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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和把握“革命”范畴的思想内涵

——兼谈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观的历史演变

[摘  要]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0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03-0047-06

“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牢

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命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有力拓展了“革命”

范畴的思想内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

“革命”范畴的思想意涵，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对于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渊源，增强践行初心使命的思想自觉，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思想启发意义。

“革命”范畴；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新时代

“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

要范畴，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中一个需要予以特别重视和深刻把握的重

要概念，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然而长

期以来，社会上有很多人包括不少党员干部，

对于诸如什么是“革命”、为什么说“改革是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与“初心和使

命”有何内在关系、新时代为什么要进行“社

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等问题，事实上并不

十分清楚，甚至存在不少认识误区。因此，有

必要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来深刻认识“革

命”的思想内涵，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人革命

观的历史演变，这对于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渊源，增强践行初

心使命的思想自觉，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思想启发意义。

一、“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

一个重要范畴

“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是一个

具有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的重要范畴。马克思

有名言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就形象

而精辟地揭示出“革命”在社会发展中所具有

的重大推动作用和历史进步意义。在马克思主

义创始人那里，“革命”范畴的思想内涵至少

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社会变革力量，

即任何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革

命不是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的，而是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从本质上

说它是变革社会所有制、改造世界的根本性手

段，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第

二个层面是政治革命，在阶级和阶级对抗存在

的条件下，社会进化集中体现为“推翻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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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破坏旧关系”的政治行为[2]——即“政治革

命”；第三个层面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和必要手段，“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

实现的”[3]，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

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革命”范畴之于马克思主义政党，

从本质上说代表着重大社会变革，意味着基因

属性，承载着初心使命，昭示着远大理想，体

现着精神状态，其思想内涵随着社会发展和时

代变化而不断地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无

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根本上说就是科

学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社会革命、最终实

现人类自由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装的

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党纲中宣示“党的根

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4]，因而党天然

地具有“革命”的红色基因和政治属性。在中

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作为重大社会变革的

“革命”实际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

“革命”，主要是指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为主

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广义的“革命”，主

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而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也就是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革命”。在近代

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马克思主

义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革命”成为最

鲜明的时代标识、最激扬的精神状态、最震撼

的变革力量。关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

的革命观，毛泽东有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

表述，这就是他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报告》中所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

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

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

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

动。”[5]这段经典话语，鲜明诠释了特定历史

阶段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革命”范畴的时

代内涵。这一时期革命的表现形态，集中体现

为以暴力手段推翻旧中国反动统治势力的阶级

斗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政治

革命”。这种革命对于激发中国人民彻底推翻

长期压迫在自己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自身的大翻

身、大解放，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

社会影响。

1949年以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政治话

语中“革命”范畴的时代内涵和实践形态又发

生了很大变化。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

渡这段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

合起来，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和平形式的社会

主义革命道路，即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

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对于生产关系的

革命形式，显然不是你死我活的一个阶级推翻

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

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作为

阶级斗争对象的剥削阶级在社会中已经不存在

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

革命就已完结。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

中，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

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的过程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革

命”范畴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思考。比如

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期间曾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制

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

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

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

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

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

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6]毛泽东的这段重

要论述，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

产党人对“革命”内涵的新认识、新发展。然

而遗憾的是，这种革命观当时在党内并没有被

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用于指导实践；后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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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最终导致“文革”十年内乱的发生。可以说，

“文革”十年浩劫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

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遭遇的一次大挫折，也

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一次大扭曲，严重影

响了后来人们对“革命”的科学态度和正确认

识。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标志着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进入以改革开放为主

要内容和实践形态的新时期。对于“改革”与

“革命”的关系，邓小平在1980年4月1日同中

央负责工作的谈话时明确指出：“革命要搞阶

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

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

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7]1985年3

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

二阶堂进时进一步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的

第二次革命。”[8]很显然，邓小平是从“社会革

命”这个更高层面来揭示“改革”与“革命”

内在统一的本质内涵的，继承和发展了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发的革命观。而

邓小平所说的“第二次革命”，实际上是相对

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而言的，这种层面的革命主要是着眼于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层面来讲的，其实践形

