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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统一
刘

［摘

仓

要］ 社会革命是党的自我革命的目的和方向； 党的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内容和要求，是社会革命的

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
统一，以社会革命引导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伟大事业，从而保障了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不断取得辉煌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在伟大
斗争中成就党的自我革命，通过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实现党的自我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
［关键词］ 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社会革命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2018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 必须以党的自
我革命来推动伟大社会革命。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统一思想的继
承和发展，是新时代统揽 “四个伟大” 的集中概括，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行动指南 。

一、党的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 一） 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内容和要求
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整个社会形态的基本
结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 ； 这些关系由生产
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 社会革命是指先进的生产
关系战胜落后的生产关系，较高级的社会形态取代较低级的社会形态 ，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开辟道
路。根据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 ，被称之为共产主义革命，即本
文所论 “社会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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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领导共产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自身成长的客观要求。无产
阶级是与机器大工业相联系的力量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 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落后 、意识保守、眼界狭窄等缺点。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才能涤荡落
后思想，革除陈旧习惯，增强革命本领，培养革命精神，锻炼革命品质，逐渐成长为新社会的领
导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
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 ，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
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① 任何社会革命都是破旧立新的辩证过程。 工人阶级从被统
治地位转变为新社会的主人，是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革命性变革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自我
革命，就是逐步建立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各种必备条件的过程 。
组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自觉领导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 、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 在理论方面， 他
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 、 进程和一般结果。”② 没有
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政党； 没有对革命运动实践的理论总结 ，也就没有真正革命的政党。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社会革命的领导力量。从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到完成社会
革命任务，是无产阶级政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过程 。社会革命是革除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
产关系的革故鼎新过程，共产党需要在领导这种社会革命中实现自身革命性转变 。共产党的自我
革命是社会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者统一于社会革命运动全过程 。
（ 二） 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政治保障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革命斗争的过程 ，也是自我革命的过程。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
舞台。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 ，必然会经历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
退、成功与失败的过程。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的政治 、经济和理论斗争过程，是为社会革命
和政治革命开辟道路，也是革命党实现自我革命的历史记录。马克思指出： “革命的进程不是在
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 ，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
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 ，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 ，主张
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③ 没有在革命斗争中锻炼的革命政党， 就无法
取得革命胜利。社会革命是党的自我革命的目标导向 ，党的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政治保障 。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是革命运动的指挥部。社会革命不是凭空发生的，需要一系
列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变革等条件。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思想革命、哲学革命等，都为社会
革命开辟道路。既然是革命斗争，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1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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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把握革命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 ，革命的时机和革命的准备，革命的进攻和退却，革命的
原则性和灵活性，等等，都需要一个坚强的决策中心和指挥中心 。如果没有这样的司令部，无产
阶级政党也难免受敌人宰割。从无产阶级政党到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升级 ，需要共产党在革命
炼狱中实现自身的革命性变革。
革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冲锋陷阵的先锋队，是指明运动发展道路的开拓者，是团结阶级
队伍的中流砥柱。只有把革命政党打造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完成革命任务。 列宁指出： “革
命政党只有真正领导革命阶级的运动 ，才无愧于自己的称号。”① 无产阶级政党自我发展、 自我
提高、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党的建设和自我革命的过程 。
（ 三） 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统一是长期的历史过程
无产阶级政党是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 。列宁指出：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 也
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 ，指导并组织新制
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
师、领导者和领袖。”② 完成这些阶段性历史任务， 需要共产党根据具体情况， 掌握最新本领，
提高执政能力。这个社会革命过程，是共产党自我发展和自我革命的过程 。
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 一步一步地夺
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并且
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③ 共产党通过执掌和领导无产阶级专政， 培养出党和阶级的严
密组织和严格纪律，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 。社
会化大生产，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是推动社会革命进程的决定性力量 。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 毫不奇

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④ “两个彻底决裂 ” 思想说明，
就共产主义社会来说，要同阶级社会中以私有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彻底决裂 ，建立以社会占有制
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就新社会的主体，特别是共产党来说，应树立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思想
道德和科学文化。共产党的思想革命是推动社会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前提和基础 。
共产主义革命是不断革命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
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
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 ，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

