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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意识形态工作的历程与经验∗
储著武

边

钰

[摘 要]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改革开放起步期、全面改革时期、加快推
进改革时期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时期。40 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基本经验是要做好“四个坚持”，即坚持和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手段、方式和方法；
坚持正面宣传教育为主的方针，但决不放松对错误思潮的批驳、批判；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主动权、
话语权。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要在“四个坚持”不变的基础上
继续前进，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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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紧紧围绕着党和

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改革开放起步期。
这个时期，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国家工作的中心与大局，积极融入全球化国际格局，广

化建设上来，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全

泛宣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

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任务。与此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提供

时，
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实现重大转变，
主要表现有：

了强大思想动力与智力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
意识形

第一，
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根本任务。
“文化大革命”
结

态工作做得好不好，
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束前，
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着重于谈政治、
谈阶级斗争；
随

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深入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我

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历程与经验，
是对改革开放波澜壮阔
历史的最好纪念。

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启，则要谈经济、谈四个现
代化建设。1979 年 1 月，
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提出国家

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
“把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一、
改革开放 40 年意识形态工作的
发展历程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

密切结合起来，
研究新问题，
解决新问题，
尽可能地使我
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
把毛泽东思想
推向前进，
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1]这实际
上是要求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面向实际，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
要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新要求，
要为社会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新时期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
要改进工作作风。

识形态工作围绕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党的理论

时代任务，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不断增强社

工作务虚会，以解决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

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随后 40 年里，我国意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力推动马克思
主义思想理论创新，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创造了宽松
的舆论氛围、思想空间与文化生态。按时间顺序，改革

开放 40 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改革开放起步期（1978—1984）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84 年 10 月党中央作

第二，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8 年党的十一

1979 年 1 月 18 日至 4 月 3 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
北京召开。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期间，各种思想问

题集中暴露出来。一方面，一些同志仍然受“左”的错
误思想的束缚，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
方针、政策表现出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成为思想解放
的重要阻力；另一方面，也有一部人利用党纠正“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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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机会，打着“民主自由”
“思想解放”的旗号，散布
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
想的言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任由这些不良

搞无政府状态。[3](pp.391-392)1981 年 8 月，中宣部召开思想
战线问题座谈会。这次会议讨论了邓小平 7 月 17 日讲
话，强调要改变思想战线上领导涣散软弱的状态。根

思想倾向发展下去，势必会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据邓小平的指示以及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的精神，我

以来所形成的安定团结的局面。1979 年 3 月 30 日，邓

国思想战线高度警惕“左”的错误思想，并广泛开展对

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教育、新闻、出版、广

原则》的讲话，强调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

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领域开展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

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思想战

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立国之本，也是意
识形态工作绝不可动摇的政治红线。

线的软弱涣散状态。
（二）全面改革时期（1984—1992）
自 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以城市

第三，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完成党的指导思

为重点的全面改革纲领至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是全

想的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
改革率

面改革时期。全面改革启动后，我国思想意识形态领

先在农村突破。但是，
我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问题依然

域适时进行调整，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取得新成就。

很多，
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
的认识与评价问题，
这个

但是，在全面改革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再

时候成为人们关心的重大问题。1981 年 6 月，
党的十一

次泛滥以及“八九”政治风波的发生，对思想意识形态

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工作提出重大挑战。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思

议》，
对意识形态领域争论较多的
“文化大革命”
评价、
毛

想意识形态领域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

泽东的伟大贡献以及毛泽东思想重大意义等问题做出

潮，拨正意识形态工作航向，确保了改革开放在正确轨

明确回答，
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

道上前行。

务，
为开展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随着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行，党和国家提出要

第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7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从理论上阐述我国正处于并将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2 年 9 月，党的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提出建设有中

十二大报告专门阐述“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

文明”，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

本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党的思想理论的一

包括思想意识形态在内的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要尽

次重大理论创新。

最大努力做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pp.21-28) 随后，

第二，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1986 年 9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

中写入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这个时期，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

