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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從歷史中吸取治國理政智慧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時代之前列，立歷史

之潮頭，發人民之心聲，率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緊緊圍繞實現「兩個一百

年」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奮鬥目標，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

任擔當，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

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

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了黨和國家事業發生

歷史性變革，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成就。十八以

來的歷史性變革與歷史性成就，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了堅持和發展

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時代

課題。黨的十九大莊嚴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形成了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1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內涵豐富，體大思精，是新時代

治國理政的理論基礎。作為史學工作者我們深刻感受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僅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科學的內在邏輯，鮮明的時代

特色，而且充滿着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精神，是建立在科學歷史觀

基礎之上的思想。回顧五年來的歷程我們看到，總書記治國理政高度重視

歷史學習。從 2012年 11月 29日，即十八大後不到半個月，習近平總書記

1	 	參見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一、二、三部分，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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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與新任政治局常委們參觀國家博物館的《復興之路》展覽，到後來中央

政治局的多次集體學習 1，從習近平總書記參觀曲阜孔子研究院，到視察北京

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的講話，從「一帶一路」的倡議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倡導，從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華歷史文化的多次論述，到他諸多講話中的信

手用典，無不透露出習近平總書記在引領、思考和把握中華民族如何走向未

來時，始終以一名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戰略眼光，以對中華歷史文化的敬重

與深情，重視優秀歷史文化的傳承與弘揚，重視從歷史文化中吸取智慧。同

時，總書記治國理政高度重視歷史借鑒運用。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植根於數千年的中華沃土，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

中華優秀文化緊密相連，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並

重，將文化自信作為「四個自信」的根本，將數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中華文

明史的經驗教訓，貫穿在新時代治國理政的思考中。正因為此，如何看待中

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如何看待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如何看待黨領導

中國人民建立新中國的歷史，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建設前後兩個時期的歷史，

如何看待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史，總之，如何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

再創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歷史、創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好未來的歷史，是習

近平總書記十八大以來系列重要講話至十九大報告中的重要內容，形成了他

基於歷史，服務現實，闡發未來的系統思考。很顯然，歷史學習、歷史思

維、歷史借鑒，已經成為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重要理論與實踐基

礎之一，形成了他富有特色與時代價值的歷史觀，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歷史觀產生的

1	 	截至 2016年 8月的政治局集體學習中，有多次是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或歷史文

化學習，如第五次「我國歷史上的反腐倡廉」、第七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

實踐」、第十一次「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第十二次「提高國家文化軟

實力研究」、第十三次「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第

十八次「我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第二十五次「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回顧和思考」、

第二十九次「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歷史形成和發展」、第三十一次「歷史上的

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等。

歷史背景與資源是什麼？是如何形成與發展的？具有哪些內涵與特色？如何

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的歷史觀及其當代價值與意義？這是當前理論界應當關注

的重大問題。

中華民族素有學習和總結歷史發展經驗的優良傳統，歷史學習、歷史思

維與歷史借鑒，在我國歷史上周秦漢唐宋元明清，以至近當代許多重大歷史

時期的政治與社會變革中，在許多思想與文化的重大轉折和突破性演變中，

都產生過強大的推動作用。今天，學習、把握、闡述好習近平總書記的歷史

觀，對於我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於繼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和「兩個一百年」宏偉目標的實現，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這本小書，就是以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歷史觀

為研究對象，試圖從多層面、多角度揭示習近平總書記新時代治國理政的歷

史思考，梳理其框架結構，歸納其理論特色，分析其具體內涵，探討其內在

脈絡，為黨員幹部、理論工作者及全社會深入學習領會闡釋和貫徹落實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供參考。

一、習近平治國理政歷史觀產生的背景

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歷史觀的產生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

是對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深刻思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

立、建設新中國、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是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體

現了一位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歷史自覺與現實實踐高度結合的政治智慧。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歷史觀的豐厚滋養

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中，素有重視記錄歷史、學習歷史、借鑒歷史的

傳統，強調政治家治國理政應當從現實出發，總結歷史經驗、歷史規律，根

據時代的變化而取捨、發展，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在數千年的中華政治文

明史上，史官的設置始終在王朝政治中佔有重要地位。相傳在國家剛剛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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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夏王朝，史官就佔有一席之地。1商代甲骨文中的「作冊」就與王朝史官有

