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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思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历史思维就是学习借鉴历

史，掌握历史规律，运用历史智慧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习近平历史思维坚持历

史唯物主义，科学看待历史，正确评价历史，善于借鉴历史。历史思维旨在汲取历史

智慧，开辟美好未来，创造新的历史，推动社会发展。学习掌握习近平治国理政历史

思维，对于提高党员干部历史思维素养，树立历史眼光，借鉴历史经验，化解复杂矛

盾和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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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古鉴今，运用历史智慧，解决矛盾，

推动工作，是我们党重要思想方法和优良传
统。毛泽东同志强调: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
份珍贵遗产。”①邓小平同志说: “总结历史是
为了开辟未来。”②习近平总书记传承我们党注
重学习借鉴历史的思想方法，其治国理政具
有卓越的历史智慧、深邃的历史思维。历史
思维，就是学习借鉴历史，掌握历史规律，

运用历史智慧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历
史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史为鉴治国理政的
科学方法论。③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思维的哲
学理论基础。学习掌握历史思维，对于提高
党员干部历史思维素养，树立历史眼光，借
鉴历史经验，化解复杂矛盾和问题，具有重
要指导作用。

一、科学看待历史

习近平历史思维，坚持历史的客观性。

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决定着人们历史活动
的广度和深度，客观性是社会历史本质特征。

习近平强调: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
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④科学
看待历史，首先要求以客观历史事实作为分
析研究历史的前提，杜绝主观臆造历史，反
对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指出: “要坚持用唯
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
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
析的基础之上。”⑤

习近平历史思维，注重把握历史的规律
性。历史发展离不开有意识的人的活动，但
是人类历史具有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内在
规律。历史规律性是历史客观性体现。各门
社会科学使命，就在于揭示所研究社会历史
领域固有的规律。习近平指出: “马克思主义
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⑥唯物史观阐释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到
高级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中内在规律性。学
习总结历史，就要把握和运用历史规律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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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实践。习近平指出: “任何政党要取得执政
成效，都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国共产党

执政也不例外。”⑦ “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

们才能无往而不胜。”⑧

习近平历史思维，深刻阐述了历史的人

民性。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
力量，这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习近平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⑨ “中华民族 5000 多年

的文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多年的发展

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⑩实现人民群众利

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目标，人民群众

的智慧和实践是历史发展的前进动力。农村
生产责任制、乡镇企业等都是农民的发明创

造，“这是群众的智慧。”瑏瑡人民根本利益是检

验历史发展成效的最高尺度。习近平强调:
“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为最高标准。”瑏瑢

习近平历史思维，全面揭示了历史的价
值性。一是具有 “百科全书”的价值效用。

习近平认为，历史是 “前人的 ‘百科全

书’”瑏瑣，生动反映了各民族和各个国家的繁荣

和衰亡，保存着先辈们凝结的智慧成果。二
是具有 “最好营养剂”的价值效用。习近平
指出: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

是最好的营养剂。”瑏瑤常温革命历史，有助于保

持革命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锤炼坚强党性。

三是具有 “最好的老师”的价值效用。习近

平认为，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瑏瑥学习历史，

从中汲取滋养，能够提供总结过去、立足现
在、开辟未来的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四是

具有“最好清醒剂”的价值效用。“历史是最

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瑏瑦前人走过

的路，绝非一帆风顺，有坦途更有坎坷，重
温历史，牢记历史教训，能够增强忧患意识，

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五是具有 “民族安身立
命基础”的价值效用。习近平说: “一个民族

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瑏瑧 “走得

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

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瑏瑨否定本民族

历史，就隔断民族文化遗传基因的传承，就
是丢根忘本，会导致民族的悲剧和灾难。习

近平说: “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

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

的态度。”瑏瑩

二、正确评价历史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正确评

价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是习

近平历史思维的重要内容。

坚持历史发展的过程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作为过
程而存在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由于其内

部矛盾运动的推动，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

征。有人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错
误地视为相互否定的关系。习近平指出: “这

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
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的实践探索。”瑐瑠两个时期并非根本对立的，都

是属于同一发展过程: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实践探索过程。因为两个时期，领导核心一

致: 中国共产党; 追求目标一致: 实现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 依靠的力量一致: 人民群众;

干的事业一致: 建设社会主义。当然，改革
开放前一个历史时期，探索很不顺利，探索

过程曲折坎坷，造成国家发展的巨大挫折。

但是，因为多种复杂原因，导致在探索社会
主义建设中走了弯路、犯了错误，这与否定

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存在本质差异! 毛泽东

说: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

难……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瑐瑡习近平强调: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

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

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

坚持、改革、发展。”瑐瑢

坚持主观和客观具体历史的统一。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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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

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瑐瑣判断人们

在历史中作用的大小，根本标准是要看人们

的行动对于当时的历史发展是否具有促进作
用。习近平揭示了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

