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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挨骂”的

■ 杨 东 李宇轩

[ 摘 要 ] 能够正确区分、看待和处理“挨骂”问题，在应对“挨骂”中改正错误、坚守真理，完善

政策、改进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并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认为，

大凡先进的和革命的东西，往往会遭到质疑甚至责骂，这是矛盾规律的表现，是正常的事，特别是敌对势

力的谩骂，往往证明我们的正确。中国共产党只要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为亿万人民谋福祉，就要有坚持做

下去的勇气。他还指出，尽管共产党人要随时做好“挨骂的准备”，但有些情况下也要争取少挨骂或不挨骂。

这需要共产党人坚持做符合历史潮流和对人民群众有利的事。毛泽东对待“挨骂”的态度和思想启示我们：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定力；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观点，

以人民为中心，就不怕挨骂；要始终以辩证和理性的态度看待和处理非议，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努力壮

大自己；面对国际社会的一些责骂，我们也应适时出击，在争取话语权的斗争中掌握主动权。

[ 关键词 ]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挨骂”；话语权

[ 中国分类号 ] A84                           [ 文献标识码 ] A

新生事物的出现，往往会伴随着质疑，中

国共产党也曾经是如此。毛泽东说：“马克思

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中国共产

党从成立以来“不晓得挨了多少骂”。［1］毛泽

东这里所说的“挨骂”之“骂”，多数情况下

是敌对势力的污蔑，少数情况是人民群众的批

评。能够正确区分、看待和处理“挨骂”问题，

在应对“挨骂”中改正错误、坚守真理，完善政策、

改进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

建设，并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

方面，毛泽东当年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对于我

们今天做好各项工作，依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先进和革命的东西“总是要挨骂”

毛 泽 东 指 出：“ 自 古 以 来， 没 有 先 进 的

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即便

“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

的”。［2］既然“先进的东西”并非一开始就受

［1］《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98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98 页。　

欢迎，那么它挨骂自当在情理之中。在毛泽东

看来，很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反倒是正确的，

特别是先进事物出现的初期，真理往往掌握在

少数人手里。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自然科

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

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

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

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

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

表了中国的命运。”［3］正是由于真理掌握在少

数人手中，而多数人又不了解这一真理，故而

代表真理的少数人挨骂自当在情理之中，这也

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经常现象。毛泽东还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此予以阐释。他说，

马克思主义是讲矛盾讲斗争的哲学，而矛盾则

是经常有的，只要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就会“扯

皮”，即便如中苏这两个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

国家，“也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

［3］《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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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1］

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对于指责共产党的

种种言论，特别是敌人的攻击谩骂，往往将其

视为正常现象，在坚持真理中任凭风吹浪打，

我自岿然不动。

比如，1975 年 6 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

过去“美国人骂我比希特勒还要希特勒，蒋介

石骂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土匪”，这是“木秀于

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

人，众必非之”，“人不被人骂不好”。［2］毛

泽东认为，只要坚持真理，只要符合民众利益，

越是被骂，越证明共产党人的伟大和正确。他

在《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

克家、徐迟的信》中说：“全世界反动派从去

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

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

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

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3］

在毛泽东看来，坚持真理就可能会挨骂，

而那些中庸圆滑或一无建树的人才不致树敌遭

骂。只要坚持的是正义的、正确的、为人民利

益而奋斗的事业，一时挨骂又有何妨？美国作

家史沫特莱曾说，尽管毛泽东时常面临各种各

样的批评甚至谩骂，但在这种时刻，他更突出

地 展 示 出 精 神 上 的 卓 尔 不 群，“ 像 骡 子 样 倔

强， 有 一 种 钢 铁 般 的 自 傲 和 坚 毅 贯 穿 他 的 性

格”［4］。从根本上说，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精准

把握和对真理始终不渝的坚持，是毛泽东这种

坚毅和自信的根源所在。

二、只要是正确的事情，敌对势力骂我们，
也要坚持去做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

［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

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2 页。　

［2］  陈晋：《捡拾千年烟尘：毛泽东晚年诗作评述》( 下 )，

《党的文献》1997 年第 4 期。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88 页。　

［4］﹝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江

枫译，作家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79 页。

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

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5］既然

分清敌我是革命斗争的首要问题，那么敌对势

力骂我们，往往证明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只要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就要有坚持去做

