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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近现代主要历史任务的总体性研究

魏雪源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是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作为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大历史任务的领导力量，它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

时代特征的结合，并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两大历史任务的指导思想，事实求是、

与时俱进，为解决中国近代的两大历史任务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得

到了不断完善和发展，继续推动更好、更快地完成中国目前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两大历史任务；总体性；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K201 文献标识码：A

一、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制度。经济之落后，政

治之腐败，国力之衰微，社会之混乱，人民之贫困，到了极点。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抗日

战争以前，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宣告结束。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压迫和剥削。

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中华民族要振

兴，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幸福，必须首先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

治，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近代中国的时代特点以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人民始终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在这两大历史任务中，首先必须完成的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反对外国列强的侵

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这个历史任务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既是反帝的民族革命，又是反

封建的民主革命，要改变民族压迫和人民受剥削的状况，必须首先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

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决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问题，才能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

造前提与基础，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

同富裕成为可能。

既然只有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人民才有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改变

贫困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那么要怎样才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呢？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必须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绝不会

自动放弃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封建主义势力也绝不肯自动放弃自己控制的政权。所以，以改

良的方式是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统治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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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曾有不少人希望通过改良的途径挽救中国的危亡，如维新变法运动以及立宪运动等，

但统统行不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等，也是在进行改良的努力归于失败、对当权者幻

想破灭的情况下，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抗日战争后，中国人赢得了民族的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成为了国

家的主人，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任务。在此前提下，

我国开始集中力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针对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富裕这一历史任务，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逐步

确立现代化的长期战略目标和步骤。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

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社会生活

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

多样化还将进一步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把各方面的改革推向前进，逐步完善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随着改革深化而日益凸显出来的矛盾和

问题，始终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如何在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如何抓住 21 世纪头 20 年这一重要的

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为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都

要求我们党努力提高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军事建设的能力。

历史表明，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前一个任务为

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一个任务是前一个任务的最终目的与必然要求。

由于腐败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

制度，争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

因为不经过反帝发封建的斗争，争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

的反动统治，改变他们控制中国经济政治命脉，利用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

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面；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解放

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扩大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就不可能达到民族的团结，社

会的稳定，从而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

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中华民族在近代主要是完成前一任务，在现代主要是完成后一任务。

两大任务是统一的，统一于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

http://www.so.com/s?q=%E6%9D%9F%E7%BC%9A&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8%B5%84%E6%9C%AC%E8%BE%93%E5%87%BA&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5%9C%9F%E5%9C%B0%E6%89%80%E6%9C%89%E5%88%B6&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6%94%BF%E6%B2%BB%E5%88%B6%E5%BA%A6&ie=utf-8&src=wenda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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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近代两大历史任务解决的特点

前一个历史任务：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已经成为现实；而后

一个历史任务：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以邓小平

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

导集体的以及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

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大大增强，全国人民正在奔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前进。成绩是显著地，但我们距离第二个历史任务的实现还是

有一定差距的，社会发展不均衡、地区发展不均衡等社会现象仍需要我们给予重视，我们要

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我们每一次的努力都使我们离目标的最终实现

更进一步。

在前一个历史任务解决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它在实现过程中具备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从单一的突破到整体的解决。

1、从个别人物的觉醒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

英国列强为了打开中国大门，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一方面导致中国国民体质衰弱，几

乎无御敌之兵；一方面导致国内白银大量外流，国库空虚，财政陷入严重困难，加重劳动人

民的负担。社会病症愈加突出，最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也以中

国的失败而告终，一段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的历史拉开了序幕。鸦片战争

时期剧烈的社会变动，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的加深，必然引起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吏治

腐败、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刺激，终于使一部分士大夫、知识分子从故纸堆中，从麻木不

仁的状态中抬起头来面对现实”，林则徐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随后，魏源、龚自珍为

代表的一部分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开始冲思想的牢笼，提倡 “经世致用”，主张学

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便了解敌情、知己知彼。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

就是当时思想的集中体现。

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是维新变法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之后的辛亥革命、五四运

动、新文化运动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国人的思想，国人开始将视线转向西方，开始认清中

国封建社会的弊端，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以解决中国根深蒂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就是国人思想解放的最有力的证明和表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国人找到

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并且为中国的革命道路提供了解决路径和发展方向。最先认识

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李大钊，其后马克思主义又吸引了众多它的

忠实信仰者、拥护者和践行者，如：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恽代英等，他们都通过不同

的方式途径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成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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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归，他们最终都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而努力奋斗，他们的觉醒为

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为中国的革命提供了思想源泉。

2、从物质的觉醒到精神的觉醒

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不仅仅需要精神的依托，还需要物质力量的强大。洋务运动开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结束于 90 年代的甲午战争，它是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官僚为维护封建统治

