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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实、未来：向百年党的历史 

汲取走向未来的丰厚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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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百年党的历史给予今天的经验与启示丰富而深刻，向百年党史汲取滋养要求我们在新时代要立足

中国实际，在不断的创新实践中持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的伟大实践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

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必坚持“四个自信”，始终结合中国实际走我们自己的路；始终坚持人民主

体地位，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从广大人民生动、丰富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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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1921年成立至今，其间历程波澜壮阔，成就斐然。这既是客观事实，也是

历史结论，更为世人信服。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历史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

择了中国共产党，并非发端使然，而是历经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在不断的选择中最终确定的。

近代以来，围绕着实现民族复兴、人民解放、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无数党派和理论的轮番夹击中，得益于真理的科

学指导，立足国情实事求是、依靠人民甘于奉献、敢于流血不怕牺牲，最终取得在中国的领

导和执政地位。铁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人民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其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伟大辉

煌，其所经历的困难与风险世所罕见，其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丰富深刻。“当前，全党面临的

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1]
向历史学习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这有助于我们从过往的历史中寻求解决当下问题的钥匙。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现实、未来

是相通的。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 

一、100年党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被学习、接受、运用于实践的过程，

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际，在不断的创新实践中推动马克

思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100年党的历史昭示，新时代我们要持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

的伟大实践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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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承制。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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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之前，先进的中国人为寻求救国强国之道，穷尽了各种理论

和思潮，但是却没能挽救颓势和败局，在回应和解答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

题的过程中，借由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坚定出场，开始了其中国化

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被学习、接受、运用于

实践的过程。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学习认知、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大规模传播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先进的中国人在众多理论思潮中甄选出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行了组织和思想准备。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

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运用到把马克思理论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及党的建设实际相

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认知由浅入深，运用有生涩到熟练，在挫折与失

误中不段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推动中国革命、党的建设和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持续向前发展。 

一百年党的历史就是我们党学习、继承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和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聆听时代声音，回应

时代呼唤，契合人民期望、国家和民族发展振兴之需经由实践、思考凝炼而成的思想理论成

果。事实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事业就取得胜利和成功；什么时

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事业就会发生挫折和失误。”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问题是创新

的起点和动力源。认真思考、研究解决新时期重大而紧迫的现实的、具体的基本问题，更好

把握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偶然与必然、可能与现实、内因与外因、共性

与个性的关系，真正把握住客观事实全貌、历史演进脉络、寻其内在发展规律，更好推动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继承与创新，这是一代新人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

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已经被理论和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诞生于 19世纪 40年代，因其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而使

之具有跨越时空的真理性力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

揭示了自然、思维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植根人民之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随

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立足时代前沿，探索新课题、回应新挑战,从理论到实践、

从一国走向多国、从欧洲一隅走向世界，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实践证明，马克

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我们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

真理性在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到充分检验和彰显。 

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实践性需要我们在崭新的伟大实践中将其进一步向前发展。恩格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 5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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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新

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

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内涵、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和难题已经、

正在并将持续发生变化；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所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我

们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深刻影响整个世界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置身这一历史巨变

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去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

思主义作出中国的新的原创性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理论自信，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

发展，在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的原则基础上深化认识、总结经验以实现理论创

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发展 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二、100 年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大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

壮大、成长成熟的过程，是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体系形成、发展、完

善和效能显著显现的渐进过程。100年的实践证明，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征程必结合中国实际走我们自己的路。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全国只有少数的党小组，几十名党员，只是当时数百

个党派中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一个。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少党员甚至党的高级干部在遭遇困难

挫折对对党的未来和党的事业失去信心，叛党脱党退党时而有之。但是，建党 28 年后的 1949

年，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在全国的领导和执政地位。2019 年底，党

的基层组织已有 468.1 万个，党员总数达到 9191.4万名。这期间，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国

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在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以及具体的革命策略上，

在关于真理标准标准的讨论、打破思想禁锢，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改革与发展等

诸方面，我们党都曾经历过认识上的艰难抉择，实践中经受过挫折失败。如在处理与其他党

派的关系上就曾完全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顾具体国情，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站在完全独

立的立场对其他政党采取攻击政策，只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在具体的革命策略上也曾效仿苏

联走武装夺取大城市的道路。先后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甚至建国后还

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但是，敢于自我反思和自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

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同

时联系中国的实际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卓越成就，执政成效之

好和执政基础之固世所罕见。 

“理论的成熟是政党成熟的标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一重要命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经验进

行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些理论成果无不具有鲜

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显示出了我们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在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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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开启了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

十年来，我们我们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推动上层建筑的改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日趋完

善，呈现出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向好、全国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的欣欣向荣局面。中国的综合国力今非昔比、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

中华民族已经处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新时代，处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 。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独特的文化传统，

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走自己的路必须认可我们的文化、准确把握我们的历史和现状。道路是党的生命，道路

问题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走自己的路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准确地认识、

把握“实事”。“实事”包括我们文化、历史和现状。文化是一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最

深层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

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基因。对待包括 5000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去学知信

用、传承发展。近代中国，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完全否定民族文化的“全盘西化”论，

