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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新发展”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启示 

 

贾文杰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市，100101 

 

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三个重要思想，其中包含着深刻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以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统领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落实理念的一个重要特

色。在“三个新发展”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实践论、矛盾论等原理贯彻其中，充分表明

在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努力下，我国经济发展纲领的科学性、真理性。哲学理论的抽象性、凝练性也使“三

个新发展”思想能够经受多方面的解读，本文将主要从认识论、发展观、矛盾论出发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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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作为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要会议精神，是我国未

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在分析了我国即将面临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以习

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基于对未来形势的深刻把握，作出了“十四五”总

体发展规划重大战略部署，为今后五年的发展明确了道路、方向与目标。“三个新发展”思

想正是在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现阶段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正确

决断，不仅在理论形成过程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征，其理论内涵本身也蕴藏着

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启示。 

一、新发展理念的哲学启示——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 

实践证明，发展作为一个不断演化且螺旋上升的过程，每当处于存在差异性的阶段，都

会产生相应的独特性变化，只有正确把握住当时社会环境的本质和内涵，发展才能同历史、

社会、文化等外部条件相适应，才会行之有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是我们党在深刻把握社会发展实际与规律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1]因此，在解决发

展问题时必须要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时运用最符合当时社会状况的科学理论来指导我们

的生产实践，由五种要素构成的新发展理念，是对过去几十年中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弊端

和危害现象的针对性回应，实践的拓展、问题的积累要求我们摒弃过去陈旧的认知观念，用

全新的发展理念来走好未来的路。 

（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鲜明提出了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统筹我国和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聚焦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多领域的突出矛盾，瞄准未来世界发展的要求和挑战，所提出的重要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经济建设，在数十年风风雨雨的历程中，我

们创造了令全世界瞩目的伟大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

提升。但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工业制造水平的落后、高科技人才的匮乏等种种

原因，过度依赖人口与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在经济总量持续上

升的同时，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人际关系的紧张也带来了诸多社会矛盾冲突，由于大

部分尖端技术水平长期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中国虽然成为世界工厂，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

位置仅仅还处于中低端水平。与此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整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不断增高，贫富

差距扩大影响了社会和谐发展，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等不同区域的发展也在发展中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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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差距。应该说，在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横向比较中，我们国家取得的成绩可以称得上

名列前茅，但与我国未来发展的理想社会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相比，在许多方面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新发展理念应运而生，通过实践基础上的深刻反省总结，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成为对我国未来克服发展瓶颈、造就发展优势的科

学指南和必然要求。 

（二）新发展理念的贯彻 

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一个理论的终极意义与价值正是在于能够指导行动。如

果我们仅仅是夸夸其谈而不将其付诸身体力行的具体实践，把新发展理念束之高阁，停留在

书面文件中，那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起不到半点作用，因此新发展理念必须落在实处。 

十八大以来，创新型发展在中华大地上屡见不鲜，一大批高精尖技术难关得到突破，“嫦

娥五号”、国产航母、第五代通信技术等成果鼓舞世人，得益于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产生的

海量大数据资源，以及在大数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都得到快速发展，

并且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些都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自豪之情与拼搏精神。创新的风气贯

穿着社会各界，发展方式的科学转变使得我国经济增长正式迈向高质量、高水平的道路。发

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得到了有效缓解，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和脱贫攻坚战役的久久为

功，使得我国各地区所有的贫困县彻底摘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生态保护方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思想已经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生根发

芽，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认识到，竭泽而渔的发展只是一时的、不可持续的，只有做到人与

自然的和谐统一，经济的发展遵循大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在发展中掌握唯物辩证法，人类

才能有光明可期的未来。经济外交方面，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

域深化改革，坚决同贸易保护主义、关税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倾向作斗争，开拓合作共赢、