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在社会主义精神建设理论的指引

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

下，相继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文明礼貌月”活

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

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取得新

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

发展。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国主流意识形

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态建设获得较好发展。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第五，坚决反对和批判“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上“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

第三，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随着

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些“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分别

1984 年中国作协四大的召开、1986 年学潮的发生以及

可以概括为“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
义思潮”。针对各种错误思潮，邓小平指出：
“ 要批判
[3](p.379)

‘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

1981

年 7 月 17 日，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存在着涣散软弱的

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
子”，要求思想战线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他强调，

1988 年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播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

潮再次泛滥起来。对此，
党和国家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这个过
程中，我国广泛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正面
教育，
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第四，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989 年春夏之

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而反对党

交，我国爆发一场引起极大社会震动的政治风波（简称

的领导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必须坚持党的领

“八九”政治风波）。党中央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平息风

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波，成功实现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接，维护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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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良好局面。
“八九”政治风

问题的决议》，
从努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
积极发

波结束后，我国思想战线、高等学校、企业、农村以及知

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深入持久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

识分子群体等都围绕全面、
准确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基

动、
切实增加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以及加强和改善党

本路线来展开思想政治教育，
突出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

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等方面指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

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努力把被资产阶级自

明建设的工作方向。1997 年 5 月，
党中央成立中央精神

由化搞乱的思想理论问题纠正过来，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中

邓小平所说的“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

央文明委定期召开会议，部署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

[4](p.318)
基本理论的教育，
搞几年风气就会变”
的目的。

一些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全国各地积极开展各种

第五，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 八九”政治风波平息

形式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如甘肃开展创建“河西文明

后，我国思想文化战线在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

走廊”活动，
山东开展创建
“千里海江文化长廊”活动。

潮的同时，又面临一个迫切任务，即如何弘扬中华民族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6 年，党

优秀文化。1990 年 1 月，由中宣部、文化部组织的全国

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召开。这次会议座谈交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流了“八九”政治风波以来的文化工作形势，提出要重

一项重要任务是建设和谐文化，强调建设和谐文化的

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批判对待民族文化的历史虚无

根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5](p.660)社会主义核心价

主义，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会议结束之后，我国文

值体系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

化艺术工作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
“大力弘扬民

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族优秀文化”列入“八五”规划，
《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用社会

典》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汇典》启动编纂，一大批优秀的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社会思潮，是我国意识形态

民族文化艺术创作精品相继推出。

建设的一大重要举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社会

（三）加快推进改革时期（1992—2012）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内涵进一步丰富。2007 年

自 1992 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到 2012 年党的十

10 月，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马克思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

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来凝聚人心，牢牢把握社会

程。[6](p.26)2011 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社

八大召开之前，是加快推进改革时期。这个时期，我国

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把社会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

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加强社会

化的精髓，
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7](p.564)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第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改革开放以来，邓

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第一，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人民。
这个时期，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

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要繁
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04 年 1 月，党中央发出《关于

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深刻阐述繁荣

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

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明确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

化和中国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指导方针、
总体目标，提出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以及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将其总称为中国特色社

和建设工程、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培养和

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别

造就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加强党对哲学社会

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

科学的领导。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又转发《中央宣传

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

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展”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是加快推进改革时期党的理

设工程的意见》，对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论创新重大成果。这些重大成果被确立为党和国家指

程做出部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后，

导思想之后，思想文化战线组织大规模学习和宣传活

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献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列宁

动，编写撰写并出版了大量思想理论文章和著作，成为

专题文集》等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级学科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以及武装全党

设立；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毛泽东思想、
邓小

和全国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

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思想道德修养与

第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四大

法律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主体的高等学校思

以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在坚持以往所确定的方针政

想政治课程确立；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

策的基础上继续推进。1996 年 10 月，党的十四届六中

得到完善和发展。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全会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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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搞好意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国梦”的伟大目

