纪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
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5］P461。胡锦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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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论述了“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
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6］P62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论述了改革
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他指出我国过
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
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没有改革
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也没有
中国的明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
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4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
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
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指出: 进入
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改
革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我们要抓住
机遇、迎接挑战，关键在于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
帜，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中国将坚
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习近平 的这些重要论
述，使改革动力论的内涵更加丰富。

三、改革主体论

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依靠力量，要坚持改革为
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把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
理论基础，并坚信: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
的动力。群众路线既是我们党的工作路线，又是
工作方法。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
报告中就指出: 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

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
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邓小平在总结我国改
革尤其是农村改革经验后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
多多的 东 西，都 是 由 群 众 在 实 践 中 提 出 来 的。
……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
倡。”［7］P30邓小平还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
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改革
和一切事业的根本标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改革开放新
的进军号，这次全会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
思想时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
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会指出，人
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

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这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在全面深化改
革指导思想上的生动体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
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会制定了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必须遵循的 6 条基本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是第一条基本原则。习近平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 40 年
来，“中国人民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空前高涨，充分显示了 13 亿多人民作
为国家主人和真正英雄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
量”。

当然，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
在当代中国，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
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
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
的主力军。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一支人数众多的基
本力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先进
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
挥着特殊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
社会阶层人士，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
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都是推进中国改
革开放的主体。

习近平指出: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
显著标志。他还指出:“40 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
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 我们用
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
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
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
无比骄傲。”［3］P18

四、改革条件论

要顺利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并取得成功需要具
备特定的社会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社会安定
团结。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指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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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
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8］P204 因此，全
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既是我国 40 年改革开放成
功的重要原因，也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条
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推进改革开放基本国
策的根本前提。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 没有
安定团结的社会条件，改革开放是不能成功的。
这是我们总结国内外改革经验和教训后得出的重
要结论。对此，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
设计师邓小平有大量深刻的论述。他在 1980 年
初就指出: 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
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
一点。他还指出: “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
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
有稳定的政治环境。”［4］P284 邓小平在总结 1989 年
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后说，这“使我们更加认识
到稳定的重要性”。江泽民也指出: 稳定是发展和
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
会环境，这 是 我 们 付 出 了 代 价 才 取 得 的 共 识。
胡锦涛用“十个结合”来总结和概括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基本经验，其中就有“必须把促进改革发展同
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这条基本经验。党的十
七大提出: 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
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安定团结的
本质就是和谐，安定团结既是增进团结、凝聚力量
的重要保障，又是顺利推进改革的必不可少的前
提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
深水区，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
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三
十多年前。全面深化改革，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
利益，有的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
人的“奶酪”，有的需要多方面配合、多措施并举
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
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社会矛盾
凸显 期，在 社 会 稳 定 中 推 进 改 革 发 展 尤 为 重
要。”［2］P3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作为今后
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重要
经验。

因此，我们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
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
为这三者的结合点，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
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改革条件论

是中国改革的又一理论支柱。

五、改革保障论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
成功的根本保障。对此，可以从三个维度上加以
认识和分析。首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作出改
革开放的伟大决策。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那时候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经济比例严重
失衡，农业和科技基础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方兴未
艾。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
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峻局势，使党和
国家从困难中重新奋起。这时期国内外形势发展
表明: 中国正处在往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摆
在中国面前有三种选择: 一是仍然按照“文化大革
命”那一套办，即走老路; 二是全盘否定中国社会
主义历史和成就，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搬到中国
来，即走邪路; 三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探
索新的发展道路，即走新路。在这重大历史关头，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
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其次，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

改革开放正确的性质和方向。在中国这样经济文
化基础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改革，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结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
做过，前人也没有干过。因此，照搬书本不行、照
搬外国模式也不行。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
党才能领导好这场不断探索的改革开放，因为只
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正确的性质和
方向，才能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
共产党既强调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又要强调改革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是一场革命，

