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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继承毛泽东思想

———访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李捷

� � � �专家简介：李捷，《求是》杂志
社原社长。 现任湘潭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史
学会会长、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党史党建专家评审组召集
人。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等职 。
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毛泽东
思想生平研究，著有《毛泽东与新
中国的内政外交》《李捷自选集》
《国史静思录》《毛泽东对新中国
的历史贡献》等。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2019年第1期《湘潭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推出长达6万字的研究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
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和创新》，在社科
理论界引起广泛关注。 就该文的有关内
涵、意义等，湖南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作
者、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
想研究中心教授李捷。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标志性
成果，是以党的七大为标志的

湖南日报：毛泽东思想无疑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那么请
问，这个成果，是以什么为标志的？

李捷： 我们使用任何一个重要概念，
都必须深入了解和把握这个概念提出的
本来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个概
念，是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
提出的，当时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 而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是1997年10月党的
十五大报告提出的重要论断。

我们看一下党的十五大报告是怎样
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
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
果。 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
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
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
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飞
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
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 这两大理论成
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
结晶。”

党的十五大报告简要地回顾了毛泽东
思想形成、发展、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
历程，指出：“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
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
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
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
出的历史性决策。”这个论断，既符合历史
实际，又十分精准凝练。

据此，我们得出结论，毛泽东思想作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标志性成
果，是以党的七大为标志的。

湖南日报：您说，“他（毛泽东）为中国共
产党指导思想的不断开拓奠定了极其重要
的哲学基础”，这个“哲学基础”指什么？

李捷：这个哲学基础，在第二个历史决
议里，讲得很清楚，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
灵魂，就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第二个历史决议在 “毛泽东同志的历
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里，首先阐
述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指出 ：
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包括：关于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
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
论；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第二个历史决议还指
出，在以上这些方面，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
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第二个历
史决议是这样讲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
魂， 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
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
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
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
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 它们不仅表现在 《反对本本主义》
《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
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
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
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对于什么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
主，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实事求是、群
众路线、独立自主，第二个历史决议都作了系

统的阐述。 邓小平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
议过程中多次强调：“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
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
一条。”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上述论断，集中地
体现了邓小平的这个指导思想和根本要求。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 ，我们党所
作的重要决议，包括两个历史决议，虽具有
厚重的理论蕴含， 但绝不是在做理论文章，
第一位的是做政治论断。 但这种政治论断，
不仅要在政治上经得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还要在理论上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经
得住概念和逻辑的推敲。这就要达到比一般
理论文章更高的境界，做到政治性、理论性、
科学性、指导性的高度统一。关于我们党的
哲学基础的概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上面讲到，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毛泽东思
想的活的灵魂、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概括为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思想毫无疑问犹
如一条红线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之中。 那么，
我们就要提出一个关键问题，这个概括是在
谁主持下首先做出的呢？作出这样的概括的
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这个结论，同样是显
而易见的。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具有
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恰恰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
议的结果，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
的共识。做出这个概括的目的，正如邓小平
所说，就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
展毛泽东思想。所以说，一经把这三个活的
灵魂写入第二个历史决议，其主要内容后来
又写入1982年党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
立自主就作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成为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以贯之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石，也就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石。

2013年12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
中的立场 、观点 、方法 ，它们有三个基本方
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
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
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这就更加
鲜明地指明了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
的灵魂同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至关重要的
内在联系。

在这篇重要讲话里，习近平总书记还分
别就坚持和运用好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独
立自主作了系统的阐发。仔细地反复品味这
些内容，就会感到这些活的灵魂，不仅属于
毛泽东思想，更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不仅属于过去与当下，更属于未来，是
我们党最珍贵的、值得永远坚持下去的思想
财富和智慧结晶。一言以蔽之，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这一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伟
大历史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矢志不移地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石。