识形态工作，必须繁荣发展文化艺术创作，大力发展文

标，希望以此来凝聚民心。与此同时，思想理论界加大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

对“中国梦”的研究、宣传，
“中国梦”成为人们耳熟能详

精神文化产品。经过十年文化体制改革，我国文化事

的“中国话语”。除了用“中国梦”来引领社会思想以

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推出了一系列深

外，中国共产党还着重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化艺术作品，探索走出了一

价值观”。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在社会主义核心

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2011 年，党的十
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
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
以及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了重大部署。
（四）全面深化改革时期（2012—）

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 3 个方

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10](p.25)2013 年 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

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

代。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

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

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

面的价值准则，这 24 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

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扎实推进意识形态建设，

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基本

大力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牢牢掌握意识

遵循。[10](p.578)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理论创新、舆论宣

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为全面深化改革

传、教育引导、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途径，

创造风清气正的思想舆论氛围。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成为全体中国人

第一，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定文化
自信。2013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的精神追求和自觉行动。
第三，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党的十八

会议上指出：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

大以来，党大力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8](p.153)“能否做好意识

201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委（党组）意

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
[9](p.192)

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各级领导干部意识

他用“极端重要”
“三

形态工作责任制。各级党委（党组）制定意识形态工作

个事关”说明意识形态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

责任制，通过这一制度的建立来强化党管宣传、党管意

改革开放中重大而特殊的地位。在这之后，习近平先

识形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话

后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党的新闻

语权。针对互联网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党中央成立了

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6 年 12 月，中共中央

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

办公厅印发了《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国文联十大与作协九大等会议，都谈到大力加强意识

实施细则》，强调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

形态工作的问题。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同时，

重中之重，明确细化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在网络空间

党中央还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

的具体要求。经过几年努力，我国互联网领域的政治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和“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

生态发生明显变化，网络空间的“脏乱差”问题得到治

的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

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得到加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传

一步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

播正能量、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之一。

创新性发展取得重要进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对宣传、
文化、
新闻等中央有关

教育工作得到加强；革命教育和道德理想教育受到重

意识形态工作的单位以及 31 所中管高校进行专项巡

视；各种各类的优秀文化艺术作品广泛涌现，社会主义

视。这一全面巡视推动了意识形态领域以及高等学校

先进文化得到发展，文化“走出去”丰富多彩，文化软实

的全面从严治党，
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

力大幅提升。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

导。巡视工作结束以后，
中央意识形态工作部门以及高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

等学校进一步落实整改要求，倒逼意识形态责任制的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党

落实，
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扎实推进。

上下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意识形态工作继续得到加强。
第二，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第四，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在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各种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普世
价值、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历史虚无主义等
并没有退场，反而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而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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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错误思潮本质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创新。中国共产党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妄图达到

设的历史进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提出

改旗易帜的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思想意识形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

态领域加大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辨析与批判力度，敢于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与马克思

向各种错误思潮与错误观点亮剑，对部分有代表性人

主义一起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从某种意义上

物做出处理，净化了思想舆论阵地。2017 年 10 月，党

说，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的十九大再次明确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

位，最根本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

种错误观点”。[11](p.34)

化的最新成果来武装人民。

二、
改革开放 40 年意识形态工作的
基本经验

识形态工作的手段、
方式和方法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断创新意

改革开放 40 年，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不断迎接挑

战与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 40 年，我国已经探索形成一

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道路。回顾改革开
放 40 年的发展历程，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经验主
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时候，意识形态工作都不
能脱离人民群众，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改革
开放之初，我国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如理论工作、新闻
舆论工作严格遵循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将意识形态
工作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
面，确实发挥了鼓劲和促进改革的重要作用。在全面
深化改革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更加强调以人民为

态的旗帜和灵魂。马克思指出：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中心的工作导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处处为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人民着想，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有效实现新时代意

[12](pp.9-10)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马克思主义深

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指导人们进行社会实
践的科学理论。

识形态工作的新发展。总体来说，改革开放 40 年来，
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了这一根本的工作导向。

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必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始

须处理好党性与人民性之间的关系。我国是人民当

终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

位。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对于加强意识形态工

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作也有过多次论述。如邓小平指出：
“解放思想，就是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此，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充分

