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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

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这一思想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贯通结合，升华了马

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主题、内容和逻

辑结构，有助于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有助于深刻认识和领会其

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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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宣 ( 1963－ )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 ( 北

京 100872)。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的所有理论创新概括为 “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这一思想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这一思想载入宪法，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究竟包

含哪些内容? 这些内容具有怎样的逻辑关系? 这是把握这一思想的核心要义、理解这一思想的历史

地位和指导意义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就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一初步尝试，以期引起大家对此

问题的进一步深化研究。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

所谓理论主题，简言之就是理论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或研究对象。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博大

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①。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

在党的十九大之前，学术界有过不少研究。“中国梦”“四个全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治国理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都曾被当作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主题，但一直未达成共识。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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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的框架是以 “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构建的，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首先是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展开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

理论成果”①。2014 年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也是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

大约两年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 2016 年版) 》的框架则是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为主题构建的，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博大精

深，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在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居于引领

地位的宏伟奋斗目标，凝结着 13 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体现了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创

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所有理论和实践，都紧紧围绕着实现这个崇高奋斗目标精进展

开”②。这表明，在党的十九大之前，尽管学界对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主题有不同的观点，但最权

威的观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

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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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 “围绕这

个重大时代课题”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③ 的。这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这就是“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认为，确立这样的主题，有如下依据。

第一，这一主题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连续性。习近平曾明确指出: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④ 从实践创新

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直在探索扎根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中开辟和前进

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探索和实践，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

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成功开创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世纪之交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向 21 世纪; 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强

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

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

的。”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创新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来展开的，这也是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的主要依据。

第二，这一主题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

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的华丽篇章，是摆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前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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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是围绕着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开

的。比如，2012 年 11 月 17 日，党的十八大刚刚结束，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要紧密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11 月 29 日，

习近平第一次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强调“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

去”，这里所说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13 年 3 月，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之后第一

次发表重要讲话时就强调: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当选国

家主席之后第一次出访，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

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里仍然强调的是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他当选国家主席之后第一次出访非洲，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

中心演讲时也特别强调: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发展取得了历史性进步。”① 2014 年 3 月，习近平当选国家主

席之后第一次出访欧洲，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也强调: “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

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② 这些第一次充分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在强调“毫不动摇”“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坚持和发展

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从理论渊源、历史根据、实践基础、本质特征、独特优势、强大生命

力等多方位多角度作出了深刻回答，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

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这一主题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主题。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在理论形态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因而必然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中国共产

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其成立初期就将 “为人类求解放”凝结为自身的

初心与使命，这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始终

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并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

学发展观等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紧紧围绕

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展开。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③。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主题在新时代的延续。

第四，这一主题针对着国内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误读误解。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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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

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①，但自进入 21 世纪

以来，国内外学者和政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有这样或那样的误读或误解。如有的人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与人类文明对立起来，称我们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

是“修正主义”，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有的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进行质疑，认为我们搞

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 有的人认为我们搞的是

“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 有的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进行攻击，认为我们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儒家重商主义专制统治”等等。受此影响，

国内也有人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这种情况的存在直接影响我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

个自信”，也影响着我们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八大

结束后不久，2013 年 1 月，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

班上讲话时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② 此后，习近平又多次谈到

这个问题，如 2016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指出: “我们推进改革开放的

目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要搞其他什么主义。”③ 也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反

复强调，在要不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战略定力。“坚持独立自

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

要增强政治定力，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

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

说教。”④ 习近平有关此问题的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也进一步

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我们确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看几本涉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内容的权威著述，以下按出版时序排列。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该书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出版的第一本全面阐释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学习读本，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于 2014 年 6 月出

版。该书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内容分为 12 个部分，包括: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国防与军队建设、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执政党建设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及工作方法。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该书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4 年 6 月 13 日这段

时间内的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 79 篇。该书出版于 2014 年 10 月。该书将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分为 18 个专题，包括: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全面深化改

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改

革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丰富 “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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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做好周边外交工作、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积极参与多

边事务、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 2016 年版) 》。该书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于 2016 年 4