有些人误以为在现在的理论中找不到
哲学思想，其实就在眼前。关键是不能用“书
斋里的学问”来套我们党的理论。如果那样，
理论的指导意义，肯定会大打折扣，我们的思
维方式又会退回到“教条主义”或“经院哲学”。
我们要牢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的著名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这样，才
能把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搞端正， 才能不断
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 � � �毛泽东“太平世界，寰球
同此凉热 ”的词句 ，道出了
人类进步的共同心声；习近平
提出的推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符合时代潮流、国际
期盼、力量对比、历史规律

湖南日报： 请您谈谈毛泽东思想的世界
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毛泽东思想
有着内在的传承关系吗？

李捷： 任何一种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思
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 ，都是时代的产物 ，
又是时代的助推器。 毛泽东思想也不例外。
因此 ，脱离时代来谈思想的世界意义 ，没有
意义。

中国近代以来， 中国的命运就同世界命
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越来越紧密，如今
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
关系。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时代，是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中国革命的成功，以
及最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
同这个时代发展潮流息息相关的。 毛泽东思
想顺应并引领中国赶上了这个时代， 才有中
国人民站起来扬眉吐气的一天。 进入20世纪
70至80年代， 时代主题逐步转化为和平与发
展，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顺应并引领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
强国之路， 一心一意搞建设、 聚精会神谋发
展，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前景，才有
长达20余年中国的高速增长， 中国人民开始
走上共同奔小康之路。

如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中
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
有变， 但是无论世界与中国都面临前所未有
之大变局与大变化。其走向，还需要我们继续
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但无论怎样变化，至少
有三点大趋势是可以肯定的。 一是 “国强必
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二是中国富起
来强起来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 三是广大发
展中国家对建立平等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的期盼与潜在能量是不可低估的。 由这
三点大趋势所决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
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时代潮流、国际
期盼、力量对比、历史规律。

“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毛泽东的词
句，虽然诞生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火之
中，却道出了人类进步的共同心声。可以说，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历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中， 也在呼唤着一个更加公
平公正普惠包容开放的国际社会。 这种国际
社会只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懈努力
中才会诞生 。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来谈
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影响与世界意义， 来谈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传承
与创新关系。

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
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湖南日报：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深刻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
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李捷：简而言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现对
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和创新，很重要的是
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继承与创新，这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要掌握蕴含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正是通过坚持、发展和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贯穿
于毛泽东思想之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创造性地转化成为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
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那么，有哪几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
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
方法的基础上， 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色呢？ 我认为主要包括
五点方面。这就是：善于运用问题导向的思想
方法和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打通历史、现实与
未来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善于运用以人
民为中心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善于运用
辩证思维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善于运用
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通过以上
五个方面 ，我们不难看出 ，从毛泽东思想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虽然
时代不同，但始终有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这就
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
法论，不断实现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上的创新
发展、与时俱进。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不断取得历史新飞跃的根本要诀所在。

今天， 我们不断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武装。 到底武装得
到不到位，有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呢？我认为
是有的 。这个标准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看
世界观、价值观，理想信仰信念树得牢不牢；
二是看方法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
究运用得好不好 ；三是看政治立场 ，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贯彻得彻底不彻底 。在这些方面 ，从马克思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直到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一条红线一
脉相承， 也可以说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
是我们党的制胜法宝，还可以说是我们党的
精神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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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您在文章中特别指出，“本文
使用的‘毛泽东思想’概念，是经中共中央第
二个历史决议所重新界定了的概念”。 为什
么要这样表述？

李捷：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研究中，存在

着 “两个分不清”的现象。第一个分不清，是
分不清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思想”的区
别。第二个分不清，是分不清毛泽东思想同
“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区别。当然，就研究而
言，我们既要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也需要

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以及毛泽东的晚年
错误。然而，分清概念与界限，是进行科学研
究的前提。所以，我在文章里面特别强调，我
所使用的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重新界定了的
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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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清”现象

湖南日报：具体来说，第二个历史决议
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哪些重要的科学界定？