态就是改革，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本质是

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不同

于民主革命时期根本变革上层建筑所采用的革

命形式——阶级斗争。

二、“革命”在新时代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中

重新焕发光彩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的一段时间里，随着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

化，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

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

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

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革命”一词在

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中曾一度出现了某种被弱化

甚至被曲解的现象。毋庸讳言，“革命”这个

曾经光彩夺目的流行热词，在中国共产党主流

政治话语中的出现频率明显减少了。翻阅党的

主要政治文献不难发现，“革命”一词的出

现通常有三种主要情况：一是在表示党的历史

时期和实践主题时，最常见的就是“革命、建

设、改革”这个经典的固定表述；二是作为中

国共产党的传统作风和品格精神层面上使用

的，比如干部“革命化”方针、发扬“革命传

统”“革命精神”等；三是对改革开放进行界

定时，比如党的政治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改革开

放是“新的伟大革命”等。从总体情况来看，

“革命”在党的主流政治话语中较之以往历史

时期大大减少了。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由于历史虚无主义错

误思潮沉渣泛起，我国社会舆论场中特别是网

络上曾出现了诋毁和抹黑革命、曲解和否定

革命等错误观点倾向的肆虐现象。这突出地表

现在：一是对“革命”内涵理解上的狭隘化和

机械化，认为“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

争，就是疾风暴雨式的暴力行动；二是对“革

命”的污名化和标签化，认为“革命”就是大

破坏、大颠覆，就是“文革”中的打砸抢等暴

乱活动，“革命”甚至被贴上“极左”的标

签，谁提“革命”谁的思想就“左”；三是对

“革命”内涵理解上的歪曲化和随意化，认为

“革命”已成为过去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

期再提“革命”已不合时宜，就是开历史倒

车，因此提倡“告别革命”，要改革不要“革

命”，在学术界鼓吹用“现代化范式”取代

“革命范式”。凡此种种错误观点，严重遮

蔽、模糊和搅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革

命”范畴的本质内涵，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社

会思想领域出现“去革命化”“弱化党的领

导”等错误倾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带

来了“讳言革命”“抵触革命”“恐惧革命”

等消极影响。这种现象直到近年来才得到根本

性扭转。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3月号
49



专题研究

了新时代。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

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战略

家的政治清醒和思想自觉，在许多重要场合、

重要会议和重要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强调“革

命”、赞扬“革命”、阐发“革命”：从重申

“革命理想高于天”[9]，到告诫“我们是共产党

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能丧失革命精神”[10]；

从提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

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11]，到强调“我们党是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

党”[12]；从提醒“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同

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

作坚决斗争”[13]，到宣告“在新时代，我们党

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

伟大社会革命”[14]，既正本清源，为“革命”

正名，又守正创新，从而赋予“革命”以新的

时代内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

观，让“革命”一词在新时代中国主流政治话

语中重新焕发光彩。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革命观，我们可以

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和领会：一是关于“自我革

命”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

“进行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命题[15]，深刻阐

述了“自我革命”的思想内涵、重要内容、现

实要求、根本意义、重要经验、原则方法等，

从而有力拓展了“革命”范畴的思想内涵。二

是关于“执政党”与“革命党”内在统一的思

想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

次提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

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

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6]，明

确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

科学内涵，从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

属性。三是关于一以贯之地推进“伟大社会革

命”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

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

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

下去”[17]，从而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

奋斗史中贯穿的革命逻辑。四是关于“革命”

与“初心和使命”紧密关联的思想观点，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以

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

的自我革命”[18]，深刻阐述了“革命”与“初

心和使命”的内在关系。五是关于保持和发扬

“革命精神”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

必须解决好的课题”[19]，并深刻阐述了新时代

发扬“革命到底精神”和“自我革命精神”的

现实要求和重大意义。

以上这些重要思想观点，有机地融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集

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需要

强调的是，这种革命观中的“两个伟大革命”

