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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主义科学发展观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就
是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实际相结合, 不断发展、演变和创新的过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 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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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集中体现, 是辩

底。中华民族的社会, 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

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马

民族的 大联 合, 将 较任何 地域 任 何民 族而 先告 成

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建设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人

功。0º

类解放的思想, 都离不开发展, 都只有在发展中才
能实现。早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 作为这一理论

正当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工农联合的势头有所发
展的情况下, 党内由于机会主义统治导致了轰轰烈

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鲜明地以唯物史观来破

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而处于革命转折关头的毛泽

解社会发展的难题, 揭示历史进步的客观规律。他

东却敢于从中国国情出发, 把中国革命的重点转向

们在投入 1848年欧洲革命实践中就是这样通过考察

农村、寄希望于广大农民、实现 / 工农武装割据 0,

社会矛盾来评价这次革命的, 他们一改过去视革命
为 / 越规行为 0、 / 社会病态 0、 / 过激或谬误 0 的传

以逐步形成的农村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包围城市, 为

统观点, 认为在法国爆发的这场革命 / 并没有终结,

进一步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开辟了革命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提出 的这条夺取全 国胜利的革命道 路,

而是获得有组织的开端, 它不是一个短暂的革命 0,

既有独创性, 是马克思主义史上从未提出过的新思

只有通过长期的反复的酝酿, / 法国社会内部阶级间

想, 也完全切合中国实际和中国国情, 在革命实践

的战争将要变成各国间的世界战争 0, 工人阶级革命

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效果。

/ 开始解决 0 ¹

的任务才有可能
。对此, 马克思极为
深刻又极其形象地提出了这样著名的论断: / 革命是

毛泽东从走上革命舞台开始, 既不同于教条主
义者靠书本上现成的结论, 也不同于经验主义者靠

历史的火车头。0 从发展观上对社会革命给以充分肯

前人既有的经验, 他是从白色政权彼此分裂和战争

定, 并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 马克思恩格

中找到了红色政权发生、存在的特殊条件, 他是从

斯就是这样开辟了 发展观和革命 观相结合 的道路,

当时中国某些区域如湘赣边界等有利于实现工农武

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理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装割据的条件中, 也是从当时中国各种矛盾的分析
中, 独创性地提出 / 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

通过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
开辟革命胜利的道路
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事业, 从 整体和全 局来看,

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
民斗争的最高形式, 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
然结果; 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

是毛泽东开创的。革命前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

要因素。0 »

民地落后 的东方大 国, 不论 是经济、政治、文化、
科技、国防、教育、人民生活等一切方面, 都需要

独特的革命道路是由红军、游击队、红色区域
和工农武装割据这些深刻的独特的观念形成的, 是

发展, 都需要改革与提高。毛泽东早在青年时就曾

在分析条件、分析矛盾的基础上对革命事业发展的

/ 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 将较任何民族为彻

科学预见形成的。他用 /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0 来

断言,

# 31#

5理论视野 6 2007年第 4期

形容革命高潮的到来, 认为革命高潮虽 / 不可能机

更大发展的过程, 这里贯彻始终的关键是创新, 包

械地规定时日 0, 但也不是 / 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
可望而不可及的 0 空想, / 中国革命走向高潮, 一定

含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创新。

会比西欧快。0¼
身处革命低潮和白色恐怖下的毛泽东, 敢于提
出如此明确而无畏的论断, 绝非偶然, 而是有科学
的矛盾分析为基础的。
从世界范围看, / 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

宇宙观也是历史的, 将来的
对立统一观与现在又将不同
根据毛 泽东对发展观 与宇宙观相 统一的理 解,
就是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世界、观察宇宙、观察历
史, 就是在全党普 及与深入 马克思主 义的方法 论。

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

他在继 5矛盾论 6 发表六年后指出:

/ 事物的历史

间的矛盾是发展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更迫

是无穷的, 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 因而

切了。0 因此, / 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 帝国
主义者相 互间 的矛盾, 就同 时 在中 国境 内发 展起

其属性是无穷的。0 对于人的观察, 也应当从发展过
程来看, 他认为 / 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

来 0。½

进步生产, 人才能逐渐使自己区别于自然界, 并建

从中国国内看, 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和

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统一的宇宙观, 这种宇宙观

军阀混战日益扩大与激化, 由此而导致一系列矛盾

也是历史的, 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

的发展。如 负担赋税者 和反动统 治者之间 的矛盾,
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 中国资产阶级和

不同。0 À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 随着科学技术

中国工人阶级的矛盾, 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的发展和认识世界的不断深化, 毛泽东在 1956年和

帝国主义和广大工农群众之间的矛盾, 等等。在列

1957年又相继发表了 5论十大关系 6 和 5关于正确

举和分析了上述矛盾后, 毛泽东是这样概括的: / 中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6, 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

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 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星火
燎原 . 的话, 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

的性质、类型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具体化了, 这是继
5实践论 6、 5矛盾论 6 之后对发展观和矛盾观的划

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

时代的重大发展, 是对他在十三年前关于宇宙观和

生罢课的发展, 就知道这个 -星星之火 . , 距燎原的

发展观的历史性的光辉验证, 也是对当时国内外理

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0 ¾

时期,
从毛泽东对当时形势和革命发展前途的分析可

论界所谓社会主义无矛盾无冲突论针锋相对的回应。
实践证明, 毛泽东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