携手并进的新局面。抗击疫情方面，新冠病毒不断变异，疫情依然在全球持续肆虐，中国作

为世界工厂在防疫狙击战中发挥了后勤部的重要功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口罩、

呼吸机等防控器具，为世界的安全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是在这些不同方面所达成的成就，使得我们愈发理解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可贵之处，这些事实无不清楚地作为生动案例，升华了新发展理念的内涵本质。辩证唯

物主义认识论把认识的本质看作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新发展理念作为一

种新的认知，其形成土壤是所有人民的伟大实践，而继续丰富这个理念同样也需要所有人一

起来进行新的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已经认识到的规律来办，在实践中再

加深对规律的认识，而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2]正是在实践的反复检验中，

新发展理念的正确性、真理性得到了有效可靠的验证。真理具有客观性，新发展理念既然已

经被现实确证为客观真理，其本质也必然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在当前我们需要坚决贯

彻落实这一思想，但是在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中，我们同样也要

不断创新其内涵、丰富其本质，使得新发展理念与日俱新。 

二、新发展阶段的哲学启示——事物的联系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3]在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举办新闻发

布会，明确提出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这是党中央所作出的全

新的重大战略判断。在理解党中央为何会将“十四五”时期作为新发展阶段的第一个五年时，

我们必须看到新发展阶段与过去的阶段之间是一个承上启下、一脉相承的关系，新发展阶段

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个量变引发质变的过程。 

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进入

了新的更高阶段，对我国的发展前景也有了更为正面的预期，继而也提出了相较于以往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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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实践路径——“两步走”战略，即用两个十五年的时间来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目标。当我们迈步新阶段、憧憬未来的时刻，必须着眼每一阶段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脚踏实地，发展的道路也会走得更快更稳。 

（一）新发展阶段的基础 

过去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持续向上的发展势头较稳、增长速度与增

长水平继续提升的潜力较足、面对外界干扰等不稳定因素的回旋操作空间较大，这充分表明

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与环境已经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从依靠要素、

投资驱动为主，逐渐转化为依靠创新驱动，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在新的发展环境下积极整

改，一大批应用新能源、高技术含量的企业得到政府资金和政策的大力扶持，国家经济自主

能力持续加强。 

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深度贫困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巨大的改善。在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在无数扶贫干部人员日日夜夜的奔波努力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齐心协力奋

斗下，我国实现了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伟大奇迹，在中华五千年历史沿革中第一次完全地解

决绝对贫困问题。正是在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联系把握中，新发展阶段也承续起历史任务，

接过了过往时代的重担，在“十四五”时期展开新的篇章。 

新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我国过去几十年年发展量变

的逐步积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节点引起的质的变化，充分表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渐

进性和飞跃性的统一。 

（二）新发展阶段的本质 

新发展阶段的“新”在于它拥有新的内涵与目标，不同于以往旧发展阶段更加注重地区

生产总值指标等因素，面对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

展阶段也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着力解决好在过往发展中所忽视掉的造成人民群众矛

盾尖锐的难题，在新发展阶段中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过去几十年发展中遗留下的落后

的体制机制束缚进行相对应的破解，在真正意义上使我国的发展迈向新的台阶。 

社会发展到高水平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渐向上攀升的过程，中华民族要实现复

兴，全国各族人民必须保持一步一个脚印的毅力和定力，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征程上需要

无数人付出辛劳与汗水，同时也不能因为道阻且长而放缓节奏甚至失去动力，抱有厌战心理

和懒惰心态。只有在发展中做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秉持与发扬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

神面貌，我们的复兴事业才能得以实现。正如恩格斯所言：“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

而是过程的集合体。”[4]在新的发展阶段，全国上下都要立足自身、脚踏实地，不断挖掘潜

藏着的力量，在新发展阶段中走出一条前景光明的正道。 

三、新发展格局的哲学启示——矛盾的对立统一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这是根据我国即将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审视自身优势潜力以及海内外疫情蔓延形