① 《列宁全集》 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73 页。
② 《列宁选集》 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1 ～ 13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2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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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① 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 是长期的历史过程。 这
需要经历政治革命、无产阶级专政、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消灭三大差别、 实现 “四个达到 ”
等历史任务。在不同的革命阶段， 共产党需要根据具体情况， 不断进行思想革命， 提升组织建
设，学习新的本领，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 这需要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
一，把阶段性目标和最高目标结合起来 ，在推进社会革命进程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以党的自我
革命推进社会革命进程。
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社会革命是党的自我革命的目的和方向，
党的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内容和先导 ，二者统一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 离开社会革命，
党的自我革命将失去阶级含义； 离开党的自我革命，社会革命将失去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
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辩证统一的思想理论 ，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社会革命的实践中坚持党的自
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实践、经验和启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把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坚
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 ，把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统一起来 ，以党的
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 在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两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 ，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
（ 一） 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统一的历史和实践
在领导革命斗争中 ， 毛泽东把党的建设作为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 ， 要求 “建设一个全
国范围的 、 广大群众性的 、 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 党 ”。②
通过三湾改编 、 古田会议 、 延安整风等重大举措 ， 从思想建设 、 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三个方面
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 从而保障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 与此同时 ， 中国共产党也从
幼年走向成熟 ， 从局部执政到执掌全国政权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 由于社会革命的任务
远未完成 ， 共产党仍然是革命政党 ； 与此同时 ， 由于担当执掌全国政权的领导角色 ， 共产党又
是执政党 。 在这种情况下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 是推进社会革命的根本政治保
证 。 这一时期 ， 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 实现
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 中国共产党也成功地实现了政治地位 、 社会地位的根
本转变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3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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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 毛泽东提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任务 。 他指出： “社会主
义革命成功了没有 ？ 还没有成功 。 建设叫不叫社会主义革命 ？ 也是革命 。 技术革命 ， 文化革
命 ， 都没有成功 。 人与人的关系 ， 意识形态 ， 这些方面的革命还没有完成。”① 中国共产党是
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 没有共产党自身的革命 ， 就没有中国社会革命的伟大事业 。 坚持
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 ， 是党的自身革命和社会革命统一的历史逻辑 、 理论逻辑和实
践逻辑 。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
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处在这样
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② 社会
制度的变革需要伟大斗争； 伟大斗争是推动伟大革命的直接动力 。
从根本上说，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认识和掌握整体斗争
艺术，才能推动整个社会发展与进步。毛泽东指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是建设
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 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 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
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 ，实行民主专政
的可靠保证。”③ 这是对人民民主专政历史任务的高度概括 ， 是对党执政能力的高度概括， 也是
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统一的高度概括 。
（ 二） 通过增强党的本领推进社会革命
发展社会化生产，推进经济建设， 是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中心任务。 毛泽东指出， 中国进入
“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
时期”，要求共产党要 “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 成为内行， 这是我们的任务 ”。④ 领导经济
社会建设，从外行转变为内行，是共产党执政本领更新的客观要求 。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 ， 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 前一个主要是
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 ， 后一个主要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 。 毛泽东指出 ， 中国处于一个革命转变
的时期 ， 即 “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 ， 由革命到建设 ， 由过去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
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 ， 到文化革命 。 我们国家要建设 ， 就要有技术 ， 就要懂得科学 ，
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⑤ 毛泽东痛批 “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 ” 的短板， 指出党的中央委员会
“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 ”。 强调 “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