月出版。严格意义上说，该书是 2014 年版的修订版，但内容比前一版更全面。全书将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分为 16 个方面，具体包括: 中国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新发展理念、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科学的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该书在 2014 年版基础上，增补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新内容，全面准

确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也表明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该书明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内涵丰

富、思想深邃、博大精深，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专题摘编。据不完全统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出版的关于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论述专题摘编有数十种，内容涉及中国梦、“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国防与军队建设、党的建设、国家总体安全、扶贫、科技创新、人才工作、“一带一路”倡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可以说，关于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问题，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论述都已经作了专题摘编。与此相联系，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各方面重要论述的专题研究也

逐步展开，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其他重要论述的研究也在各个领域

逐步展开。这也充分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包括宏观层面的内容，而且包

括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丰富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包括 “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

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又包括 “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

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 ‘一国

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②。党的十九大

报告还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概括了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内容的概括，是目前我们确定这一思想包含的主要内容的最权威的

依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该书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会同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共同编辑，于 2017 年 11 月出版。该书收入了习近平同志在

2014 年 8 月 18 日至 2017 年 9 月 29 日期间的重要著作，共有讲话、谈话、演讲、批示、贺电等 99

篇。该书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分为 17 个方面，包括: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将改革进行到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定文化自信;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建设美丽中国; 开启强军兴军新

征程; 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 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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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该书出版于党的十九大之后，对于深入研

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该书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于 2018 年

11 月出版。这是党的十九大之后国内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系统全面的一本

书。该书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为 30 讲，除第 1 讲、第 30 讲是阐释这一思想的

历史地位、指导意义和如何学习之外，其他 28 讲讲解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 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全面深化改革、

新发展理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

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兴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建设美丽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持 “一国两制”和推

进祖国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

力、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 《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依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括为 19 个方面，包括: 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奋斗目标、战略安排、领导力量、根本动力、本质

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总体

国家安全观，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能力建设。这是目前我们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最系统、最完整、最权威的概括，也是我们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着重要掌握的核心要义和主要内容。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至少得出以下几点方法论上的启示。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

十八大以来，从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提出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

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总局，到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从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到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再到全面部署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到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力主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等等，理论创新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提出的新概念新范畴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

因此，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容，必须将其放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的

历史变革中去把握其历史逻辑。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的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在中国解决 “发展起来之后”的复杂问题中提出来的。改革爬坡过坎，

新问题不断涌出，因而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越

来越多。由于实践在继续，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也在继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内容还将不断丰富发展。因此，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容，必须

将其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去把握其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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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各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是一个逻辑十分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

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丰富内涵，必须将其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去把握其理论逻辑。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结构

任何一种理论都应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层次严密的范畴体系，这是

一种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基本依据，也是一种理论成熟的标志之一。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有层次的，

否则会出现逻辑的错位，导致理论对实践指导的断裂。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以人民为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者并非处于同一个层面，如果并列放在一起，会发生

矛盾和冲突，导致人们思想认识的混乱和对实践指导的断裂。再比如，学界有人将党的十九大概括

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分为 “指导思想”和 “行动纲领”两个层次。这种划分层次的

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学理上分析，同时结合历史经验来看，“指导思想”如果脱离实

际就不能成为科学的指导思想，“行动纲领”如果离开理论指导，就会失去正确方向。

理论研究中的各种命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基本命题或核心命题，二是重要的复合命题或

中介命题，三是外层命题或边缘命题。从逻辑的构造来看，基本命题是基础、核心，也是其他命题

的根据，重点体现的是这一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于这一理论的始终; 复合命题由基本命

题推导而来，是基本命题与边缘命题之间的中介，是这一理论具有独特贡献的命题，其理论价值和

学术价值主要通过这一类命题来展现; 外层命题或边缘命题是复合命题进一步推论的结果，它处在

整个理论的最外层，也是理论与实践经验接壤的部分，理论正是通过这一部分与现实和实践发生联

系，来指导实践并同时验证自身的合理性。特别需要说明一下，外层或边缘命题并非是从地位与作

用来界定的，而是从逻辑结构角度来界定的; 也并非说它不重要，恰恰因为其与实践直接接壤而显

得与前两类命题同样重要。

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它所包含的主要内容的逻辑结构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认为，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逻辑结构，既要把它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也要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

