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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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在新时代的伟大

创造。它反映的历史主题、回答的时代课题、代表的文明方向，都寄托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神追求。它不仅从整体结构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融会贯通，而且在其各领域单独成篇的理论成果中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粹。它所运用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含丰富的中国理念、中国思想和中国

哲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
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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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以习近平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是中华文

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新的飞跃”［１］。这揭示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体
现了“两个结合”的理论创造，标明了它在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

碑意义，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

文明复兴指明前进方向。

一、“两个结合”在新时代的伟大创造

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方向，守正创

新，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

结合”在新时代的伟大创造。

１．“两个结合”辩证统一的理论创造

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方向，是中国共产

党进行社会革命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

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 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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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
掌握规律、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

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就在于同中

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通过党的自我革

命推进中国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取得的胜利和成就，使中华民族迈入社会

主义现代化道路，为社会主义运动开辟出具

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新道路。［２］３４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战略地位，重视其时代价值，提炼其重点

内容，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的关

系，在诸多领域汲取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要

义和思想精粹，来阐释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

实践，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

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

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

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

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３］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时共振、与时偕行的结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对自然、社会和

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包含对朴素唯物论和辩

证法的认识，包含对人类文明和智慧的吸纳

和融会。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契合性

和相通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沃土，马克思主义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青春的科学指南。习

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

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

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

类创造 的 一 切 优 秀 思 想 文 化 成 果 武 装 自

己。”［３］十八届中央纪委向中共十九大的工

作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就是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中国具

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文化自信是对‘中国

特色’的最好诠释。”［４］７６习近平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提出“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两个结合”作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则。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两个结合”的理论结晶，也是“两创”的集

大成者。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植根五千年

中华文明史，承继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治国

理念、人文精神、道德观念、历史智慧，“把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神特质融会贯通起来，成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典

范”［５］。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明的升级和复

兴提供了科学指南，中华文明为马克思主义

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提供广阔天地。

２．中国道路和中华文化历史延续的

思想结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主题，是“两个结合”的实践指

向，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时代课题。实现中国梦，必须开拓中国

道路，创造中国理论，构建中国制度，发展中

国文化，凝聚中国精神，重塑中华文明，这些

都要求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延

续和内涵廓清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道路的历史

文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五千年

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走来的，并赋予其社

会主义的内涵。中国道路具有悠久的历史

底蕴、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广阔的时代舞台。
习近平指出：“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
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

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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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６］４０７习近平还

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

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

今 天 这 么 成 功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路？”［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制度的思想

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国

梦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指出，每个国家的政

治制度，“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

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

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８］６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

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９］３００，具有深

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理论的有机

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只有被中华文化所

理解和解释，才能被中国人所认同和接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两个结合”
辩证统一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

新成果都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习近平指出，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就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
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１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中国精神的一

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

柱。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伟大创造精神、伟大

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
并阐释了其历史内涵。中国共产党继承和

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创造了伟大建党精神，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又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历

程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

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２０２１年９月，中共中

央批准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精神。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伟大的民族

精神，彰显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奋斗精神。伟大民族精神和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底

气，是新时代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力量。

３．把 握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规 律 的 经 验

概括

马克思主义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

大道，而是吸收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结

晶。“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
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
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

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

己的历史。”［４］４２５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

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

类文明新形态。”［１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社会主义文明

在中国发扬光大，使古老中华文明复活更

生，使资本主义文明在扬弃中体现历史价

值，为世界文明增添新型中华文明，反映了

人类文明交流融汇、创新发展的根本方向。
中华文明是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开

放体系。从古代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

近代“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

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

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

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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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

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

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１１］４７１。中国共产

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学习和借

鉴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结合中国实际

加以运用，综合创新自己的文明。习近平从

世界文明、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不同

视野出发，指明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当代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交汇和融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社会主义文明同古老中华文明交流融汇

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精华，是中华

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升级版本，
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时代标志，体现中华

文明发展的特殊规律，也反映人类文明发展

的一般规律，指示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二、蕴涵中华文化和中国

精神的时代精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是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兼济天下的指导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价值指向、结构布