的勇气。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的一

些指责和污蔑，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始终坚

持做正确的事情。比如在国民革命时期，国民

党曾指责中共组织的农民运动“过火”，是“游

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

毛泽东针对这种污蔑，在 1927 年所写的《湖南

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专列一节来谈“所谓‘过

分’的问题”。其中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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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

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

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

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

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因此，在此过程

中出现的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

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

的”。［6］后来，他在 1941 年写的《关于农村调查》

一文谈到 14 年前大革命时的情形时同样说：“以

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

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

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

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

不妨哩！”［7］事实证明，如果不采取敌人所骂

的那些“过火”行为，就会遏制农民革命的热情，

也就无异于遏制革命的发展和壮大。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曾利用共产党开展

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活动来责

骂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反对主

［5］《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 页。　

［6］《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7 页。　

［7］《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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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但是“我们所反

对的主观主义等与他们所骂的完全不同”，要

使延安所有的干部都懂得，“我们现在做的是

一件有很大意义的事情，是做一件有全国性意

义的工作，做一件建设党的事，使我们党的工

作更完善更健全。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

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要把

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改变，扩大正风，缩

小和消灭歪风”。因此，整风不能因为敌人的

非议而停止，相反“必须使高级领导干部有这

个认识，有这个决心，也要使所有的同志有这

个认识，有这个决心，做到思想一致，行动一

致”。［1］

新中国成立后，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毛泽

东同样坚定地坚持真理，不为敌对势力的污蔑

所动。1960 年 5 月 17 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及利

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谈话时说：“帝国主

义不喜欢我们，说我们‘侵略’，先是‘侵略’

了蒋介石，又在朝鲜和美国打仗，‘侵略者’

这个诨号就出来了。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

它们说蒋介石、李承晚很好。帝国主义愈说我

们坏，我们愈高兴，我们愿一辈子挨骂，如果

它们讲我们很好，那岂不是同蒋介石、李承晚

一样了吗？帝国主义骂我们，也骂你们。你们

挨骂已五年半了，要准备挨帝国主义的骂，准

备人民欢迎。帝国主义骂你们，但世界人民都

欢迎你们。”［2］

毛泽东在谈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和平

演变”政策时，同样坚持了这样的逻辑。20 世

纪 50 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把“和平演

变”作为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长期战略方

针，并肆意诋毁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明确指出，

杜勒斯以及美国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把中国

共产党看作是世界上“最坏”的共产党，但“这

句话好得很，我们要接受”。在毛泽东看来，

帝国主义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坏的共产党，

就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坚持马克思列宁

主义、最革命的党”，而且我们要请杜勒斯当“教

员”，“杜勒斯什么东西都不怕，就是怕我们

［1］《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13-414 页。　

［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419 页。　

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怕中国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他进一步指出，《浙江日报》刊登

古巴舆论抨击美帝国主义污蔑中古经济协定的

消息，“美帝国主义骂这个经济协定，就证明

这个协定好”。因为我们为的是中国人民的正

义事业，只要我们坚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坚持这样的立场，那么凡是“敌人骂我们的东西，