势等因素所提出的重大决策，也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加强同各国之间

竞争合作比较优势的解决方案。 

十八大以来，一方面我国通过转变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针对过剩产能积极推进供给侧

的结构性改革，对土地、房产等密切挂钩的金融、信贷虚拟经济产业大力实施去杠杆措施，

着力打通各省市区之间的保护壁垒，逐渐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统一经济市场。另一方面，

国与国之间在全球化的联系更加紧密，资金的跨国界流动、人员的相互往来，所有生产要素

的全球支配使得彼此相互依存程度更加深刻，“地球村”从麦克卢汉的预想成为现实，遗世

独立、闭关锁国不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要让发展的动力不断涌流，必须要做到开放包容，

不断改善增进交流互鉴，来引导建设一个健康发展、平等互惠的全球化进程。新发展格局正

是着眼破解我国未来发展困局的有力手段，同时也是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心剂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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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重点论” 

中国在发展上有着天然的长处，不仅在人口数量、幅员面积上有优势，有着统一的语言

和历史文化环境，国内各区域之间生产要素的流通也较为畅通，并且有着中国共产党强有力

的领导，发展建设国内统一市场有深厚的基础，这样的统一市场有利于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与

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深度结合，有利于整合区域优势，打造统一互补的发展格局，从而提升

国民经济整体效能。因此，未来的发展我们要抓住国内大循环这个重点，这不仅是当下应对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必要举措，更关系到未来我国自身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把国内经济大循环作为今后发展的重点突破方向，也与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

境密切相关。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下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普遍

遭遇发展困境，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财政赤字上升等，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

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矛盾带来的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导致其难以支撑起保障全球经济稳定

持续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当今世界落后的经济秩序、发展格局等痼疾依然存在，南北差

距持续扩大，资本回报与劳动力回报之间的悬殊引发激烈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

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形成，而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

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5]面对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西

方发达国家为维系自身利益不可能主动做出改变，更有一些国家甚至还转移自身发展矛盾，

以其他国家抢了本国就业岗位、双边贸易不平衡等为借口，大肆攻击他国，在经济政策上转

向贸易保护主义、关税保护主义，在政治外交政策上举起霸权、强权的旗帜，这也使我们不

得不采取加强国内大循环的措施。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两点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暗示我国将在后疫情时代关上国门，断绝与世界的联系。经

济政策的实施应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国际市场作为国内市

场的延伸，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原材料、消费市场，中国在与世界各国的相互合作竞

争中也能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和产业发展水平。 

在疫情蔓延全球的形势下，我们不仅不能放弃大国责任，拒绝同其他国家交流合作，而

是积极参与后疫情时代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过去的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霸权政治

主导下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体

系中换取一定的发展，这要求我们主动作为、因时而变，改革不平等的全球化经济体制，争

取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等一系列的多边协定的签署，中

国与欧盟、东盟、非盟等地区合作的不断推进都表明了中国正在积极捍卫多边主义的坚定立

场，不断扩大互惠互利的“朋友圈”，为自身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营造有力战略支

撑。 

总而言之，新发展理念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最新指导思想，必须予以贯彻，并且在实践

中守正创新，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也要做到对立统一，在将重点放在国内的同时不应忽视

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只有如此，才能在新发展阶段取得更大的成绩。未来几年我国的发展仍

将处于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将较于以往更为艰巨繁重，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发展阶段再接再厉、不断前进，自觉做实现“中国梦”的实干家、做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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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ree important ideas: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new 

development stage, which contain profound Marxist philosophical viewpoints. Leading practice with 

philosophical worldview methodology is also the way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formulate 

policies and implement concept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In the thought of "Three New Developments", 

the principles of epistemology,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 in Marxist philosophy are implemented, which 

fully demonstrates the scientific and truthfulness of my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am under 

the collective wisdom and efforts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he abstract and concise nature of 

philosophical theory also enables the thought of "three new developments" to withstand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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