關。至西周，文獻和銘文中有太史、御史、內史眾多的記載，史官的分工更

為細密。2儘管那時及以後，以「史」為名的官職職能並不完全是修史，但無

疑體現了王朝對歷史的重視。此後一直到清代，史官設置與歷史編纂在國家

政治中的位置都十分重要，歷代統治者所遵循的為前朝修史、盛世修史、國

家修史等思想原則，以及私人修史之風的盛行，使中國史學與中國歷史的發

展並駕齊驅，呈現出記載的連續性、內容的豐富性和體裁形式的多樣性等特

點。3因此，歷史與國家發展，歷史與政治興衰，在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中呈

現出高度緊密的關係。

古人說：「『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

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

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4傳統史學的發達記錄並保存了中華民族的歷史過

程，但更為重要的是傳統史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以及經世致用的

思想，為歷代政治家的治國理政提供了歷史智慧，重視歷史學習、歷史思

維、歷史借鑒成為中華民族政治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說文解字》說：

「史，記事者也；從右持中，中，正也。」意指歷史的記載要客觀公正。「生

於憂患而死於安樂」5，「述往事，思來者」6，「欲知大道，必先為史」7，「若問古

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8，都是指歷史學習、歷史經驗的總結在治國理

政中的重要作用。秉筆直書的歷史記錄和延續不斷的歷史，為歷代有為的政

1	 	據《呂氏春秋．先識》載：「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本如商。」太史

令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保存記錄歷史。

2	 	參見卜憲群：《秦漢官僚制度》第三章第一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年版。

3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導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4	 	《賈誼集．過秦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年版。

5	 	《孟子．告子下》，中華書局 2006年版。

6	 	《漢書．司馬遷傳》，中華書局 1962年版。

7	 	《龔自珍全集．尊史》，中華書局 1962年版。

8	 	《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卷 6《過故洛陽城》，巴蜀書社 2009年版。

治家治國理政提供了思考起點。從歷史中獲得的愛國主義、民本思想、憂患

意識等等治國思想與方略，是我國歷史上許多重大時期社會變革的精神源

泉。如秦統一後，以秦始皇為代表的新興地主階級政治集團，對統一國家

內部推行什麼樣的政治體制進行過激烈爭論，而最終否認了分封制，全面

採取郡縣制的管理方式，正是李斯等一批政治家正確總結周以來歷史經驗

的結果。1漢初劉邦以「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自負，拒絕從歷史中吸取

經驗，經酈食其、叔孫通、陸賈等人的說服，終於懂得了禮儀教化的重要

意義，遂命陸賈「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

國」，於是陸賈「粗述存亡之徵」，撰成《新語》十二篇。2從歷史中吸取經

驗教訓，及時調整秦代嚴刑峻法、橫徵暴斂的統治政策，實行清靜無為、與

民休息的國策，影響着漢初幾代君主的施政方針，與「文景之治」的出現有

直接關係。魏晉時期，建立漢國的劉淵自稱：「吾每觀書傳，常鄙隨（何）、

陸（賈）無武，絳（周勃）、灌（嬰）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

君子之恥也。」3建立後趙的石勒雖不識字，卻很注意學習歷史，讓人讀給他

聽。有一次使人讀《漢書》，當聽到酈食其勸漢高祖立六國後時，大驚道：

「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當聽到留侯（張良）諫，才說「賴有此耳」4。

這兩位君主都不是漢族士大夫出身，而屬少數民族，他們或對漢史人物有精

深的研究，或對歷史有深刻的見解，這對他們當時的政權建設都起到了巨大

作用。唐初名臣魏徵不僅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學家，他

對唐太宗的勸諫很多都是以歷史經驗為依據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也十分重

視歷史學習，他曾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將

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5通過研習歷史，他不僅認識到「以古為

1	 	《史記》之《秦始皇本紀》《李斯列傳》，中華書局 1959年版。

2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3	 	《晉書．劉元海載記》，中華書局 1996年版。

4	 	《晉書．石勒載記上》。

5	 	《冊府元龜》卷 554，中華書局 196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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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可以知興替」1的道理，而且深感「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2。通過《貞