我们就要坚决做；如果敌人鼓掌赞成，我们就

要检查，是不是做错了。敌人说我们最坏，就

证明我们最好，最革命”。［3］从这个意义上讲，

杜勒斯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也是我们的“教

员”。蒋介石骂我们，“就证明我们的东西是

好的，如果蒋介石不骂我们，那我们就要小心”。

在近代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蒋介石“是我们

的老朋友”，我们跟他这个仗可打得久了。尽

管我们与蒋介石打仗，但他又何尝不是我们的

“教员”。如果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怎么能

团结进步，怎么能武装起来。中国革命表明，“单

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

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

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这个人在中国

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

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

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同样，杜勒斯

也是我们的“教员”，“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

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

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4］

敌对势力指责共产党，但是我们不要因此

受到干扰，只要我们能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为

亿万人民谋福祉，我们就要有坚持做下去的勇

气。比如，“美国天天骂我们，我们的耳朵已

经听惯了。这就说到联合国了。美国是不赞成

我们进入联合国的，它是要阻挠的”，但我们

一定要有做下去的勇气。正是因为坚持，新中

国最终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在毛泽

东看来，凡是敌对势力制造的事端，往往会不

得人心。比如，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

［3］《江华在浙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237-238 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军事科学出

版社 2010 年版，第 431-4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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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一定就对美国有利。因为“紧张局势调

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1］。紧张局势对于

西方国家不利，但是对于亚、非、拉以及其他

各洲爱好和平的人民却是有利的。尽管美国在

台湾海峡制造一种紧张局势，但是这种紧张局

势实际不仅对我们是有利的，“对于全世界爱

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

都有利”，美国的舰队“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摆

一摆，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

所以，“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

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

利”。［2］

尽管敌对势力污蔑辱骂中国共产党，但我

们并不孤立。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扩大

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

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

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

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

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

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

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

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我们

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

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

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

吗？”［3］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心里装着人民，

所做的是为民众谋福祉的伟大事业，所以我们

不会孤立。

三、“要随时准备挨骂”，                                

但有些情况下也要争取少挨骂或不挨骂

1959 年 4 月 19 日，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

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中国有句老话：虱多不痒。

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反动派，骂我们骂得太多了，

也就不痒了。”［4］他同时指出，只要“资产阶

［1］《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66、351 页。　

［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52 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6 年版，第 38 页。　

［4］《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39 页。　

级向我们开炮，我们就要打”［5］。在毛泽东看

来，共产党人要随时做好“挨骂的准备”，但

是共产党人的目标是不被骂。1958 年毛泽东拟

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也说：“各级党委，

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

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

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

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

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

大无畏的精神。”［6］可见，在毛泽东看来，挨

骂是正常的，对待挨骂要有正确的态度。不能

因为挨骂就放弃正确的做法，要从挨骂中学会

改正错误，坚守真理。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说，有一个问题必

须要讲清楚，叫做“准备吃亏”，准备“挨骂”。

首先是挨外国人的骂。他指出：“现在英、美

的报纸和通讯社都在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

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他们有人曾经向我

们示过威，说：你们那样不行，美国舆论要责

备你们。我说：你们吃面包，我们吃小米，你

们吃面包有劲，嘴长在你们身上，我们管不了。

这叫做没有办法，要准备着挨外国人的骂。”

其次，共产党人也要随时准备着挨“国内大骂”，

而且“是大骂，不是小骂，他们将动员一切人

来大骂，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

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只要是世界上数

得出的骂人的话，我们都要准备着挨”。［7］

尽管中国共产党要随时做好挨骂的准备，

但也不是说不能有所作为，而是可以通过自己

的努力和成绩来证明自己，使谣言自灭，从而

做到少挨骂或不挨骂。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

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去说中国

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

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

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

［5］《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90 页。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51 页。

［7］《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87-3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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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