李捷：首先，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毛泽东
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作了严格的区分，指出
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用毛泽东晚年错误
来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
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另一种
是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
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
只能照抄照搬， 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
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 决议指出：“这两种

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
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
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
要的。”

其次，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对
此作出了第一位的贡献。决议的原话是这样
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
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
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
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

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综合以上论断，我们可以说，判断毛泽东
说过的话、做过的批示和指示，究竟属于不
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关键在于是否经受
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被实践证明是正确
的，就必须坚持和发展；被实践证明是错误
的，就必须坚决改正。不能不加分析地、笼统
地把毛泽东的全部言论都当作毛泽东思想。
这也就是邓小平所提出的，要完整准确地理
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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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怎么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过程中的一个显
著特征，就是坚持、发展和创新了毛泽东思
想”？具体说来，习近平坚持、发展、创新了
毛泽东思想的哪些方面？

李捷：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一是
从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优良传统看，始终把一
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紧密结合起来。 要发展，
首先要解决好坚持和继承的问题，就是搞清
楚前人的思想哪些至今仍具有当代价值。搞
不清楚这个问题， 不但不能很好地继续前
进，甚至会偏离正确方向。所以说，坚持和继
承，是创新发展的必要前提。同时，坚持和继
承， 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坚持和继承，
不可能一成不变， 更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
所以说，只有不断解决新问题、作出新判断、
总结新经验、得出新论断，才能实现真正的
坚持和继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发展又
是坚持和继承的应有之义和根本目的 。从
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党的理论创新

始终沿着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
一路走来，一个近百年的老党大党因而能永
葆旺盛的理论创新活力。

二是从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看，始终把
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紧密结合起
来。一脉相承也好，与时俱进也好，都需要推
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强大动力。这种强
大动力和创新之源，来自于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程，来自于使长期积贫
积弱的中华民族迎来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 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的伟大奋斗 。 正是在伟大历
程 、伟大飞跃 、伟大奋斗中 ，彰显出中国共
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本色 。
无论是胜利与成功也好，挫折与曲折也罢 ，
我们党始终不改初心， 矢志不渝地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并时刻为人民的利
益坚持对的 、改正错的 。因此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
坚持、发展、创新，既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不断探索过程，也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 为人类求大同的不断探索过程。这
条红线，把坚持、发展、创新一脉贯通、融为
一体，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初心和使命
一代又一代接力奋斗的壮观景象，堪称 “世
界奇观”。

具体说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创新，
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从推动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到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从防止党
和国家改变颜色到全面从严治党；三是从让
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到建设具有
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四是从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到构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五是从自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
以能实现这种坚持、发展和创新，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善于运用问题导向、打通历史现实
与未来、以人民为中心、辩证思维、知行合一
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现了思想方法和
工作方法上的正本清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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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为什么说，“独立自主地探索
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于
毛泽东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对独立自主思
想，有怎样的新发展？

李捷 ：确切地说 ，这种探索开始于1956
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和党的八大
召开。在此之前，我们党曾经吃过照搬十月
革命道路的亏，最终才走上独立自主地探索
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遏制中国，中国只
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但那时没有实际领导

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没有领导大规模国家工
业化的经验，于是提出“向苏联学习 ”。这种
学习当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正是因为吃了
亏、走了弯路，才有了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
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觉醒。这
段历史说明，只有走过弯路，才会有新觉醒。

我们现在强调独立自主，当然与改革开
放以前强调独立自主有很大的不同，认识上
的确有很多发展。 最大的不同与发展是，我
们是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坚持独立
自主， 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坚持独立自

主，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坚持
独立自主。这种独立自主，不是一切都要自
己做，更不是一切都要自己从头来过，而是
更高一级的独立自主，即始终把饭碗端在自
己手中的独立自主， 是努力掌握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颠覆性技术的独立自主，是确保国
家核心利益和安全的独立自主， 是始终掌握
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的独立自主，也
是不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的独立自
主。在这些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有过许多重要
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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