所进行的一场以标榜“自强”和“求富”为中心内容的“自救”运动。这部分官僚以“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强化和巩固清王朝的腐

朽统治。洋务运动虽然在甲午战败后以宣告彻底失败，但它在实行期间推行的一些做法也起

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如：创办新式学校，翻译一批西洋书籍；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培养一

些技术人才；创办了一些民用工业等等。所以说，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但它特有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

之路。

单单是物质力量的强大并不足以解决中国当时积贫积弱、腐朽堕落的惨状，所以一些在

西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进步人士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如：孙中山、章太炎、严复、陈

天华等。尤其是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思想发展能够“顺乎

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1917 年俄国爆发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孙中山以一个民主革

命家的敏锐，从苏俄的事变中看到了自己民族的希望，他欢迎十月革命，并积极接受共产国

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先进主张和思想，改组国民党，这才真正符合一

个伟人应有的远见卓识、深明大义。

3、从民众单一的、自发的、非理性的农民运动到全国性民众的动员

农民阶级在 20 世纪中后期可以说成为了“时代的中心”，他们虽然没有起到领导性的

作用，但是他们对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是农

民运动的最高峰。1851 年 1 月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封建社会晚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

盾激化的产物，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人民大众矛盾激化的反映。太平天国运动的爆

发是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政府压迫剥削日益严

重、西方列强侵略愈加猖獗、人民生活更加穷困潦倒的时代背景下爆发的，印有深深的时代

烙印。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阶级自发发动的，是非理性的，单一力量的，农民阶级自身的局

限性使他们不可能成为决定时代发展的决定力量。

日本侵略者爆发了七七事变，正式开始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面

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同仇敌忾，抵御外辱。 发展到后

来，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渐加深，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民主党派等开始走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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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统一，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民族独立而顽强奋斗。只有结成最广泛的全国人民

统一战线，才可能粉碎日本侵略者，打败日本侵略者，最终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建立

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近代两大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多年来，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为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

历史任务，进行了不懈努力和艰辛探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革命正确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

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和时代情况相结合，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

状况和特点，经过艰苦的探索和奋斗，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党领导

人民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中积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和分析中国实

际问题，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推动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在大革命失败

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做出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历史性决策，实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

兴起的重大转变。七七事变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思

考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将民族矛盾上升到首要地位，毅然地放弃同国民党的国内

革命战争，实现同国民党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建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由国内革命

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党在战

争的烽火中经受住了考验，锻炼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当之无愧的坚强领导

核心。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但当国民党

悍然发动内战后，中共毅然发动反击，为争取国内和平而战，为顺应国内广大人民追求和平

稳定而战。经过三年多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去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

胜利。中国共产党历经千难万险，在异常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逐渐走向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

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

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开始了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

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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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创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人民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但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

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功开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9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所遇到的艰难险阻

是世界上任何政党所不能比拟的。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前，党和人民饱受磨难而自强不息，

历经曲折而愈挫愈勇，倍尝艰辛而愈加成熟。党领导人民在攻坚克难、顽强奋斗中创造的辉

煌业绩，是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90 多年来，围绕实现中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两大历

史任务，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奋斗、艰辛的探索和成功的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历史，是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

富裕而不懈奋斗的历史。90 年来，党领导人民干了“三件大事”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90 年前，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今天，中国人民拥有的是

一个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新中国；90 年前，中国是一个任人宰割、倍受欺凌的国家；今

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历史，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就必须寻找正确的道路。如

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不可回避的艰巨任务。在党的探索

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

果。

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历史，是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和不断发展党的先进性

的历史。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必须有“特殊的政党”来领导。这是

实现中华民族两大历史任务的根本前提。

90 年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统一于党领

导人民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两大历史任务的伟大实践中，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进程中，全面体现了党的历史的发展主题，深刻揭示了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党的

历史发展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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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

际相结合，为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提供强大思想保证。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个根本，

是指引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90 年党的历史昭示我

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善

于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党和人民

的开拓奋进才会始终有光辉旗帜的引领，真理的光芒才能转化成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

大物质力量。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

裕这两大历史任务的领导力量，为两大历史任务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马克思主义作

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实现两大历史任务所起到的作用当然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思想

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作为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大历史任务的领导力量，它创造性地实

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并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共产

党实现两大历史任务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实现中国近代的两大历史任务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继续推

动更好、更快地完成中国目前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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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m major historic task of marxism to solve China’s overal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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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o big historical task facing China since modern times was obtain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and realize the national prosperity, people's common prosperit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o lead the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to achieve two major historical tasks of leadership, it

creatively implement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ime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s a guide to achieve two major historical tasks of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to

achieve the two major historical tasks of the Chinese modern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this

proces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has been developing and perfecting, continue to promote better and

faster to complete China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or the country strong and prosperous, the people's

historical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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