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

体现党的思想与主张，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3](p.179)

况，解决新问题。”

江泽民指出：
“党的思想政治工

益。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

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

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意识形态

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

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还必须不断创

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13](p.74)“加强

新意识形态工作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如果不处理好

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

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

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3](p.86)胡锦涛指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搞错意

出：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经验

识形态工作的方向。因此，要将意识形态工作做得

告诉我们，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

好，入心入脑，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

[5](p.684)

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

习近平也指出：
“意识形态

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宣传思想工作就
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
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8](p.153)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的手段、方式和方法。
（三）坚持正面宣传教育为主的方针，但绝不放松
对错误思潮的批驳、
批判
坚持正面宣传教育为主的方针，是我国意识形态
工作的正确方针。习近平指出：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

位，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

时代在发展变化，理论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

针。”
“必须支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

我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8](p.155)

同时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

坚持正面宣传教育为主的方针，实际上是要求思想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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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作（或者说意识形态工作）要着力体现社会主义核

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

心价值观，真实反映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集中关注生

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指出：
“在集中精力

活中的好人好事，揭露社会生活的主流和本质。但是，

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

坚持正面宣传教育为主，并不是说不要揭露黑暗面，不

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

是不触及问题与矛盾，而是说在宣传教育过程中要把

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

握好度的问题。

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4](p.21)只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工作不仅要坚持正面宣传教育为主方
针，而且还绝不能放松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驳与批判。

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我
国意识形态安全。

这些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
方面是“左”的思想错误，如民粹主义等；另一方面是右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国内外环

的错误思潮，如民主宪政、新闻自由、历史虚无主义等。

境、体制机制、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这两种错误思想倾向，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抵

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传统没有变，

制，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
“解放思想，
也是既要反
‘左’
，

将意识形态工作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之中

又要反右”。[3](p.379) 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是党的意识

的传统没有变，结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创新意识形

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传统。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右的思

态工作的传统没有变，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想错误有极为明确的认知，因此每当右的错误思潮抬

主动权和话语权的传统没有变。只要坚持以上四个优

头或者泛滥时总会引起高度重视；对于“左”的错误思

良传统不变，意识形态工作就不会出现大问题，就会沿

想，由于在某些原则上与党的正确思想有某种相通相

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

连之处，人们往往会忽略其危害性。现实生活中，人们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意识形

往往谈右色变，生怕被别人批驳、批判；而谈“左”则天

态工作会面临许多新问题、新风险、新挑战。随着我国

然正确，理所当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很长一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意识形态工作还会出现不少变

段时间里，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纠

化，但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创新发展思维，不断加

正“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形成的“左”倾错误思想，实现

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

义的奋斗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滥时，党又必须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反对
各种右的错误思潮，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当前，改革
进入攻坚期，我们正在进行许多具有新的伟大历史特
点的斗争。那么，在意识形态领域绝不能放松对“左”
的错误思想和右的错误思潮的批驳、批判，要深入揭露
这两种思想倾向的危害性。同时，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部门在批判、批判错误思想的时候，也要通过说服教育
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四）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牢牢掌
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主动权、话语权
当前，党和国家对于意识形态工作有了更高定位，
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改革
开放 40 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发展历程表明，任何
时候都不能放松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对意识形
态领域的领导主要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
导等方式来实现。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领导就是
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
思想领导就是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抵制和批判一
切错误思想，用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整个意识形态领
域。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领导就是在各个意识形
态部门建立党的组织，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
在宣传思想领域得到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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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
Jin-ping’s Significant Statemen
Statements
ts and Enlightenment on Adhering to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Pathwa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pening-Up： The year of 2018
mark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No matter how we evaluate and summarize the 40-year reform and opening up, adhering to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pathwa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shall be our everlasting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 In the cours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ough we ever
went through detours and made mistakes, Xi Jin-ping highlights the issue of right direction and pathway, revises the cours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nd

further specifies the correct way forward. For new glory in a new era, we shall thoroughly study and implement Xi Jin-ping’
s significant statements on adhering
to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pathwa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lways stick to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and pathway, rationally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over the past 40 years, and ensure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pathway of future reform and opening-up with a high degree of
theoretical soberness and strong political firmness. (Zhu Ji-dong)