以看到, 他是通过对实际调查、对中外革命经验的

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是社会主义时

比较、对国内各种矛盾的分析, 在用心思考的基础

期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必须坚持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上, 从思想理论上提出反对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工作

方针, 是对我国能否实现历史转移、实现社会主义

指导, 从政治上提出反对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
误, 从而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条

建设新任务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思想, 是一切党政
干部能否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理论和实践一

正确的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他认为, / 这就是我们

致、言行一致的严峻考验, 是贯彻落实为人民服务

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 0¿ 。 1937年

8 月毛泽东

的宗旨和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

在 5矛盾论 6 这篇反对教条主义和对中国革命经验
作出哲学概括的专题论文中更为鲜明地把 / 两种发

原则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社会主义革命和

展观 0 列为原版的第一标题, 开宗明义地从路线斗

社会主义建设, 正如毛泽东所论述的那样, 由于事

争的高度提出用唯物辩证的发展观武装全党的任务。

物的历史是无穷的, 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对前进中曲

如上所说, 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里, 毛泽

折与失误的总结, 新民主主义社会必然要向社会主

东在发展观上经历了反对保守思想和提出创造新局
面思想路线的要求, 随后又进一步把党的路线概括

义社会逐步过渡, 革命的任务必然要向改革的任务、
建设的任务逐步过渡, 新的矛盾、新的对立统一观

为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和两种对立的发展观。可以

必将代替旧的矛盾、旧的对立统一观, 发展观也要

说, 这是一个从发展中开创新局面、转危为安、求

与时俱进, 反映时代内容, 适应时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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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共产党执政而提出
的新时期的发展观

义, 又有特殊意义。从普遍意义看, 实现人类的希
望离不开科学, 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 维
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从特殊意义看, 中国的

围绕社会主义新时期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现

特点是又大又落后。中国要改变落后, 要发展高科

拨乱反正的需要, 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提出发展是硬
道理,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以经济

技, 改变低起点, 要尽可能地加快发展速度, 不能
总是停留在低起点上, 跟着别人爬行, 亦步亦趋。

建设为中心, 必需扭住不放, 毫不动摇; 围绕执政

其二, 我们的发展观面对的是需要全面协调不断

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适应科技迅

化解的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这是以矛盾普遍性为

猛发展的形势, 江泽民又进一步提出发展是执政兴
国的第一要务, 赋予发展在党和国家一切任务中以

基础的发展观, 矛盾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对于大量
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各

头等重要的地位。所有这些代代相承的发展思想和

种社会矛盾, 都需要保持清醒头脑、
居安思危, 提高协

发展观念, 都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命运和前途, 关系到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能否

调能力, 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 把矛盾解决好。
其三, 社会发展导致了人与自然界既对立又统

有新突破和新局面。

一的关系日益清晰, 对人与自然界友好相处、互利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 也未曾没有出现过

双赢的认识也日益深化。自然界的繁荣持久, 需要

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希望的曙光。还在上世纪五十年
代中叶, 毛泽东 就根据当时社 会主义社会 矛盾的变

人的保护和扶持, 而人的生存延续, 也需要环境提
供优质的资源与条件。要通过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

化, 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

境友好型社会, 使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

提出全体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发展文化, 并

蔚然成风, 不断提高发展质量, 转变增长方式, 促

且形象地提出这是 一场向自然界 开战的新 的战争。
这些富有方向性的思想, 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历史并

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其四, 一切科学发展, 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发展, 而是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发展, 归根到底都离不开发展的主体 ) ) ) 人民群众。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时而产生的干扰下未能一以
贯之, 还未能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协调, 需要

我们的发展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
人民共享。因此, 科学发展观必须以人为本, 促进

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人们在经历了半个世

人的全面发展。

纪的观察、
思考和探索后, 才逐步认识到要发挥社会

当前, 实现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任

主义的优越性、
把社会主义建设好, 首先要发展, 只有
发展才能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也才能解决前进

务已经摆在面前, 关键是贯彻落实统领一切的科学
发展观, 把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为发

中的问题。当然, 这种发展要有科学的内涵, 要能避

展而积累的一切理论成果集中起来, 汇聚为强大动

免发展观上的偏见和失误, 要有助于实现党在现阶段
和未来的奋斗目标, 对发展的理解要更具全面性, 对

力,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发展的视野要更有广阔性, 对未来的发展要更富深远

注释:

性, 对发展中各种矛盾的处理要具有高超的协调力和

¹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6 第 1卷 第 450页。

法定的权威性, 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发展观提
升到反映时代精神、
立足时代前沿的新的时代高度。

º 5民众的大联合 6 (三 )。

发展观的理论升华与
总揽全局的科学发展观形成
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回应
时代和实践的需要, 及时提出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经济发展全局。
首先, 我们的发展观以科学为冠, 既有普遍意

» 5毛泽东选集 6 第 1卷第 98页。
¼ 同上书第 1卷第 106、 99页。
½ 同上书第 1卷第 100) 101页 。
¾ 参阅 5毛泽东选集 6 第 1卷第 102页。
¿ 同上书第 1卷第 506) 507页 。
À 5毛泽东选集 6 第 3卷第 81) 82页。
(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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