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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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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新发展

域，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
不同的理论形态。 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一个认识和

马克思主义观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评价、

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改造世

运用时形成的基本观点或看法。 具体来说它主要回

界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

答两个问题：一是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二是回答
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

义在 ２１ 世纪仍然焕发出蓬勃生机。 马克思主义哲
学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

一直面临着应树立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

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中仍发挥着

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社会发

有什么样的认识和理解；回答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展逻辑的统一，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

就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总的
来说，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共产党在

道路的成功实践，因而，在 ２１ 世纪仍需要继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 其次，在回答“ 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评价、运用时形成的基本观点

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作为在马克思

或看法。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在中国的革

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近百

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之中，形成了既与经典马

年历史中，始终没有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将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社会发

习近平指出：“ 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

展的实际而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

在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时，习近平指出：

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也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肇始。

一是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做到真学、 真懂、 真

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

信、真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国化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

作。 二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义观的历史。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正确

利益出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

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
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两次历
史性的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目标，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准确回答了“ 为了谁” “ 依
靠谁” “ 我是谁” 的根本性问题。 三是要将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贯彻落实到社会

义理论体系，而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

实践中。 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进行

和发展也内含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指导中国革

有机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具

命、社会建设与发展取得不断胜利。
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容非常丰富。 首先，
在回答“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这一问题时，习近平指
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继续推进的
重要保障。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
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后人留下了一个
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 然而，这个博大精深的理

论体系并非“ 穷尽了一切真理” ，而是不断发展、与
时俱进的。 在它发展过程之中涵盖了诸多的学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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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 同时，习近平指出，要继续发展 ２１ 世纪马克
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 ２１ 世纪马
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二、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观的时代内涵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双重维度。 首先，

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百年历程之后，我们的研究从

对其历史发展和现实境遇转向对马克思未来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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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对资本主义社
会的现实批判进而提出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
治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还是自十月革命以来

逻辑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具有丰
富的理论内涵和历史实践。 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国际
形势更加错综复杂，陷入战乱、全球金融危机等一系

对如何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向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

列问题，旧的政治秩序失序之后带来的是全球治理

义国家的转变，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

的失灵，世界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方案。 以习近平为

辟，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都是马克思主义

核心的党中央执政之后，把握世界时代变化潮流，提

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因而，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

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想，这既是以习近平为

义的提出，是在以一个世纪为基本单位中提出 ２１ 世

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

纪马克思主义发展问题，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对

理论在新形势下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继承和

现实问题关注和对其未来展望的初心。 其次，２１ 世

发展了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

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伴随着全球化发展的进程实

来的外交理论与实践智慧， 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 和平与发展” 的时代主题并没有改变，随着全球化

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多极化

现了从中国到世界的转变。 当全球进入 ２１ 世 纪，
进程的不断加深，虽然整个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全球问题在不公正、不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自身的现实之维来看，进入 ２１ 世
得到不断深入和发展，国家间形成了“ 互嵌” 式的关
系结构，整个国际社会“ 牵一发而动全身” ，国家间
的关系更为复杂和多变。 但是旧的国际关系思维并

下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被充分暴露出来，全球

没有改变，霸权逻辑、丛林法则、零和思维依旧是处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贫富差距拉大、 社会发展滞

理国际关系和问题的主要思维，国际矛盾与冲突依

后、阶级阶层矛盾激化，恐怖主义、环境问题等依然

然存在。 但随着国际社会交往的时空被不断缩小，

威胁到人类的自身存在和发展，成为关系人类命运
的突出问题，这正是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所要回答的

“ 地球村” 的特征愈发突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

善其身，这也意味着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问题。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

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

思主义，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体现和发

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要将视野从中国拓

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展至世界，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新体系，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义理论成果为当下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人对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思

案，彰显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考，也为推动构建国际治理新体系、建立国际政治经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这不仅仅体现

济新秩序带来新的动力。

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用于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所形成的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国别性的马克思主

学说。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和丰富了马克思

义理论，也体现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人

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表现出来

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一致性，在世界历史的形

的现代文明危机的诊断和探索。 实践是 ２１ 世纪马

成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资本的扩张

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基本属性。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

促使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世界各地的联系空前加

门实践的科学，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最为根本和

强，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相互依存， 历史成了世界历

最为重要的品格之一，也是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根本

史，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更为密切，而世界成为

特征之一，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充分体现于

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命运共同体，因而人类命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运共同体的构建本身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 第

实践所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发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国家理

展的历程表明，当下马克思主义所呈现出的不同的

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民族国家间基于生命

理论形态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各国
社会革命与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具体化和民族化的
理论。

意志而结成的“ 有机生命体” ，是一个超国家和超阶

级的价值共同体。 这不仅符合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基
本理论的最终指向，也弥补了马克思国家理论关于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观的新境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发展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

在国家消亡之前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矛盾暴露出来的
新问题。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共同
体思想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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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必然要求。 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自身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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