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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形成的历史起点从哪里
算起？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目
前主要有六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从 １９４９ 年

理论的历史起点。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邓小平
在这次视察东北三省期间，“ 走一路讲一路” ，强调
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怎样正确看待马克思列宁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始算起。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

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述，尖锐批评

多，而且主要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渊

了那种违背实事求是、搞“ 照抄照搬” 的唯心主义和

源角度来考察的，认为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从农业

形而上学观点，确立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

路线。 因此，这一时间点可以看成中国特色社会主

务，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义理论的历史起点。 第六种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

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标志着中国特

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起点。 这是理论界

色社会主义理论萌芽的开始。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

大多数人的观点。 不过，在具体阐述时，由于视角不

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可以有狭

同或认识不同，理由也不尽一致。

义和广义两种理解。 第二种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是 １９７８ 召开的

义的历史起点在 １９５６ 年党的八大前后。 持这种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做出这一判断，主要理由如

点的学者认为，１９５６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

下：第一，从实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

义制度确立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人民日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 第二，从党的领导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人的经典论述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是

盾，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 第三，从党的文件看，十一届三中

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把中国特色

建筑的矛盾不再具有对抗的性质，改革成为推动社

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定位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得到合理解析。

是毛泽东奠基而主要由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向前

第一，为什么不能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

推进，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形成和发展

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当作中国特色

起来的。 第三种观点：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 持这种观点的学
者认为，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邓小平实际上已经形成

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这个问题进一步涉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涉
及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认识和评价问题，问

了同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同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

题的焦点在于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思想观点。 第四种观点：１９７５ 年的整顿是邓小平理

没有包括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

论的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 持

设道路探索的理论成果。 此问题曾引起学界广泛关

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当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际，在

注并加以讨论，同时也引起了习近平的高度关注。

与“ 四人帮” 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在《 全党讲大

习近平曾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

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 关于发展工业的意见》 和
《 各方面都要整顿》 等几次谈话中，邓小平实际上已
提出了至少涉及邓小平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重要观

点。 第五种观点：１９７８ 年 ９ 月邓小平的东北之行是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
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
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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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

新时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

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

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

放后的历史时期。” 习近平的讲话和学术界的研究

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

所达成的共识表明：其一，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但这种开创却是建立在

来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指出，这三次伟大飞跃以铁

毛泽东时期探索的基础之上的。 毛泽东在探索适合

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

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

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贡献。 从这一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

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段话同

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其二，毛泽东时期对

样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从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仍然属于毛

开始的，也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

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此内容从毛泽东

第三，为什么不能把中国近代开始寻求中华民

思想中剥离并放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族伟大复兴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中

会造成毛泽东思想的割裂。 其三，毛泽东同时代的

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不

其他领导人，如邓小平也曾经在改革开放前对社会

能就此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可以上

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过探索，也有许多经典论述，但这
些内容也应该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从理论发展

溯到 １７０ 年前。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中国梦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其一，实现中国梦和建

的历史逻辑看，也只能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当前我们要实现的

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同一目标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 中国梦在一定意义

第二，为什么不能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探索中
国特色革命道路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起点？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上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大众版” 。 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 主 义 伟 大 事 业， 在 当 代 中 国 主 要 是 实 现

“ 两个一百年” 的百年梦想。 其二，作为奋斗目标，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比实现中国梦需要更

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

长的历史时期，实现中国梦只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据此论断，有

主义事业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实现中国梦之后我们

的学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上溯到中国

还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其三，

共产党成立之时。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将中

实现中国梦，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实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定位于党的十一届三中

现途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行动指

全会，很容易忽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一直到改革

南，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根本保障，以中国

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道路的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精神动力。 所以，我们不能

探索。 但我们认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

把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割裂开来，更不能对

点定位于党成立之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可

立起来。

否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期就确立了共产主义远

第四，为什么不能把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对理想

大理想，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就肩负起了为人

社会的追求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这

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但党和人民

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

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所要完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

成的历史任务是不一样的，因而取得的成就也是不

色社会主义“ 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

年 ５ 月，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时回顾

会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是中国特色

一样的。 对此，党的文献已经有明确的定论。 ２０１８

传承中走出来的” 。 这段话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

了我们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并用“ 三个伟大飞跃”

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渊源，

概括这一时期我们党和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伟大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包含着许多中国优

就：一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经

秀传统文化的元素。 二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义伟大事业，必须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

因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

了社会主 义 建 设 的 艰 辛 探 索， 实 现 了 中 华 民 族 从

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

“ 东亚病夫” 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二是改革开放
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
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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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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