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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政党的责任。
这是刚刚在北京落幕的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 世界各国政党领导人
关注的主题。

这次对话会的会标上，五彩飘带环绕“中
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PC，共同构成地球的
造型。恰如这个会标寓意的 ，世界最大政党 、
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执政党， 与来自世界五
大洲的政党一起， 肩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引领人民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责任。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这片近40年来进行
着全世界“最有勇气的制度实验 、发展实践 ”
的土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写下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 。过去5年 ，这个创造
“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 ”的政党 ，在中国大
地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个多月前，
中共十九大再次标定一块里程碑， 当代共产
党人以巨大勇气、巨大智慧和巨大力量，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为5年变革
最直接的思想动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实践
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被写入党章并确立
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成为一面高
高飘扬的精神旗帜。

这是中共十九大的重大历史贡献， 也是
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最新思想境界。 当社会
主义国家赞叹这一理论创新，“不仅照亮了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方向”，也
将为 “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提供强劲动力”；当
西方世界感慨 “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最好的选
择”“这一思想必将引领中国共产党继续走在
时代前沿”，人们看到马克思的伟大学说藉由
中国道路展现的“真理之光”，让更多人向“一
种严谨的学说，一种科学的制度，一种深邃的
思想，一种美好的理想”脱帽致敬。

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是人类
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
一。从历史的山巅回望 ，若干年后 ，将会更清
晰地看到，我们写入历史的那些成绩，莫不源
于点亮时代的思想光芒。

（二）有日本学者研究中共的话语体系，
发现两个意象出现频率颇高———“道路 ”与
“航行”。两个词所折射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代
代相承的接续奋斗。

在过去几十年里， 中国在共产党人开创
的“道路”上“航行”，取得了堪称伟大的成功。
从68年前建立人民共和国， 到39年前开启改
革开放大幕，再到5年巨变迈进新时代 ，中国

共产党总能形成对发展方位的准确判断 ，在
时代的激流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航道， 走出
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正是在这一前后相继的过程中， 共产党
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 探索进行
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思考什么是社
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并
没有结束真理 ， 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
路”。过去5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划时代的
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
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理
论上的又一次飞跃。 这条举世瞩目的中国道
路，由此抵达一个新的起点。

德国诗人海涅曾写道，“思想走在行动之
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 。”虽然十九
大才正式提出， 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容、深刻内涵，早已写在
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成为熊熊燃烧的火炬，照
耀着十八大以来党和人民创造性的探索实
践。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评价，习近平以惊
人的速度改变了中国， 中国目前人均GDP超
过8000美元 ， 在习近平领导期间增长了近
40%，亚洲的新秩序“不是正在显现，而是已经
到来”。而对于这5年最生动的视角，还是来自
于这个民族富有历史感的自我审视： 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去问开化的大地， 去问解冻的河流。”
1980年，面对除旧布新的中国，诗人艾青借用
春天万物复萌，说明“解放了的思想 ”所造就
的时代洪流。今天，我们再次在中国大地 ，感
受到一种新思想的磅礴之力。回首“极不平凡
的5年”， 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理解这一思想
的几个维度———

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就不会有中国5年来的 “历史性变革”和
“历史性成就”。这一思想的实践意义，在于把
中国的发展带到了新的历史方位， 开启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就不会有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思想的历史意义，在于
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的梦想，让我
们前所未有地有信心有能力去实现这一梦想。

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
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这一思想的理论
意义，在于把握追寻理想社会的真谛，为人类
通往真理之路树立起新航标。

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就不会有“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
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一思想的世界
意义，在于打开了现代化的更多可能性，为解
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0月24日，举世瞩目的十九大落幕。被译
成多种外语的十九大报告， 迅速成为国际社
会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强有力读本”。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
评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 习近平把中
国带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就让我们沿着这几
个维度，追寻思想的火炬，如何照亮一个民族
走向富强的历程；感受思想的光芒，如何产生
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力量。

（三）马克思说过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
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
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
件下创造。5年前，当“中国号”航船再度扬帆
起航， 继承的不仅是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
展的成果，还有累积下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
题”，更有“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
峻挑战”。