的重要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改造客观世界和

主观世界的两个哲学维度，有力拓展了“革

命”范畴的思想内涵，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

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标志着马克思

主义革命观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革命”是学深悟透新思想的一个重要

枢纽

通过上述考察“革命”的思想内涵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共产党主流政治话语中的

历史演变，再来审视这个范畴之于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地位和意义，我们

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基本认知：“革命”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个值得关

注的重要范畴，也是学懂弄通、学深悟透新思

想的一个重要枢纽。

（一）“革命”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奋斗史

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逻辑主线。一部中

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成果为指导一以贯之地推进社会革命

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在领

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社会革命进程中，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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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产生了三大理论创新成果：第一次历史性

飞跃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其

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胜利，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第二

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是邓小平理

论，在其指导下开始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坚持和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巩固和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使中国大踏步地

赶上时代，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第

三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其指导下正

在进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新时

代伟大社会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

开创、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纵

观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理论发展史不难发现，

这三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及其理

论创新成果，都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伟

大社会革命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其中贯穿着一

条清晰的革命逻辑主线。

（二）“革命”是学懂弄通新思想中一些

重大命题的关键枢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包含着诸多富有创

见、内涵深刻的重大命题，只有从“革命”这

个宏大视野来认识和领会才能准确把握和深刻

理解。比如，对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四

个伟大”，目前理论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观点认为：“四个伟大”是“新时代党的历史

使命”。 [20]然而认真推敲后不难发现，这种

理解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共产党自成

立以来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也就是“四个伟大”之中的伟大

梦想，其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并没有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就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且，对于新

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曾做过明确

概括：“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21]

因此，不能笼统地把“四个伟大”说成是“新

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其实，习近平总书记曾

提出“统揽‘四个伟大’全局”的重要判断，

这个判断可以让我们豁然开朗：“四个伟大”

应该是着眼于推进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宏大层面和政治

高度而言的。以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大历史观

之，新时代统揽“四个伟大”与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坚持“三大法宝”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

指导意义，都高屋建瓴地揭示了夺取社会革命

胜利的根本之道。而且，理解了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的革命观，就能很好地领会新思想中

关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走

好新的长征路”等诸多重要命题的深刻内涵和

精神实质，并从中真切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表达上，呈现出的

一种“前呼后应”、一脉相承的独特风格。

（三）“革命”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应予以重视阐释的重要范畴。进入新时代，

我国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大国在话语权上却仍处

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为了

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大而不强”的状况，习近

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的使命任务。 [22]对于中国思想理论

界来说，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必须重视研究和深刻阐释“革命”这个重要范

畴，使其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中

国政治学中具有思想力、解释力和正能量的重

要范畴。因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社会革

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当代

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

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

（下转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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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起来。在城里的不同地方发生了一些冲突，

甚至延续到了第二天。

④共产国际很关注起义时机的选择，布哈林表

示：现在我们对我们的代表作出了如下指示，只

有在广州部队逼近城下时才能举行起义，因为当

时的局势是，我们的人如果过早地举行起义就会

被上海军队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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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血腥镇压，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意识到要

推动中国革命，离不开军事武装斗争。

②关于在中国组建由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以便

领导远东国家和太平洋地区的工作建议，早在此

前一年，即1925年的5月1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给共

产国际主席团的报告中就已正式提出。

③起义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起义以舰队炮击

兵工厂（极为重要的战略据点，其中还有武器）

的行动开始。经过几次射击后兵工厂表示投降，

但是无人去占领该厂。由于占领该厂的队伍没有

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

找到现成的教科书。”[2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两大奇迹”雄辩地证明：西方炮制的“中

国崩溃论”已经崩溃，西方鼓吹的“历史终结

论”已经终结，西方理论和话语体系根本无法

科学解释和正确指导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

社会变革；只有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

行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鲜活实践，作出新的

概括，构建新的理论，才能深度解码中国社会

变革，才能科学指导中国发展实践。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

义，从本质上说是科学指导中国共产党人进行

新时代伟大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的思想武

器。如果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是深刻把握

新思想的“金钥匙”，那么以党的自我革命来

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则是学懂

弄通新思想的“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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