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

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

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他明确指出，

这是因为“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

党”，而“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

确的党”。只要我们在国内“好好团结群众，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在国际上“团

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所有

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

那么，我们就能实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的目标，就能对世界各民族和全人类

作出更大的贡献，就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

各国人民的尊重。［1］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工作做得不

好而挨群众的“骂”。对此，毛泽东也非常重视。

他认为，少挨群众骂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加强干

部队伍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做好

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各项工作，并在实际工作中

注重吸取教训，少犯错误。毛泽东说，我们党

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土

生土长的好干部，他们不仅能联系群众，而且

也经过长期斗争考验，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批干

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2］

但是，如果他们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

群众就会骂我们。因此，为了做到少挨骂或不

被骂，就要同一些干部的错误言论和行为作坚

决斗争。1956 年 10 月 29 日，《人民日报》登

载《说“难免”》一文，认为干部工作中的错

误是难免的。对此，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有

害的言论，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

作中的错误。他说，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

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但

要尽量避免犯错误，使错误“犯得少一些，犯

得小一些”。［3］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做到少挨

骂和最终不被骂。

［1］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87、86、88 页。

［2］  参见《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第 2043-2044 页。　

［3］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96 页。　

骂共产党的言论虽然贯穿于中共领导人民

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但是在毛泽

东看来，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归根结底，从

长远看，只要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做符合历

史潮流和民众利益的实事，就可少被骂或不被

骂。

四、几点启示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全国

人民的艰苦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取得了伟大成就，国际地位和声誉也得到大幅

提升，但一些污蔑党的言论仍然存在。习近平

曾形象地说，“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

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

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

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

根本解决”［4］。如何在当今时代应对和处理“挨

骂”问题，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争取国

际话语权，毛泽东对责骂共产党言论的认识和

处理方式，依然有着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一，国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指责

质骂，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定力。毛泽东一

再指出，先进的革命的东西往往会挨骂，这是

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坚持真理，就要有底气

应对、回应非议和责骂。马克思曾说：“如果

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

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即便“我们的事业

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

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

泪”。［5］因此，当面对各种噪音杂音时，我们

要始终保持一种定力，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

一意谋发展，理直气壮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道路上阔步向前。

第二，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

［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

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11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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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的人和事 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挨骂”的

拥护，就不怕挨骂。毛泽东始终认为人民的力

量是最伟大的，始终把人民看作战胜一切敌人

的力量之源。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完全打不破的。”［1］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

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只要心系

人民，依靠人民，把为人民谋福祉作为根本使命，

人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就不孤立。只要我们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就“不相信帝国主

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2］，

自然就更不会怕流言蜚语、污蔑谩骂。

第三，要始终以辩证和理性的态度看待和

处理非议和责骂，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努力

壮大自己。诚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我们所做的

事情挨敌对势力的骂，是由于我们走的是独立

自主的正确道路；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受到敌

对势力的欢迎，我们就需要检查反思。由是言之，

对于国际社会的一些负面声音，一方面要始终

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不因这些干扰而自乱阵脚；另一方面，

也必须理性看待并寻求应对方法。毛泽东明确

指出：“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

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

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

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3］努力发展自己，要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解决我们当前

［1］《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9 页。　

［2］《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133 页。

［3］《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32 页。　

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重大风险，以更加积极的态

度和更为长远的眼光，深入思考、积极应对和

妥善解决我们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国际

重大问题，尽最大可能消弭各种非议。

第四，面对国际社会的一些责骂，我们也

应适时出击，在争取话语权的斗争中掌握主动。

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就是应该“做好思想准备，

不要在精神上解除武装”，“我们要从两方面提，

首先提愿意和平解决问题”，其次，若敌对势

力“向我们开炮，我们就要打”。［4］目前国际

社会针对我们的种种谬论，多半呈现出的是具

有浓烈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霸权。针对西

方的话语霸权，我们应该充分发掘深植于我国

几千年传统文化土壤的话语资源，以百年来的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基础，将理论

自觉与文化自信融入到我们的话语体系之中，

在回应和反驳国际上一些污蔑、丑化我们的言

论的同时，努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发出具有重

要影响力和说服力的中国声音。

（本文系天津市“思想政治理论课领航学

者项目”、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的阶段性成果，前者项

目编号为 SZK2017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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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第 109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