局、逻辑建构等方面，都显示出亲和力、感染

力和生命力。

１．三个“重大时代课题”蕴含中华民

族的价值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源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回答的三个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的“重大时代课题”，承载了中国共

产党人擘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蓝图，都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

求、价值取向和道路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寄托着中华民族对

“大同”“小康”的愿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重要的时代课题，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美

好社会的梦想与追求。实现中国梦，构建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既源于共产主

义理想，也源于《礼记·礼运》中“小康”“大
同”的设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

向，也寄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希

望。习近平说：“马克思对我国古代农民起

义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革命口号有

过敏锐的观察。他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

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

尔哲学一样’。”［９］３０１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不

懈追求的梦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

民族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成为现实，标志着

实现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向 前 迈 出 新 的 一

大步。”［１２］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包含着中华民族

对“国富”“兵强”的追求。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强国富民的价

值追求。《易传·乾·大象》提出“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念。古代思想家把自

强和治国联系起来。《墨子·非命篇下》中

认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

危”；“强 必 贵，不 强 必 贱；强 必 荣，不 强 必

辱”；“强必富，不强必贫”。表达了富强和治

国的关系。《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子

“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韩非

子·五蠹》中说：“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
此之谓王资。”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振兴

中华”的抱负，逐渐选择和走出了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习近平指出：“正是这种‘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

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

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

曾中断的灿烂文明。”［４］７３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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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强国，寄托着中华民族反抗强权的爱国主

义传统，承续着近代以来振兴中华的主题，
也是富国强兵的宏图大志在新时代的延伸。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承载着圣贤“修齐治

平”的志向。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代课

题，彰显古代圣贤的千秋伟业和万世师表的

宏图大志。中国共产党坚信：“党章规定的

理想信念宗旨就是共产党人的‘德’，党性教

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中华民族的道德

规范向来是追求高标准。”［４］７７《大学》崇尚

“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

道，强调“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左传·
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职志。张载在

《横渠语录》中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人抱

负。“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坚持胸怀天

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

验。习近平引用这些经典，把圣贤君子的修

身格言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把
治家治国的社会导向转变为世界大同的远

景目标，把圣贤君王的理想抱负转化为中国

共产党人的职责使命。中国共产党“既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

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

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１］。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

同，是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金钥匙。”［１３］１０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使命彰显了古代圣贤的志向和

精神追求。

２．独立成篇的各领域思想体现着中

华文化的根脉传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精华，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创造出许多新

论断新观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１至３
卷中，提 到“中 华 文 化”的 分 别 为１３次、

１９次、１４次；谈到“中华文明”的 分 别 为９
次、７次、９次；引用传统文化的注释分别为

１３０条、１３３条、８２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逻辑的辩证统一，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有

机结合，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原创性

贡献”［９］６５０－６５１。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对传统

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承续着中华文化中的民为邦

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安民富民德民教民

等传统。据传，《尚书正义·五子之歌》有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

邦宁”的语句。《尚书》中有“重民”“保民”
“亲民”的思想意识。如《皋陶谟》中说，“天
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孔

子奉行“仁者爱人”的核心理念。孟子主张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管子·牧民》中也说：“政之

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习近

平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思想，剔除其剥削阶

级的立场和含义，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改

造，强调坚守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践行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习近平指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

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

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

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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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４］３８６－３８７在此基础上，强调“人民就是

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论断，打江山就是救

国救民，守江山就是守住人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代表性成果。在纪念马

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阐释了马

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在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讲述了中国古

代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在此基础上，习近

平围绕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

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提出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若干重大原则。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

含着“天人合一”的理念，体现“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精神，彰显着“顺天

应时”的智慧。
习近平外交思想也汲取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丰厚营养，并赋予了其新时代内

涵。这一思想汲取“国虽大，好战必亡”的警

示，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借鉴“和衷共济、协

和万邦”的理念，丰富了睦邻友好的周边外

交方针；秉持“和而不同”“立己达人”的观

念，倡导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奉行“正其义谋

其利”的义利观，倡导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

原则；传承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提

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承继“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的愿景，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等。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历来