程中。我们认为，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编排的主要内容，应按下

列三个层次来梳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结构。

第一个层次: 基本命题。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核心层次的内容，主要

包括三个命题: 一是当代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当代中国

的最大实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的逻辑起点，也是其他重要论断或理论命题提

出的总依据。二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

之，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三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根本立场，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重要论述。这三个方面，涵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依据、总方向和根本立场，贯通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发展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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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次: 复合命题。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层面的主要内容，许多

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也体现在这个层面。具体包括五个命题: 一是奋斗目标或战略目标，具体包括:

远大目标———实现共产主义，中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近

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是战略安排，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三是领导核心，即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突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四是发展动力，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 五是

本质要求，包括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这五个命题环环相扣，

紧密相连，总体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其中第一个命题突出了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这一目标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相一致，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契

合，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突出了中国特色。战略安排、领导核心、发展动力、本质要求都围绕

着总目标展开，即要实现总目标，必须有步骤分阶段进行，必须始终全面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全面

深化改革，必须全面依法治国。

第三个层次: 外层命题。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理论与实践接壤的部分，

是复合命题的进一步展开，具体包括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具体包

括 11 个命题，其中前五个命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个命题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体现了社会全面发展的

根本要求，第二个层次总目标的实现要具体体现在这五个方面。全面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

和全面依法治国，也要具体体现在这“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中。中间四个命题即 “国家安全”
“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大国外交”，是总目标在内政外交国防方面的体现。最后两个命题，“把

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建设”着眼于党自身的建设，突出

的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和加强党的能力建设的根本方法。

以上三个层次，属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

有机整体。如果说第一、二层次的内容属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探索和回答的

“基本问题”，那么第三个层次则属于方针政策层面的 “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这三个层次内容共

同构成的思想体系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既坚持了

老祖宗，又讲了很多新话，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

如何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

贯通结合，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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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Great Creation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al System

Tian Xinming

Social system is a series of social relations stipulated by certain laws and regulations，and is also a series
of rules such as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define social relations．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is a socialist system other than some other system，and is the unique Chinese system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a great creation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al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ystem is a process from spontaneous to self－conscious．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unity of innovation in theory，practice and system． Adhering to promoting system inno-
vation through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is the law of the system innov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needed to stick to the law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and the method of contra-
diction analysis to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PC member's general orientation in the struggle is to unswervingly uphol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 To adhere to and advance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e must carry
on the spirit of struggle and enhance the fighting ability．

The Subject，Content and Logical Structur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Qin Xuan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
tem with rich content and rigorous logic． This thought deepens the Par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concern-
ing the Communist Party's governance，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com-
bines the historical logic，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in China's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to a new level，and continues to write the new chapter of socialist cau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grasp the subject，content and logical structure of this thought accurately will
help to understand its main idea，spiritual essence，rich content and practical demand profoundly，and help
to underst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times，the theory，the practice and the world thoroughly．

The Methodological Features of Lenin's Definition of Imperialism
Sun Laibin

The way we understand Lenin's definition of imperialism is connected with how we study and judge
Lenin's imperialist theory on the whole． The formation of this definition is based on the correct grasp of the re-
lations in many aspects，such as possessing materials and using materials，narrative methods and research
methods，and rigorous logic and popular expression，which embodies the scientificity of its methodology． It is
also based on the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definitions of imperialism of Hobson，Hilferding and Kautsky，which
reflects the criticalness of its methodology，and based on the multiple definition of the feature，stage and sys-
tem of imperialism，which shows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its methodology． This definition manifests the theo-
retical tension between“the definition as brief as possible”and“the definition as accurate and complete as
possible”，and shows that Lenin grasps the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profoundly and applies it flexibly． The
methodological features in this definition derive from Lenin's high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reflects his

·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