又有固守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它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复兴传统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

度，应该是继承中的建设性批判、发展中的辩证性批判。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文化却从未

曾中断并得到恒久的传承与发展，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力量和魅力。 

正确的认识历史是把握现实、建设美好未来的重要基石。习近平同志曾在多个场合多次

就“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把握历史”等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搞清楚我们从哪

里来、向何处去、把握和回答现实的问题都需要向历史寻求答案。阅读“历史”这部前人的

实践和智慧之书，有助于我们总结运用历史经验化解行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也有利

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认识现状要有历史逻辑、要实事求是，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事业发展取得成功的宝贵

经验。现状因何而来、为何如此，全景何如，这都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

论通过分析、论证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社会主义道路、改革

开放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历史和现实也验证了这“四个选择”的正确性。我国

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是由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和我国的现实国情

决定的。今天，我们正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巩

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思考、处理一切问题、做出任何决

策都要基于“四个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和我国的现实国情。在中国的大地上用世界

眼光思考、解决中国问题应该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三、100年党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争取当家作主、改天换地、赢得自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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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创造幸福生活的艰辛奋斗过程，是中华民族由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融入并逐渐

引领世界，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100年的事实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真正

的主人，我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种认识、论断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上

是振聋发聩的，即使是 1921年我们党从成立之年也是惊世骇俗之言。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

前，普罗大众都是受压迫、被剥削，隶属于权力的，在统治阶级和资本眼中，是作为“物”

存在的，而不是作为“人”存在的。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任其宰

割。国无主权、民无尊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东亚病夫”的称号痛

彻人心。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

懈奋斗，建立了新中国这一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实现了向人民民

主的伟大飞跃，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改了天换了地，数千年匍匐于地被人役使的

广大人民第一次站立了起来，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挺直了腰杆、有了做人的尊严。

党领导人民集全民之力、战天斗地，打立国之战、探建设之路、克一时之难、解思想禁锢，

在崭新的中国“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

平和自由。”
[3]
一百年沧海桑田，旧貌换了新颜。我国人均寿命从 1949年的不足 35岁到 2020

年的 77.3岁。丰富、营养、健康成了中国人民饮食的新标准，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放

心的食物、宜居的环境成为新追求。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穿无衣、食无粮、居无房、病无医，

生存发展无保障，颠沛流离的生存状态。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主要经济社会

指标占世界的比重持续提高，居世界的位次不断前移，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已

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从参与地区事务到引领全球发展，中国的治国理政实践和成效

正在深刻影响整个世界。这一切，都是一百年党同人民同心同德、同志同向艰辛奋斗的结果。 

从历经 28年不怕流血牺牲敢于革命掌握人民政权，到建国后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艰辛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再自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持续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对外开放，中

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实践主体地位得到确证。今天，我们开启社会主义事业新征

程，就应该也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

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

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4]
这一论述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性立场，也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根本价值追求。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

历史的真正主人。他们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生产关系变革的推动者。马克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年 4月第 1版，第 5页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70zn/2019-10/01/c_12102986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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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认为，创造历史的是现实的、从事着生产实践的人。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作者”，

又是历史的“剧中人”。“剧中人”表明人受历史客观事实的规定和制约，当下我国客观的

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改革开

放和我国仍处于并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为“剧中人”的中国人民在实现

“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必然受到以上客观现实的规定和制约。“四个选择”是

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我们必须也应该在这一规定和制约中坚持好、维护好、传承

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剧作者”是指历史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主动创造的产物。

在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人的需要处于最深层次，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正是中国人民追求

国家独立、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的渴望，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浴血奋战、命运

与共、同志同向，党同人民才谱写了近代中国革命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让崭新的中国和历

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中国人民也是改革的发动者、推动着、参与者，党领导人民创

造了改革开放事业丰硕成果让中国人民富了起来，更是开启了中华民族引领世界发展大势的

光明前景。“剧中人”“剧作者”这一论断，把现实的、实践中的人当作历史的主体，这个

“主体”不再是抽象的精神主体，也不再是原子式的个人主体，而是群众集体。历史唯物主

义确立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奠定了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依据。
[5]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

有人说，“谁拥有了核武器。谁就控制了世界。”但毛泽东把原子弹视为纸老虎，认为：“人

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就要求我们党在新时代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要时刻坚持人民

立场；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以及贯彻落实的过程中，站在人民立场观察、分析、思考问题；

在实践中注重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要向群众学习问计于民、走群众路线问需于民，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发挥好人民群众这一社会主义建设主体力量的作用，相信人民和依靠人

民，从广大人民生动、丰富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评价全面深化改革得失成败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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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nifested 

their rich and profound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us, drawing nourishment from the 

centenary history of our party requires us to have a foothold in China's reality in the new era, to 

persist in finding new integrating point of Marxist theory and new great endeavors in constant 

innovation practice,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Marxist theory; To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adhere to “four matters of confidence”, and 

always try to take our own path in the light of China's reality; always maintain the people’s 

principal position in the country, trust the people, rely on the people and care for the people, and 

draw wisdom and strength from the vivid and rich practice of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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