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
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

好世界。”［４］１０９

３．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汲

取传统治国理政的经验

构建什么样的社会，治理什么样的国

家，需要探索合乎党情国情民情的治理体

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需要借鉴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习

近平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

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

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

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１４］２１６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体现了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当代中国的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历史传

承、文化传统等综合因素作用下演变的结

果。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

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

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
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
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

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

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

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

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

理念，等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重要内容。”［９］３００－３０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
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９］３０２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蕴含着

古代治国理政思想的精华。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基本方略，体现

了中华文化中“德礼兼施”“德主刑辅”治国

思想的传承。《尚书·康诰》记载周公“明

德慎罚”的主张。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

以德，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论语·颜渊》）从历史来看，
凡属盛世 都 是 法 制 相 对 健 全 的 时 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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鞅“立 木 建 信”，使 秦 国 跻 身 强国之列；汉

武帝时形成的汉律六十篇，两汉沿用近四

百年；唐 太 宗 制《贞 观 律》，成 就“贞 观 之

治”。习近平指出，要把依法治国战略落实

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１５］１３３。

三、彰显独具特色的中国理念、
中国哲学、中国思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包含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理念、哲学和思维

方式，使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和中国气派。

１．创 造 性 开 发 中 华 文 化 中 的 发 展

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是新时代的原创性标识，体现了中华

文化中的发展理念的传承，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

成果。
创新理念是中华文化中“日新”精神的

传承。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

精神的民族。我们的先人们早就提出：‘周虽

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 自 强 不

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以说，创新

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１６］《礼记·
大学》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

其极。”先秦典籍中，具有许多日新、革新、变
通、变革的理念。“日新”精神和创新精神是

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动力，也是新时代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协调理念得益于中华文化中对“全局”
和“一隅”关系认识的启示。中国发展不协

调不平衡是一个历史问题，其中突出表现在

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中华文

化有“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智慧，强

调处理整体和部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中

国共产党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就是要求整个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
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说，也是“五位一体”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开放理念体现着中华文化中“厚德载

物”的包容精神。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深厚的

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易·坤·象》中说：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彖》中

称赞“厚德载物”的品格说：“坤厚载物，德合

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北宋胡瑗在

《周易口义》中说：“君子以厚德载物者，言君

子之人法地之道，以宽厚其德，使其器业广

大弘博，无所不容，以载万物，使万物无不得

其所，皆如地之容载也。”中国共产党继承了

“厚德载物”的精神品质，创造性提出“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理念。习近平在阐

述开放经济、国家统一、文明交流互鉴、新时

代共产党人的修养等问题上，都贯彻了“厚
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开放理念。习近平在

谈到“一国两制”时说：“‘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

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

久安。”［１１］４０６

共享理念凝结着中华文化中“均贫富”
的观念。共享发展，是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

义问题。《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中讲：
“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人民群

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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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党的

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共享理念的实质，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

蕴含传统治理国家的思想精华。《论语·季

氏》中记载：“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

寡，安无倾。”《孟子·梁惠王上》记载：“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

可运于掌。”习近平说：“共同富裕，是马克思

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

民的一个基本理想。”［１５］２１４他引用孔子和孟

子的言论，以及《礼记·礼运》对大同小康的

描述，强调共产主义社会将实行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和个人的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

２．挖掘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贯穿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习近平

根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继

承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精华，并
对它们进行革命性改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丰厚的有益滋养，
使其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质和民族特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有对自然、社会

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天
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一”的国家观，大
同小康的社会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

民本观，德主刑辅的治理观，知行合一的实

践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观，相生

相克的矛盾观，跬步千里、小流江海的质变

量变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发展

观，和实生物、和羹之美、和而不同，“万物并

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包容思想，安
危相济、治乱相继、福祸相依、分合相离等思

想因素，都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

供了有益借鉴。习近平在讲到中国梦的接

续奋斗时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如果没

有实干精神，没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再

宏伟的发展目标也不可能实现，再美好的发

展蓝图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道虽迩，不行

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
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要求，也有来自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鉴戒。习近平告诫说，中国