犹记2012年， 许多人的预期并不乐观。那
一年， 中国经济增速自新世纪以来首次低于
8%。“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
阱”“修昔底德陷阱”……在罗列需要跨过的一
系列栏杆后，外媒一叠声唱衰中国，即便是对
社会主义中国充满信心的人也不得不提醒 ，
“解决不好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 中国就会
前功尽弃”。在这样一个破旧立新、世代交替的
“艰难时刻”，所有人都在观望，中国共产党如
何引领这个曾经几度辉煌的东方古国，在历史
的又一个转折关头走向自己的梦想？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
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
怒号”。中国发展历程中这5年，正如习近平的
豪迈宣示：“惟其艰难， 才更显勇毅； 惟其笃
行，才弥足珍贵 ”。5年奋进 ，面对党的领导弱
化、党的建设缺失、腐败问题严重 ，习近平铁
腕反腐、从严治党，彻底扭转管党治党 “宽松
软”状况，亲自挂帅中央多个领导小组 ，加强
对事关全局的重大工作的指导和协调， 党中
央成为坐镇中军帐的 “帅 ”。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和传统动能减弱， 不踩大油门、 不搞强刺
激，而是以强大的魄力和定力推行改革，在波
澜不惊中实现了发展理念和经济结构的全方
位转变和历史性转折。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
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以超过30%的平均增
长贡献率，成为世界经济引擎。

密集推出1500多项改革举措、 贫困发生率
降到4%以下，中国共产党脱胎换骨、人民军队
浴火重生、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意识形态主导
权大大增强、 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十九大报
告十个方面的总结， 寥寥数语后蕴藏多少运筹
帷幄的胆识，涵盖多少波澜壮阔的变革，凝聚多
少惊心动魄的转变。一个微信公众号征集这5年
“万万没想到的那些事儿”，结果应者云集。不过
1800多天时间，变化之巨、范围之广、力度之大、
影响之深，让身处其中的人无不为之感奋。

是什么让中国逆流而上击水中流， 取得了
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
的变革？“因为我们有了习总书记这个核心，有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灵
魂”，十九大精神宣讲团行至广西，一位基层老
党员的心声，道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感受，也印
证了邓小平的那句名言，“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
要有一个核心， 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逆风飞扬的中国交出的这份漂亮成绩单， 也让
媒体感慨，“习近平是具有长远战略思维的政治
家”“在他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很短的时间
内， 就展现了非常宏大的战略视野和娴熟的政
治运作才能， 很快就跻身于能够主导国际事务
的领导人行列”。一些外国观察家给出了这样的
判断，“习近平正在唤醒中国”。

5年砥砺，被“唤醒 ”了的中国 ，解决了许
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
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进入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新时代，新时代
的中国，回首5年，我们清晰地
看到， 这不仅是一个发展进程
的概念， 更是一个思想演进的
概念。

以民族复兴中国梦重构
“时间逻辑”，以“五位一体”“四
个全面”重构“战略逻辑”，以经
济新常态重构 “增长逻辑”，以
新发展理念重构 “发展逻辑”，
以全面深化改革重构 “治理逻
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
构“精神逻辑”，以美丽中国建
设重构“生态逻辑”，以全面从

严治党重构“政党逻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重构“世界逻辑 ”……治党治国治军 ，内政
外交国防， 在领导全党全国推进伟大事业的
实践中， 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
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系统性地回答了
当前中国和世界面对的问题， 战略性地设计
了国家未来和人类未来，创造性地推动了民族
复兴事业， 预见性地判断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
情况，以高远的视野、深邃的思考，写下当代共产
党人的时代答卷，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这是一套严密完整的逻辑体系， 也是一个
体大思精的思想体系。5年来，亿万人民一次次从
习近平的讲话中， 感受到执政党的深谋远虑，感
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芒。“没有思想的时代，
就像没有舵的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以其与时俱进、不忘初心、实事求是的
理论品格，展真理之旗、掌时代之舵、扬复兴之
帆， 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中国应对重大挑战、
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
能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
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也是一个被世界高度关注的新时代。十
九大期间，美英联合制作的纪录片《中国：习近平
时代》首播，主动解读习近平领导下的5年。主创
人员坦言， 整部纪录片的核心是，“所有这些变
化的背后，都有一个最初始的力量源泉，就是习
近平的治国理念和政策方针”。 当一种思想在
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激发历史性的成就、在
亿万人民生活中书写下历史性的变化、 在全世
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这样
的新思想，足以标定一个新的时代。

荩荩（下转14版）

领航，思想的力量开辟新时代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考（上）

任仲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