①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 第 3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82 页。
② 《毛泽东文集》 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2 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2 ～ 253 页。
④ 《毛泽东文集》 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95 页。
⑤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 第 3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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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许多科学家。”① 党必须通过自身的不断学习和不断提高， 来不断推动技术革命和文化
革命。
（ 三） 通过党的建设工程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民主革命时期 ， 毛泽东把建设 “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 称为 “伟大的工程 ”。
新中国成立之后 ， 党中央强调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 要求保持革命时期的战斗精
神 ， 继续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 防止资产阶级 “糖衣炮弹 ”， 反对 “和平演变 ”； 培
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
手中 ， 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 认为这是党坚持自我革命 、 推进社会革命
的力量源泉 。 官僚主义和党内腐败是妨碍社会革命的绊脚石 ； 反对官僚主义 、 反腐倡廉是党自
我净化 、 自我革命的重要体现 。 刘少奇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不关心基础 ， 不为基
础服务 ， 反而伤害基础 ， 就是官僚主义 。 总是搞官僚主义 、 宗派主义 ， 势必搞成人民和官僚主
义集团的矛盾 ， 直到这种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 人民就要起来推翻这个上层建筑。”② 毛
泽东进一步指出，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 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③
毛泽东还指出，腐败现象不除，“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④ 习近平总书记继
承发展上述思想，强调指出： “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 最终必然亡党亡
国。”⑤ 坚决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 坚决反对党内腐败， 才能弘扬共产主义精神， 引领社会革命
不断前进。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共产党处于政治领导地位，承担着更为艰巨的新的历史任务 。这就需
要不断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增强新本领； 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和革命锻炼，始终保持共产党
的阶级性、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成为真正的钢铁战士和多功能战士 。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
义作为最高理想，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统一 ，以
社会革命引导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伟大事业 。

三、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是，整个世界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大的历
史时代这个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和合作将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社会

① 《毛泽东文集》 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2 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2 ～ 223 页。
③ 《毛泽东文集》 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8 页。
④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17 页。
⑤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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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任务远未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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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①
（ 一）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是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提出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历史经验。中国理论创新、实践
创新、制度创新步伐之快，中国社会面貌变化之大，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坚持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
骨。“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所在。”②
坚持党的自我革命，是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前提和保障 。先进的社会形态代替落后的社
会形态，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阶段性成功 ，对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社会
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都具有重大意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不要忘记共产党是革命者
的阶级本质，不要丧失革命精神这个内在动力。 时代是出卷人， 共产党是答卷人， 人民是阅卷
人。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继续进行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③
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必须继续进行党的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共
产党最鲜明的品格。革命尚未成功，斗争远未终结；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时代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 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发
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
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④
党的自我革命是兴党强党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有 8900 多万党员，440 多万个基层党组
织，要防止陷入 “革别人命容易， 革自己命难 ” 的境地。 当代中国， 世情党情国情深刻变化，
党面临 “四大考验”、“四种危险” 的挑战，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复杂多样，
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 “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 ‘四大考验 ’、 克服 ‘四种危险 ’， 确保党始

①

习近平：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人民日报》2018 年 1

月 6 日。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90 页。
③

习近平：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人民日报》2018 年 1

习近平：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人民日报》2018 年 1

月 6 日。
④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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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①
党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党自己手中。目标越高，任务越重，风险越大，考验越严峻，越要
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 能不能坚持不
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 ， 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② 革命精神以革命实
践为载体，革命实践以革命精神为引领。失去自我革命的精神，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就无法
完成社会革命的远大目标。
（ 二）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 ，统一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作
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结合起来 ，把自
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统一起来，在伟大斗争中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实现伟大
梦想，必须推进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是党
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要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实干兴邦，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新时代，党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
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这就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西化复古； 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荣誉、利益，反对一切分裂势力和敌对行为的破坏活动 ； 统领整个经济社会建设，战
胜一切困难和挑战；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 都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
在斗争中增强革命本领，在领导建设中提升执政能力，在战胜困难中推进社会革命，执政党才能
始终是真正的革命党，才能坚持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统一 ，朝着伟大社会革命的目标接力
前进。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根本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的建设，推进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
党的初心和使命。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
建设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党的建设
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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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自我革命的载体， 党的自我革命是党的
建设的基本内容； 党的建设过程也是党的自我革命过程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继续保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55 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91 页。
③