先人“很多典故都是批评和讽刺形而上学

的，如盲人摸象、郑人买履、坐井观天、掩耳

盗铃、揠 苗 助 长、削 足 适 履、画 蛇 添 足，等

等”［１４］１３０，要求加强调查研究，了解具体实

际，掌握客观规律。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

义的形而上学，运用知行合一思想丰富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社会实践决定思想认识，是
思想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思想认识的目

的和归宿。思想认识对社会实践具有反作

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实践的方向和结

果。习近平指出：“我国古人关于知行合一

的论述，强调的也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如

荀子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

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西汉刘向的‘耳
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

之不如手辨之’；宋代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明代王夫之的‘知行

相资以为用’，等等。”［１４］１３１党领导人民推进

工作，根本的是靠实践出真知。

３．展现中国式思维方式

当代治国理政中的方针政策，闪烁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理念和警示启示。
习近平引用“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

叶茂 荣”（唐 代 吴 兢《贞 观 政 要·政 体 第

二》），强调治国理政的本根是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他引用“天
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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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东莱博议》），指出人类是在战胜考

验和危机中发展；他引用“治国者，圆不失

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

事可成，其功可保”（诸葛亮《便宜十六策》），
强调改革要摆正道术、本末的关系，指出应

该改的、能够改的坚决改，不应改的坚决守

住；他引用“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
世不改也”，强调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性地

位；他引用“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
（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尽心下》），强调加

强党的建设要站稳人民立场，紧扣民心这个

最大的政治；他引用“备豫不虞，为国常道”，
强调防范和化解风险挑战；他引用“图之于

未萌，虑之于未有”，强调防止生态环境的风

险挑战；他运用“蚁穴虽小溃大堤，蝗虫多了

吞沃 野”，警 告 扶 贫 领 域 的 苍 蝇 式 腐 败 的

危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

法，也展现了中国式思维方式。习近平引用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来丰

富战略思维，要求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

和时代潮流，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他引

用“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西晋陈

寿《三国志·吴书·孙奋传》）来强调历史思

维，要求以史为鉴，坚持开放、发展、包容、创
新的世界经济导向，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他

引用“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来贯彻辩证

思维，强调不能把经济全球化视为阿里巴巴

的山洞或者潘多拉的盒子；他引用“自古不

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

一域”（陈澹然《寤言》卷二《迁都建藩议》），
强调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以利于党

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他赞同邓小平“胆子

要大，步子要稳”的方法，主张对重大改革，
可以提出总体思路和方案，但推行起来还是

要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这就叫“图难

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道德经·第六十三

章》）；他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告诫全党“安而

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４］５４０（《周
易·系辞下》）。

中国式思维也为习近平思考中国社会

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预示着中国梦未来可期；
“危机并存，化危为机”的辩证思维，为敢于

斗争敢于胜利提供底气；学以致用、知行合

一等创新思维，为调查研究工作提供指导；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为顺天应

时改革创新提供参照；“锲而不舍，金石可

镂”的执着思维，为实现中国梦的接续奋斗

提供精神力量，“击鼓催征稳驭舟”的底线思

维，为中华民族复兴航船行稳致远提供信

心。这些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思维方式，对
思考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实现什么目

标、体现什么价值等问题标明了中国符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原创理论。说其中国特色，体现在它是植

根中国大地、凝聚民族精神、实践中国道路、
惠及民族福祉的理论体系，是新时代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建设的科学指南；说其中国风格，
体现在它的命题主题、时代问题、观点论断、
逻辑结构、语言风格，都具有鲜明的民族形

式；说其中国气派，体现在它尊重历史、放眼

未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服务人民、胸怀

天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为人类做出

更大贡献为职志的风貌品格。这些都彰显

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随着

中华民族的历史延展，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

化的创造成果，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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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分，中华文明也因海纳百川而更加博大精

深，更加具有凝聚力、包容力、变革力和适

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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