找到革命的正确道路; 成立新中国; 确立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 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道路提供宝贵经验等瑐瑤。当然毛泽东确

实在晚年犯了发动 “文化大革命”等错误，

但是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
犯的错误。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

当时历史条件下做出了比前人更大的成就，

但绝不意味着可以不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我
们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对于国家建设缺乏经

验，是产生错误的客观历史根源。毛泽东曾
经说: “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要

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瑐瑥

坚持个体和群体的统一。评价历史人物

要用唯物辩证法全面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习近平指出: “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

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

单归咎于个人。”瑐瑦杰出人物顺应历史大势，带

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因而对于历史发

展能够发挥巨大推动作用。但是杰出人物作

用的发挥，是建立在群众发挥作用的基础上。

这就要求评价领袖个人的作用，要有群体视

角。不能割裂领袖个人与领袖群体、与人民
群众的关系，不能孤立看待领袖个人的功过。

邓小平说: “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

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

错误。”瑐瑧

坚持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世界各

国、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就在于
各国国情、民族的差异及其历史发展的特殊

性。习近平指出: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瑐瑨

和而不同是宇宙万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习近

平强调尊重世界文明的差异性、多样性、特
殊性。对待世界不同历史文化不应相互排斥

和对立，应该学习交流、包容互鉴。无数事
实证明，用武力和强权使某种文明唯我独尊，

扫除多样化的文明，都是弄巧成拙，造成人
类文明的倒退。强调民族性并非关门排外，

而是吸收世界优秀成果，使民族性和时代性

相融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习近平说:
“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

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

普遍性的发展规律。”瑐瑩

坚持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对于历史
事件评价，习近平强调: “不能忽略历史必然

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瑑瑠恩格斯指出: “偶

然的东西，是一种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

式。”瑑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绝非偶然，是与苏

共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紧密相连。

习近平指出: “红船起航于浙江，既有历史的

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瑑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

民的必然选择。

坚持历史和未来的统一。习近平把毛泽

东历史贡献，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动世界人类文明发

展的长时段大时空坐标中诠释。他指出: “毛

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赢得了

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瑑瑣毛泽东作

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创者奠
基者，在未来，中国越是向前发展，人类文

明历史越是向前进步，毛泽东历史贡献就显

得越重要。

三、善于借鉴历史

学习借鉴中国近现代史，增强励精图治、

奋发图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近代史镌

刻在中国人民脑海深处的烙印: 落后就要挨
打! 英、日、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侵

略中国、压迫中国人民，极大阻碍了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欺辱宰
割关键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 “一是社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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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瑑瑤习近平指出，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 “深刻汲取落后就要挨

打、就要受欺负的教训，增强励精图治、奋

发图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瑑瑥学习我国

近现代史深刻把握中国国情，弄清中国人民

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增强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责任感。

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辉煌历史，

始终做到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共产党人政治
本色。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

党诞生九十多年来，一切为了人民，紧紧依
靠人民，战胜艰难险阻，不断夺取胜利。十

九大确立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

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坚定
理想信仰，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是

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

平要求: “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业绩中获得
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永葆共产

党人的政治本色。”瑑瑦

学习借鉴历史中国家治理的智慧，提高

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继承历史上 “儒法

并用”、“德刑相辅”的思想，坚持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的基础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使
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彼此促进。借鉴历史

上百年树人、注重品德、德才兼备、用人以

长、人尽其才等育人选人用人的有益经验，

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借鉴历史上廉政文化

思想和反腐败的历史经验，结合新的时代要

求，增强反腐败斗争的本领。习近平指出:

“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有利于我们运用

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瑑瑧历史、现实和

未来是相通的，从历史中可以帮助寻找解决

当下和长远问题的经验和智慧。

学习借鉴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

明，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
统。中华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文化的

灵魂和本质的体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精忠报国等体现了伟大的爱国
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核心。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体现了中华民

族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革故鼎新”、“穷则

变，变则通，通则久”，体现了中华民族变革
创新的民族精神。知行合一、见利思义、诚

实守信、勤俭节约、团结友爱、谦虚谨慎、

修己慎独……等优良传统，对于培育优良品
格、涵养浩然正气具有巨大价值。传统历史

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要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瑑瑨

学习借鉴世界历史，继承世界一切优秀

思想文化成果。近代以来积弱积贫、备受欺

辱，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腐朽统治者闭关自
守的锁国政策，无视全球工业革命的世界新

变化，拒绝接受国外先进科技、先进管理经

验。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学习世界

历史，能够放眼全球、开阔视野，有利于文
明互鉴、博采众长。学习借鉴世界历史文化，

要坚持正确方法论。习近平强调: “必须坚持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

收。”瑑瑩反对不加分析、生吞活剥，照搬照套的

教条主义。

四、创造新的历史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

史。”瑒瑠习近平指出: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瑒瑡

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

需要认真研究古今中外历史，认识和遵循人
类历史发展规律，运用历史智慧，开辟美好

未来。学习历史不是留恋和回归过去，而是

要创造新的历史，推动社会进步发展。

创造新的历史，必须把握历史规律。马

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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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科学阐明人类历史发展最终迈入共产主
义的历史大势。当今世界的变化迅速、巨大