觀政要》一書，我們不難看出「貞觀之治」的出現，與唐太宗為首的政治集

團重視歷史經驗的總結有着莫大的關係。史學對現實社會的借鑒作用是史學

家在歷史編撰過程中重視總結歷史經驗的結果，而傑出的政治家又總是能夠

發現或善於發現其中蘊含的深刻道理，為治國安邦服務。

中華民族統一多民族國家以及中華文明長期延續的特點，使中國歷史

發展既艱難曲折又波瀾壯闊，呈現出自身的規律。而善於總結與繼承歷史經

驗，是中華民族一次次登上人類文明高峰的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當代中國正經歷着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着

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3這一深刻的「社會變革」與「宏

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

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變局。如同中國歷史上許多傑出政治家善於從歷史中探

索未來一樣，習近平總書記深知，在這片土地廣袤，人口眾多，歷史積澱深

厚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中國特色，必須堅持中國國情、中國道

路，這須臾也離不開歷史思維。因此，他高度重視歷史學習，指出「歷史

是最好的教科書」4。他多次強調歷史認識的重要性，指出，歷史、現實、未

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5他還十分重視吸取

歷史經驗的意義，指出治理國家和社會，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

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中國

的今天是從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發展而來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

1	 	《貞觀政要．任賢》，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2	 	《唐大詔令集》卷 81《修 <晉書 >詔》，學林出版社 1992年版。

3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第 8頁。

4	 	《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來	 交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合格答卷》，《人

民日報》2013年 6月 27日第 1版。

5	 	《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改革	 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開放方向前進》，《人

民日報》2013年 1月 2日第 1版。

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

行積極總結。1

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歷史觀的產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代傳承的需

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也是他關於歷史與現實之間緊密相連

的深邃歷史思考。

（二）�近現代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道路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歷史觀產生

的重要基礎

1840年英國發動對華侵略的鴉片戰爭以及 1842年簽訂的中英《南京

條約》，揭開了近代歷史上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的序幕，中國歷史從此發生了

重大轉折。首先，中國的大門被迫打開。如根據《南京條約》及隨後的中英

《虎門條約》，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座港口城市通商。

確定了協定關稅、片面最惠國待遇、外國軍艦可以常駐中國港口、英國人

享有領事裁判權即治外法權等嚴重損害國家主權的內容。1844年簽訂的中

美《望廈條約》，美國不僅享有上述權益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同年簽訂的

中法《黃埔條約》，法國不僅取得了除割地賠款外英國以及中美《望廈條約》

中美國的一切特權，還另享有在通商口岸的自由傳教權。中國的司法、關

稅、領海主權遭受嚴重破壞。1856-1860年間英法列強發動的侵略中國的第

二次鴉片戰爭中，外國公使可以常駐北京，增開天津等為通商口岸，降低關

稅與子口稅，商船、兵船可深入長江內地，鴉片貿易合法化。1885年的《中

法新約》，不僅迫使中國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佔領，而且如願以償地打開了中

國西南地區的大門。1895年簽訂的中日《馬關條約》，允許日本在中國通

商口岸設立工廠，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個通商口岸。1901年簽

訂的《辛丑條約》，允許列強在北京東交民巷設立使館區，中國人不准在內

居住，各國可在北京至山海關間鐵路沿線十二處駐兵，撤毀大沽炮台以及

1	 	《牢記歷史經驗歷史教訓歷史警示	 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人民

日報》2014年 10月 14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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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至天津海口的各處炮台。其次，割地賠款。根據《南京條約》，中國割

讓香港島給英國，對英賠款 2100萬銀元。根據 1858年簽訂的中俄《璦琿

條約》、1860年簽訂的中俄《北京條約》以及 1864年簽訂的《中俄勘分西

北界約記》，俄國先後掠奪 15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根據中日《馬關

條約》，中國承認日本對朝鮮的佔領，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島及所有附屬島

嶼、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白銀 2億兩。根據 1901年與英、美、

德、日、俄、法、意、奧（後加比利時、荷蘭、西班牙三國）簽訂的《辛丑

條約》，賠償列強白銀 4.5億兩。至 19世紀末，西方列強更是掀起了瓜分中

國的狂潮。第三，社會經濟文化慘遭塗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八國聯軍侵

略者將堪稱人類文化奇跡的世界名園圓明園搶掠一空，付之一炬，犯下了滔

天罪行。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以及掠奪、瓜分中國領土的過程

中，西方列強殘殺了無數的中國人民。在經濟上，列強更是利用不平等條約

享有的種種特權，將大量廉價商品輸入中國，極大地衝擊了自給自足式的封

建自然經濟。儘管這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經濟結構的解體，有利於資本

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但由於他們利用政治特權控制着經濟命脈，大肆掠奪

中國資源，傾銷商品、壟斷市場、把持海關，不僅沒有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

切身利益，而且嚴重阻礙了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步伐。

自《南京條約》以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嚴重損害了中國的領

土完整與主權獨立，中國由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會。中華民族面臨着空前危機。面對中華民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嚴峻危