这是从改革的重要性、艰巨性和改革引起深刻变
革的意义上讲的。同时，我们党还强调改革是社
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决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
弦更张，习近平就是把这两句话有机结合起来论
述改革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论断，因为这关系到
中国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再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
领导，这是总结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
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坚持党的领导与加强党
的领导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40 年
改革开放的历史昭示我们: 只有依靠党的领导，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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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才能制定出我国改
革开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才能保证改革开
放的方向和成果。

坚持党对改革开放的全面领导就必须加强党
的领导。还可以从党风和党的执政能力上来认
识。从党风上看，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
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这是党和
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
本原因，对党、国家和民族尤其是推进改革开放进
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从党的执政能力上看，干部队伍素质从总体
上是适应事业发展需要的。但是，与今天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相比，领
导干部的本领还有不适应的一面。特别是随着形
势和任务不断发展，不适应的一面正在上升。如
果不抓紧增强本领，久而久之，就难以胜任领导改
革开放。党的十九大提出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
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

并且明 确 提 出 全 党 干 部 要 全 面 增 强 8 种 执 政
本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坚持党的领导是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的根本保障有一
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
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是历
史和人民的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
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
在、幸福所在。”［9］P34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用“九个必须”全面概括了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
来的宝贵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对一
切 工 作 的 领 导，不 断 加 强 和 改 善 党 的 领 导。
习近平还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启示我们: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
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这
些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改革保障论。

六、改革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于怎么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途

径理论，是人们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时采用的方
式、方法。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作出了改革开放
决策，具备了改革必需的社会条件等，这并不等于
改革开放一定成功。因为改革方法决不是可有可
无的，恰恰相反，改革方法是极为重要的。正如毛
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
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
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
顿。”［10］P139因此，新时代新起点要顺利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
方法论。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改
革开放实践经验基础上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科
学方法，如渐进式的改革方法、先行先试、摸着石
头过河、改革理论和改革探索良性互动等，这些都
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些既是中国 40 年改革
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又是全面深化改革必
须坚持的科学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对改革方法论作了精辟阐述，从而丰富和发展
了改革方法论。习近平指出: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
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
践探索中推进。他还指出: 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
会主义国家也没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

习近平论述并总结了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方
法。他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走过来，是先
试验、后总结、再推广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从农村
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不断深化的
过程。习近平还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上肯定
了改革中采用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我们是
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复性失
误，一旦出现就无可挽回、无法弥补。同时，又不
能因此就什么都不动，什么也不改，那样就是僵
化、封闭、保守。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
法，取得了经验，形成了共识，看得很准了，感觉到
推开很稳当了，再推开，积小胜为大胜。”［2］P35 这也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它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
识过程，符合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

习近平重申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要重视调查
研究这个方法。他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
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
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
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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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习近平在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马克思主
义科学方法论的高度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正
确处理的四个重要关系即“四个坚持”: 坚持加强
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坚持“摸着
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
标导向相统一，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
因此，改革方法论既是 40 年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
重要原因，又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柱。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这样的名言:“一切划
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
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1］P544、“理论在

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
国家的需要程度”［12］P11。“中国改革六论”是适应
时代和国情党情变化需要，总结中国 40 年改革开
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是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
开放重要论述的概括和提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的重要内容，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
思想财富，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下，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
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中国改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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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x Theoretical Pillars of Chinese Ｒeform
YAN Shu － han

(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 Summarizing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40 years of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world view and methodology of dialectic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we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 theory of Chinese reform with enriched connotation has been formed． It contains six theoretical pil-
lars，namely，six arguments on Chinese reform，including the argument on the reform goal，the argument on reform
motivation，the argument on reform subject，the argument on reform conditions，the argument on reform guaran-
tee，and the argument on reform method． The six arguments on Chinese reform are summary and abstraction of
the theory on the refor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re-
form and opening － up，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newest products of Marxism sinification，and valuable ideolog-
ical wealth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We should further enrich and develop the theory of Chinese reform dur-
ing the practice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Key words: scientific world view and methodology; six arguments on Chines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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