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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我们面

对着国内外急剧变化和不断动荡的局面，迎难而

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十九大报告的这个科学论

断，不仅是对最近一些年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改

革开放 40年的科学总结。它包含着更加深刻的

历史涵义。它的实质是什么呢？这其中的一个关

键是，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取得更大的成就，

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了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主

要内容是什么呢？根据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

公报以及后来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中有关的表

述，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概括：中国共产党的马克

思主义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其

中，核心的内容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检

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它们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

放的思想旗帜。正是在这个思想旗帜的指引下，

我们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

胜利。前途光明远大，道路曲折艰险。实践证

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取得更大的成就，

仍然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所以，我们必须更高

举起改革开放的这面思想旗帜。

这里，我们通过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历程，

来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实质与

核心内容，从而把它贯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建设中。

一、“拨乱反正”与“解放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和不断完

善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为科学真理比较完

整的理论形态，是有一个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

过程的。这其中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是“文化

大革命”结束后应运而生的“拨乱反正”和伴随

着它而形成的“解放思想”潮流。它在全国上下

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

思想路线的生成和发展，并使这条思想路线越来

越深入人心。现在回忆起来，对我们每个过来人

来说，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想记忆。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全国人

改革开放思想路线形成的艰辛历程
——纪念改革开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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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在盼望着快一点开始进行“四个现代化”，

急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文化大革

命”前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左倾”错

误指导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

帮”在思想理论领域里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去搞“四个现代

化”，对人们来说却成了一个大问题。比如说，

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修正

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等等。诸如此类的大问题，许多人头脑中存在着

各种各样的糊涂观念，甚至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

重大理论问题上处于是非颠倒的思想状态。在这

方面的突出反映，是由“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宣

传的“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

政下的继续革命”等，仍然流毒很深，而在个人

崇拜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造成了“形而上学猖

獗”等思想混乱局面。这些东西严重地扰乱并且

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几乎使上上下下在改革的道

路上寸步难行。

在这种思想混乱、是非颠倒的现实情况下，

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要进行

改革开放，就必须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

正”。这是当时的一个迫切政治任务。要“拨乱

反正”，首先就必须“解放思想”，打破禁锢，面

向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把人们的思想从各种束缚

中解放出来。这样，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首

要内容的解放思想，就成了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

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解放思想”呢？一般

来说，所谓解放思想，从当年的具体情况来看，

就是把我们的思想从个人崇拜、形而上学、教条

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更加符

合客观实际。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的精辟论述

是：“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

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

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

思想。”[1]他还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

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

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2] “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这个论断，

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实质与核心内容，

或者也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思想旗帜上耀眼的

亮点。

从当年的实际情况看，“拨乱反正”和“解

放思想”二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在本

质上是一致的，并且二者互为条件。因为要进行

拨乱反正，就必须解放思想；同样道理，只有真

正解放了思想，才能拨乱反正。从实际的历史发

展来看，“解放思想”是“拨乱反正”必然要求

的一种反映。所以，在当时，更加突出、更加迫

切的问题，是能不能真正解放思想。

我们已经看到，在实际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

题报告的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的讲话中，对

此做过深刻的分析：“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

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斗争很有

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

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

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

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

邓小平的这个论断，是我们党和人民总结历

史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真理，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换

来的宝贵思想财富。我们还要看到，邓小平在总

结改革初期经验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了一个重要

思想，即“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这就

是说，真正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

主；换言之，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

的解放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让人

民群众充分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而这其中的一

个关键，是“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

能力”。所以，“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

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4]。应

该说，这对于今天和以后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事

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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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改革开放初期这段惊心动魄而又令人难

忘的历史，我们会更加深刻地感到，当年的这些

思想结晶，对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

作者，也是一种金玉良言。不能说“拨乱反正”

是一个长期的课题，但是，无论是什么时候，要

创造性地阐述新的思想理论，就不能不批判旧

的、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思想理论，这样，就必

须要解放思想。事实证明，理论研究工作中的解

放思想，是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的。所以，

解放思想，民主意识，理论勇气，是创造性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真理标准讨论：改革开放的思想

先声

我是1978年4月怀着一种兴奋的心情来到中

央党校工作的，因为当时感到处处都是改革的春

风扑面而来。这其中令我终身难忘的一件事，是

全国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

是一次曾经引起世人心灵震动的思想博弈，因

此，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形成中，它的特殊贡

献，它的深远历史影响，是至今也难以充分估计

的。关于这个讨论的具体情况，从目前的一些文

献看，有不同的版本，因为主要的参加者中有不

同的单位的研究者，他们的的确确做出了各自不

同的特殊贡献。自然地，我是从中央党校这个角

度来感受这个历史事件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改革开放已是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当然，在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真正的改革开放并

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它面对着重重的思想

阻力。这方面的一个严重事件，是来自“上面”

的“两个凡是”的出笼，即所谓“凡是毛主席做

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

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无异于在满怀希望的

全国人民头上泼了一盆冷水，甚至可以说又给人

们的思想上加了一道“紧箍咒”！

但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理是谁人也束缚不了的。在

邓小平明确反对“两个凡是”的鼓舞下，通过中

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光明日报》等单位一些理

论工作者的艰苦工作，由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

胡耀邦亲自组织、指导、审定，一篇署名“特约

评论员”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大文章，于 1978年 5月 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

部刊物《理论动态》上；紧接着，1978年5月11

日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一石激起千层

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立

即引起全国上下的极大关注。就这样，关于真理

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各地、各单位、各个阶层

的人们中，迅速地展开了。

对我们党来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具有

重要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应该指出的是，胡耀

邦在这个历史关头，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习近

平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

出：“胡耀邦同志坚持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的思想路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