機，雖然腐朽的清王朝也採取過一系列的變法改革，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

和清末「新政」等，但終究因為其本質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而走向

失敗。自那時起，無數的仁人志士為挽救國家危亡，爭取民族獨立進行着不

懈的奮鬥。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鬥爭到太平天國試圖推翻清王朝的統治、重

創列強「洋槍隊」的行動，從義和團英勇抗擊中外反動勢力，到孫中山領導

的同盟會成立與廣州起義，中國人民的頑強抗爭，加快了封建統治秩序的崩

潰，動搖了帝國主義徹底瓜分中國的政策，阻止了中國完全淪為殖民地的悲

慘命運。但是，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專制統治，建立共和政體，近代

以來中國人民的歷史奮鬥目標並沒有真正實現，帝國主義的勢力仍然依附於

大軍閥、大資產階級盤踞在中國，封建政體雖然被推翻，但封建主義及其經

濟基礎、文化影響仍然根深蒂固。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爭取民族獨

立、國家富強和人民解放的重任，歷史地落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

從魏源、林則徐到嚴復，從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從毛澤東、鄧

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儘管歷史時期、社會性質和奮鬥目標不同，但近代

以來中華民族的曲折經歷與災難深重的歷史，始終是激發無數思想家、政

治家、革命者思考現實問題的起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現代歷

史，是一部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和偉大復興而不懈奮鬥的歷

史」1，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歷史學習中，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歷史一直是他關注

的重點，也是他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基礎：第一，

高度重視近現代史的學習。十八大前的 2011年，他在中央黨校秋季學期開

學典禮上的講話中就系統地闡述了這一歷史思想。他指出：「領導幹部學習

歷史，要注重學習鴉片戰爭以來我國近現代歷史和黨史，加深對近現代中國

國情和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學習中國近現代史，就要了解近代中

國所經歷的屈辱歷史，深刻汲取落後就要捱打、就要受欺負的教訓，增強勵

精圖治、奮發圖強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為在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進

而在本世界中葉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

努力奮鬥。」2

第二，高度重視從近現代以來的歷史中總結經驗、汲取教訓。他指出：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是中華民族遭

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的屈辱史、苦難史。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國家，幾乎都

侵略和欺凌過中國。他們憑藉堅船利炮，對中國發動一系列軍事侵略，製造

眾多慘案，屠殺中國人民；他們迫使中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破壞中國

的領土、司法、關稅、貿易、交通運輸等主權；他們在中國領土上設立租

1	 	習近平：《領導幹部要讀點歷史》，《學習時報》2011年 9月 5日第 1版。

2	 	習近平：《領導幹部要讀點歷史》，《學習時報》2011年 9月 5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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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強行駐軍，扶植和收買代理人，培植親帝國主義勢力，控制中國政府；

他們勒索賠款，搶劫財富，盜竊文物，控制交通口岸，對華進行商品傾銷和資

本輸出，進而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軍事侵略、政治控

制、經濟掠奪、文化滲透，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使中國的經

濟社會發展受到嚴重破壞。中國遭受如此欺凌，陷入如此境況，其根本原因

就是毛澤東同志所深刻指出的『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後』。」1

第三，總結歸納出近現代以來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與中國人民的兩大

歷史任務、核心問題，科學闡述了中國人民選擇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

義道路的必然性，劃清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與舊式改良、起義運動、

革命的根本區別。他指出：「近代以來，救亡圖存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

迫在眉睫的歷史使命。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

裕，成為中國人民必須完成的兩大歷史任務。這兩個歷史任務相互銜接，前

者是後者的基礎。那麼，必須走什麼樣的道路、必須以什麼樣的思想理論

為指導、必須由哪個階級哪個政黨來領導人民進行鬥爭才能實現這兩大歷史

任務，就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核心問題。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各種政治力量