而深远。但是从社会主义在世界产生、发展
几百年宏观视角观察，当今时代仍是处于马

克思主义科学判断的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被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时代，“这是我

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

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瑒瑢习近平用 “参

天大树之根本”、“万里长河之泉源”，瑒瑣说明马

克思主义是我们不断取得改革和现代化建设
胜利的根本保障。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认识和运用历史规律。只有 “端起历史规律

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瑒瑤才能在纷繁复杂、

变化迅速的国际环境中，避免乱花迷眼，排
除浮云遮眼，把握前进正确方向。

创造新的历史，必须找准历史方位。十
九大明确提出: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瑒瑥新的历史方位，我国主要矛盾发生

了变化，但是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必须完成发展的新任务: 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基础上，第一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第二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社会

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实践紧密结合
中诞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辉

煌业绩并将在新时代继续发展，为全球经济

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

为世界和平、繁荣和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

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巨大生
命力。

创造新的历史，必须担当历史责任。新

的历史方位，要解决新问题实现新目标，需
要勇担历史责任。必须勇担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责任。习近平指出: “发展 21 世纪马
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

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瑒瑦习近平要

求: “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

社会革命的历史责任，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

命。”瑒瑧必须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担当历史责任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可

贵品质。马克思为了人类自由和解放，甘愿
忍受贫困的折磨，他的一生献给了无产阶级

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习近平说: “我的执政

理念，概括起来就是: 为人民服务，担当起

该担当的责任。”瑒瑨担当历史责任，要求广大干

部发扬实干精神，砥砺顽强的意志品质，不

断增强工作本领。

创造新的历史，必须抓住历史机遇。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巨大成绩，就在于我

们“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瑒瑩埋头苦干、开拓

创新。中国古代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长期
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近代以来，由盛转衰，

习近平指出: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错失了

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瑓瑠

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抓住机遇，必须应对
挑战。抓住机遇，推动发展，同时在前进过

程中又创造了新的机遇。我们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与全球各国在合作中机遇共享。习近

平指出，共建 “一带一路”是中国同世界共
享机遇、共谋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阳光大道。

创造新的历史，必须紧靠历史主体。人
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毛泽东指出: “人

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瑓瑡

习近平强调: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

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

成功。”瑓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瑓瑣在本世纪

中叶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

伟目标，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要把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

为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让群众在发展中

得利、在改革中受益，幸福感增强、生活质
量提高，人民才能坚定拥护和支持全面深化

改革。必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充分调动
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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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新时代谱写新的
历史篇章。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1 页。

③ 李君如: 《习近平的历史思维、大历史观和

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6 年第 5 期。

④ 习近平: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

年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8 日。

⑤ 习近平: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深入开

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人民日报》2015 年

8 月 1 日。

⑥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5 日。

⑦ 习近平: 《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学习时报》2009 年 11

月 17 日。

⑧瑏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266 页。

⑨瑏瑡瑏瑨瑐瑩瑑瑨瑑瑩瑒瑡瑒瑢瑒瑣瑒瑤瑓瑠瑓瑢《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8、5、

32、340、 313 、 118、 32、 66、 66、 442、 203、

30 页。

⑩瑏瑧瑐瑣瑐瑤瑐瑦瑑瑠瑑瑣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

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3 年 12 月 27 日。

瑏瑢瑐瑠瑐瑨瑑瑧瑒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

社 2014 年版，第 28、22、259、390、101 页。

瑏瑣 习近平: 《在二〇一七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

话》，《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7 日。

瑏瑤 李斌: 《党面临的 “赶考”远未结束———

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 《人民日报》

2013 年 7 月 14 日。

瑏瑦 习近平: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

年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8 日。

瑏瑩《“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

产”———习近平在福建保护文化遗产纪事》，《福

建日报》2015 年 1 月 6 日。

瑐瑡 逢先知、金冲及: 《毛泽东传 1949 － 1976》

(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90 页。

瑐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上) ，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2 页。

瑐瑥《毛泽东传 ( 1949 － 1976) 》( 下) ，中央文

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71 页。

瑐瑧《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版，第 353 页。

瑑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9 页。

瑑瑢 习近平: 《弘扬 “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

列》，《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1 日。

瑑瑤《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0 页。

瑑瑥瑑瑦 习近平: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学

习时报》2011 年 9 月 5 日。

瑒瑠《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 习近平讲故事) 》，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8 年

12 月 14 日。

瑒瑥瑓瑣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

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瑒瑦瑒瑩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19 日。

瑒瑧 习近平: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8 年 3 月

21 日

瑓瑡《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31 页。

［责任编辑: 康晓强］

—4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