论。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

开展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

开放的思想先导，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

要理论准备。”可以看出，真理标准的讨论、实

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为

条件的。很显然，这其中应该看出的是，通过

真理标准的讨论，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的思想，这对于推动实事求是和解放

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不可或缺

的重要动力。

本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

命题，对我们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

说，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因为它实际上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常识性问题。对此，马

克思早就明确指出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

的（gegensta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

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

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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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

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

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5]虽然如此，在“文

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许多人的思想仍然还

被个人崇拜、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严重束缚着

的时候，公开地传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这样的道理，的确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启蒙意义。

实际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因为，在当时的那

种思想状况下，要切实地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

真正实现思想的解放，顺利地进行拨乱反正，必

须冲破许多思想阻力。很显然，那是需要理论勇

气的。就我接触到的几位参与组织、策划并成功

地推动了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同志来看，他们

不但全面运用了自己的思想能力和理论能力，而

且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也就是说，

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行者，他们在充满荆棘

的思想道路上的奋斗中，既无所顾忌，又聪明睿

智，因为他们具有崇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

所以，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整个过程中，他们堪称

为新时代思想勇士。

邓小平当年曾经说过，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

二次革命，同样道理，这个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

是一次思想的革命。这一次思想革命的杰出成

果，就是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完善奠

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有力地推动了改

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这里，我举一个切身感受的

例子，对此做一个小小的注释。大概是在上世纪

80年代初，在备课中为了更多地了解改革的实

际情况，特别是农村改革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我

们哲学教研室的几位老师来到安徽凤阳搞调查研

究。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在 1978年顶住来自

各种压力，冒着很大的风险，实行分田到户，搞

“大包干”，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他们的

经验对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有力地

推动了全国各个方面的改革。在调查研究的过程

中，农民的改革精神使我们深受教育，同时也得

到了鼓舞。当地的干部听说我们是从中央党校来

的，就很亲切地对我们说：“我们应该感谢中央

党校的同志，因为你们发动的那个真理标准大讨

论，对我们搞‘大包干’是一个很大支持”。他

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国内有一些人，甚

至包括某些领导人以及一些媒体，对凤阳农村的

这种改革作法，发出了相当强烈的反对声音，甚

至说他们是在搞“资本主义”，使他们感到有压

力；后来，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明确提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岗村的农民和

干部感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有力的支持，于是，

他们打消了思想顾虑，决心把农村的这个改革搞

下去。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和干部，在中国农村的

改革事业中，开了历史的先河。

从这次调查研究中，我们真切地感到了马克

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威力，这是真理的力量；我们

也体会到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大有用武之

地的。

三、平反冤假错案与实事求是思想

作风的进一步发扬

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特别

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霸道之时，造成了大

量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从这一段历史走过来

的人，特别是那些受到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人，

都会痛切地感到，每一个冤案都是压在人们心中

的一块沉重的石头，大多数人前进的道路都像被

蒙上了一层政治阴影。所以，要真正迈开步子进

行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必须下决心搬掉这块石

头，清除这个阴影——平反冤假错案！

应该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

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胡耀邦是做出了杰出贡

献的领导人。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胡耀邦是这样评价的：

“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推动党的组织路

线拨乱反正，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

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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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名誉，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

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得到平

反昭雪、恢复名誉。”很显然，平反冤假错案是

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又

一次解放；同时还可以这样说，党的平反冤假错

案英明之举，其更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又一次恢

复了实事求是思想作风，在实际上进行了一次生

动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平反冤假错案这

个不平凡的政治之举，使党内外的思想获得了更

大的解放，为改革开放扫除了政治障碍。现在回

顾这段激动人心的历程，如果认真思考一下，就

会承认这样的事实，平反冤假错案是一件充满了

斗争的事情。因为平反冤假错案本身，实质上是

一种尖锐的利益较量。我们已经看到，平反冤假

错案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甚至可

以说，平反冤假错案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思想

路线与各种错误思想的争夺战。所以，平反冤假

错案的实现过程，更加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

线的本质特征和巨大精神力量。

在这个问题上，实质性的思想成果，是通过

平反冤假错案，进一步增强了干部和群众的实事

求是自觉性。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我们可

以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尽管各种冤案的案情有

所不同，但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是，绝大多

数冤案，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处理案件的当事人，

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实事求是精神！所以，要真

正能够平反冤假错案，不仅需要同情心和责任

感，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

精神。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

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纠正冤案、假案、错案

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搞错了的东西，统统

应该纠正，实事求是地解决。[6]胡耀邦也一再强

调说：“我们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不

是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冤案、错案、

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

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

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

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

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

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历史时间的考验，最

终都是站不住脚的。”[7] 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全

党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平反冤假错

案才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

可以看出，在整个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

所坚持的是一种真正的实事求是精神，是一种彻

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

路线的灵魂。

四、简短感悟

作为改革开放的灵魂，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路线的形成和完善，贯穿着整个改革开放的历

史。回顾这一段思想路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思

想路线中包含的科学真理，将会有越来越深刻的

认识，会更加清楚地感受到它的宝贵价值。作为

改革开放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已经成

为全党的宝贵思想财富，我们会对它愈加珍惜，

并且应该在实践中发展它，把它推向更高的历史

阶段上去，不断地提高我们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

想理论水平。

注释

[1][2][3][4][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版，第364页；第279页；第143页；第144~145页；第

147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55页。

[7] 引自沈宝祥：《胡耀邦与“拨乱反正”》，《百年潮》

2004年第10期。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凤 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