Xi Jinping’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mplementation ：In the new era,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ver a wide range of contents, which mainly covers the importance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reform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he goal and direction of the reform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main tasks of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tc. In the new era, the reform of stated 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must be guided b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reform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olve the main problems, and strive to open up a new realm of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Zhang Guo)

On Xi Jinping’
Jinping’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 Critical Review：
Review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carried out extensive researches on Xi Jin-ping’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On the macro level, they mainly discuss the background, theoretical origin, main contents,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process, scientific

method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era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path of his thought; on the micro level,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specific fields of the thought.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tudy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 shall dig deeply into its logic of history,
reality and future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tress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research
methods.(Zhou Yang)

The Pract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1978 to 2018
2018:: Under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Capability：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been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China’s success in anti-poverty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upholding the people-oriented value, focusing on urging issues and needs for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specified system of specialized leading

agencies, carrying forward reform to promote rur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farmers’income, continually formulating a series of strategic plans, improving

a series of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focusing on working out issues of“whom to support”,“who to support”, and“how to support”in anti-poverty action.
China’s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reduction not only reduce real poverty, but also present referable mode and program for the poverty reduction all over the

world. They provide a successful example for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fight poverty and demonstrate China’s national governing capacit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Ma Wen-wu and Li Zhong-qiu)

The Transition of the CPC’
CPC ’s Outlook on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Opening-Up ：Development is the everlasting theme of human
beings, which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China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witnessed the transition of the CPC

’s outlook on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historical logic, our development includes three major phases from“standing up, getting rich to getting strong”; as for
its contents, they stretch from economy,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to ecology etc; for ideology (that of the ruling party), we are approaching towards

humanism; in terms of form, the development shifts from sheer quantity growth to poly-dimensional development; with regard to space, it surpasses the
category of nation-state and becomes the common aspir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se represent the latest thinking of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on development and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human peace and development. (Dong Bi-rong and Wei Nan-hai)

China’
China
’s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Opening-Up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general layou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PC have united and led Chinese people in breaking
down the institutional and ideological obstacles that hindere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Party has innovated the theorie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with the times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riched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explored the law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opens up

a path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cultures, and enriched people’s and cultural life. It
also has improved the ideological, mor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quality of the whole nation, promote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expanded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exchange of civilizations, and constructed the Chinese spirit and power for founding,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OuYang Xue-mei)

The Ideological Work for the Forty-Year Reform and Opening-Up: Development and Experience：
Experien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40 years ago, our
ideological work has roughly experienced four phases: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period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the period of accelerating

reform and the period of deepening reform in an all-round way.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ideological work in China has been to do a good
job in adherence to“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 namely, adhering to and consolidating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holding fast to people-centered work
orientation, continually innovating the means, methods and methods of ideological work,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ositiv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with

strict criticism and rebuke on misleading ideologies, sticking to the CPC’s absolute leadership of ideological work, and firmly grasp the leadership, initiative

and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ical work. Currently, we shall further ideological work on the basis of adhering to“Four Cardinal Principles”and improve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new era.(Chu Zhu-wu and Bian yu)

Marx and Engels’
Engels’s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on Ecological Rights and Interests for a Better Life：
Life ：Marx and Engels’
s researches on a better life includes not
only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dimension, but also ecological and ecological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fundamental appeal of their thoughts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es in safeguarding the ecologic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roletariat and to promote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Marx and Engels held that the value appeal of proletarian liberation was to realize the holistic rights and interests which included political rights,
economic rights and interests,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social rights and ecological rights, so as to achiev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a better life. They also expounded 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safeguarding ecologic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realizing a better life, criticized the deprivation of

proletarian ecologic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a better life by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and capital logic, and pointed out the path of safeguarding proletarian

ecologic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romoting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for a better life of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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