习近平： 《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全党努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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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不断增强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
力，把社会革命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统一于新时代党的自我
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全部进程。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
设成为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
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在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①
（ 三）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
在伟大斗争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也成就党的自我革命。从对立统一规律来说，应处理好对
立和统一、斗争和合作的关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三大
革命运动。伟大革命运动与伟大斗争是统一的。 伟大斗争存在于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军
事、外交、党建等各个领域。其他一切斗争，如反腐败斗争、净化党内政治生活的斗争、与破坏
法治现象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同自然灾害的斗争、 禁毒斗争、 军事斗争、 反分裂斗
争、反恐斗争、反殖反霸斗争、同保护主义的斗争等，都是三大革命斗争的表现形式。
社会生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新时代的中国，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 奋斗目标，
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 战略布局， 坚决打好精准
扶贫、防化风险、环境污染三大攻坚战等，都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现 。党领导人
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广泛领域，触及深刻利益格局，涉及尖锐矛盾和问题，面临各种复杂
体制机制障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 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

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 ，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 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
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② 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精神，把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共
产党的历史使命和生命力之所在 ，也是共产党阶级性的内在要求。
通过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实现党的自我革命 。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关键是敢于解剖自我、解决
自身问题。党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是解决时代问题能力的反映 。社会问题是时代的呼唤，又是社
会进步的台阶。只有解决时代问题，才能推动社会革命； 而只有掌握解决社会问题的本领 ，才能
弥补自身缺陷，不断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 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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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条主线，继续从严从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
设、制度建设，坚持问题导向，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①
解决社会问题和解决党的自身问题是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
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② 回避社会问题， 做时代的逃兵， 结果小问题变成大
问题，小管涌变成大塌方。只有敢于直面问题，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我跨越，才能给
党和人民事业注入活力。
推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关键是抓好少数领导干部。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
班开班式上，要求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必须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
过硬、能力过硬、 作风过硬。 信念过硬， 要做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诚实践
者。③ 这 “六个过硬”，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要求， 是时代先锋的必备品质， 是共产党自
我革命的重要表现。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 强身健体的根
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 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
径。”④ 讲政治，要求党的高级干部树立政治理想， 把握政治方向， 站稳政治立场， 提高政治能
力，遵守政治纪律，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 ，使自己的
政治能力与担任的领导职责相匹配 。
综上所述，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统一 ，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共产主义
运动的科学结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之道。世界在变幻，实践在发展，形势在变化，任务在更新，中国共产党
只有不断进行本领更新、制度创新，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
能力，提高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能力，提高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能力 ，才能由现实的此
岸驶向美好的彼岸，由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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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tanks are mainly expressed in the two dimensions of influence and challenge： in terms of its influence，they believe
that China is changing from an “global leader of innovation”to a “global leader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and from an “economic shock”to a “China shock”； in terms of challenge，it mainly lies in
Western concerns about China's rise，the intensifie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nd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corruption，
and regional imbalance in China.

On the Unity of Party's Self-Ｒevolution and Social Ｒevolution ……………………………………… Liu Cang （ 22）
Social revolution is the goal and direction of a party's self-revolution； a party's self-revolution is the content and
requirement of social revolution，and the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revolution.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lead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unity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has guided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with social revolution，and has
promoted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 revolution with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thus ensuring China's continuous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ust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achieve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in the great struggle，and realize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through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so as
to build a Marxist governing party with the courage for self-revolution.

 Studie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 with “New Demand Management”
………………………………………………………………………………………………………… Yan Yilong （ 32）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moved from a shortage economy to a relatively surplus stage，and the lack of
effective demand has become a fundamental challenge. The main reasons are that potential demand of public consumption
and public investment is suppressed under the market mechanism，private consumption is not fully released because of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exports have been reduced by the failure to fully release the potential need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solution is to build a new framework of social aggregate demand for the“six carriages”，namely
private investment，public investment，private consumption，public consumption，exports and potential global demand. In
order to break the ceiling of 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it is necessary to push forward“new
demand management”. The“new demand management”is different from economic stimulus policies，and it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tap the potential demand in order to create a more sustainable growth
mechanism than the free marke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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