和政治主張爭論和較量的實質，是不同的歷史道路、社會發展方向之爭。實

踐證明，封建官僚們進行的所謂自強運動和資產階級改良派進行的改良運

動，舊式的農民反抗鬥爭，以及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民主革命想在中國實

行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方案，都先後在近代中國一一試過了，結果都行

不通，都沒有也不可能實現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歷

史任務。從近代中國波瀾起伏的歷史進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因為不觸動帝

國主義、封建主義統治根基的改良主義失敗了，中國人民才選擇了革命的道

路；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各種方案嘗試全部失敗了，中國人民才選擇了經

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為其他各種政治力量都無力領導中國

人民實現救亡圖存和民族獨立、解放與復興，唯有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

1	 	習近平：《領導幹部要讀點歷史》，《學習時報》2011年 9月 5日第 1版。

國共產黨肩負起了這一歷史使命，才使受盡屈辱、瀕臨危亡邊緣的中國進入

了歷史的新紀元，才向世人彰顯和證明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

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和發展中國』的歷史真理。」1我們還記得，十八屆一

中全會剛剛結束，在與中外記者的見面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近代

以後，我們的民族歷經磨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自那時以來，為

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無數仁人志士奮起抗爭，但一次又一次地失敗

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團結帶領人民前仆後繼、頑強奮鬥，把貧窮落後的

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

的光明前景。」2把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奮鬥目標、奮鬥精神與中國共產黨的

歷史使命，與近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緊緊聯繫在一起，是習近平總書記歷史

觀產生的重要基礎，也是一個顯著特徵。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

記更是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

長期奮鬥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必然結果。」3這一總結更是為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尋找到了堅實的歷史基礎。

第四，從近現代以來中國歷史出發，繪製出中國夢的宏偉藍圖。十八

大剛剛結束，習近平總書記就帶領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們來到國家博物館，

參觀在這裏舉辦的《復興之路》展覽，發表了《中國夢，復興路》的重要講

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過鴉片戰爭以來一百七十多年的持續奮鬥，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

目標。」他進而將這個目標概括為「中國夢」。他深情地指出：「每個人都

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

1	 	習近平：《領導幹部要讀點歷史》，《學習時報》2011年 9月 5日第 1版。

2	 	習近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

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版，第 69頁。

3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第 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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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

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

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1中國夢是人民的夢。在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採訪

時他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夙願。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華民族蒙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內部戰爭，中國

人民遭遇了極大的災難和痛苦，真正是苦難深重、命運多舛。中國人民發自

內心地擁護實現中國夢，因為中國夢首先是 13億中國人民的共同夢想。」2

中國夢是民族復興之夢。他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

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我們稱之為『中國夢』，基本內涵是實現國家富強、

民族振興、人民幸福。」3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

必須凝聚中國力量。他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

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

中國力量。這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4。十八大以後，習近平總書

記多次論述中國夢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係，都是以近現代以來中國歷史

發展為基本出發點的。可以說，「中國夢」是一張中華民族的未來藍圖，也

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歷史觀運用於治國理政的具體體現和集中反映。

（三）�黨史、國史與改革開放的歷史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歷史觀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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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揭開了中國歷史上嶄新的一頁。今

天我們正在進行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就是這一歷史的延

續。因此，深刻總結和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 95年來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以

來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的歷史，對於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

特別重要的意義。我們注意到，這一時期的歷史，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

歷史觀形成的重要基礎。

第一，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歷史，

為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歷史觀提供了豐富營養。習近平總書記充分肯定中

國共產黨的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中國近當代史上的地位，高度強

調研究與學習黨史、國史的重要意義。早在 2010年他就指出：「建黨 89年

來，我們黨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付出最大犧牲，作

出最大貢獻。深入研究黨的歷史，認真學習黨的歷史，全面宣傳黨的歷史，

充分發揮黨的歷史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是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一項

十分重要的工作。」黨史工作者應當「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

要牢牢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旗幟鮮明地揭示和宣

傳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

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通過改革開放和社會

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黨在革

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領導人民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和輝煌成就，揭示

和宣傳黨在長期奮鬥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形成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決

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1	2011年，在《領導幹部要讀

點歷史》這篇講話中，他再次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中國近現代以來

歷史最為可歌可泣的篇章，學習中國近現代史要特別注意學習中國共產黨的

歷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總起來說是黨團結帶領人民不斷把中國革命、

建設、改革事業推向前進的歷史，其所取得的成就與進步偉大輝煌，其所經

1	 	《全國黨史工作會議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10年 7月 22日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