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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研究】

略 论 党 的 理 论 旗 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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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当代中国 ,高举邓小平理论 的旗帜 ,就是 真正高举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旗帜 ,说明

了我们党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 系的深化 ,反 映了马克思主义在 当代新的发展的实 际 ,表明了我 们党对邓小平
理论的历 史地位、指导 意义认识上的新飞 跃 ,是更高 的举起了马克思主 义的旗帜 ;要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 旗帜 ,
还要解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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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旗帜

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 ,同

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 ,旗帜就是形象”。旗
帜问题的实质就是由方向和形象体现的党的指导

时高举这三面旗帜。在没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思想。 我们党历史上都是习惯地把指导思想称作

作出严密阐述的情况下 ,这种表述会使人们感到

我们党的旗帜。

与党的指导思想的唯一性相矛盾。 1993年 11月

一

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
的讲话中 ,在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同

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 ,并提出这一理论“是指引
我们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 ; 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提

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之后 ,提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 ,就郑重

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经过延

的概念。第一次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

安整风和党的七大 ,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 , 强调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

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
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经过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并号召全党同志和全

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 ,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

国各族人民“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旗帜”。

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
旗帜上” ,“在当代中国 ,有了这面旗帜 ,有了这个

十四大之后 ,在研究我们党的理论旗帜问题

精神支柱。 一个有五千万党员的大党才会有更加

的过程中 ,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党过去高举马列主

坚强的战斗力 ,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大国才会有

义的伟大旗帜 ,后来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
帜 ,现在我们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更加强大的凝聚力”。“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
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义理论的伟大旗帜。这种三面旗帜的提法 ,很容易

都写在我们“自己的”这面旗帜上 ,这一表述科学

给人一种误解 ,好像我们举起后一面旗帜而抛弃
了前一面旗帜。而还有一种较普通的提法则是: 我

地反映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历史的
统一 ,避免了容易造成的误解。 1997年 9月党的

们党“高举马列主义旗帜、毛泽东思想旗帜、邓小

十五大首次公开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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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理论”称为“邓小平理论” ,提出“大会的灵魂 ,

中表现。同过去我们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

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并第一次提出

不是抛弃、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 ,今天 ,我们

在当代中国 ,“坚持邓小平理论 ,就是真正坚持马

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 ,举起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
帜 ,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
旗帜 ,因此 ,这当然不是抛弃、贬低马列主义、毛泽

旗帜”。

东思想 ,而是真正的高举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二

想的旗帜。

十五大强调了在当代中国 ,高举邓小平理论

再次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
践证明 ,在当代中国 ,只有邓小平理论 ,“而没有别

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

想的旗帜 ,说明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在认识上的深化 ,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新的

个论断只有经过了近二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 ,到
了十五大才能做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经受了

发展的实际 ,表明了我们党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

“六四”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考验 ,经受了

地位、指导意义认识上的新飞跃。这样的提法不是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 这些考验证明了邓小平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抛弃、贬低 ,而
是更高的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理论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唯一正
确的理论。 这里讲的唯一性 ,不是排斥马列主义、

这是因为 ,首先 ,“在当代中国 ,马克思列宁主

毛泽东思想 ,排斥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是一脉相承的科学
体系”。 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属

当做教条的“本本”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个别词句的照搬照抄。 只有把马克思主

一个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

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

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说出许

理论 ,才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

多“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 ,但它没有离开马克思
主义发展的大道。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 因此只有高举邓小
平理论的旗帜 ,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思想都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历

义事业全面推向 21世纪。

史进程的认识成果。 虽然他们形成于不同的历史
时期 ,但都遵循了同样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基

三

本原则和根本方法。 邓小平理论包容了马克思列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对待马克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它的“理论基础”

思主义 ,有个学风问题: 究竟是从本本出发 ,还是

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没有丢掉老祖宗”。
其次 , “邓小平理论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 思主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
的现实问题。”学风问题的实质 ,就是对待马克思

义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毛泽东

主义的态度问题。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首先

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

必须解决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承和发展 ,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
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

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实现问题。 马克
思主义理论作为普遍真理必须通过各国革命和建

思主义 , 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介环节 ,使它本国化 ,其

“当代”是从时间范畴来划分的邓小平理论与毛泽
东思想的不同阶段性 ; “马克思主义”是从体系范

理论指导作用才能到实现。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才能解决中国问题。 为此 ,必须从方法论上搞

畴表明他们一脉相承的统一性 ,“新阶段”是从发

清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任何事物都是一般与个别

展范畴说明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四大

的统一。一般只是大致的包括个别 ,但一般比个别

从九个方面列举了二十几个主要思想、观点 ,十五
大报告中概括的“新境界”、“新的科学水平”、“新

深刻、抽象。 个别不能完全进入一般 ,但个别比一
般丰富生动。离开个别的一般 ,就不可能反映个别

的科学判断”、“新的科学体系”就是这种创新的集

的特性 ,必然使作为抽象的一般脱离丰富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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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从而无法找到指导个别的途径。马克思主义

义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设

基本原理中不可能全部包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

想当“教条” ,当“圣经” ,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殊性。 只背诵马列著作中的一般结论不能解决中

通过对帝国主义和俄国实际进行深刻分析得出社

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 ; 只讲中国的特殊性 ,
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 ,不是马克思主义。只

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 如果没
有列宁的“离经叛道” ,就不会有世界上第一个社

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与中国实际的 个别相结

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毛泽东同志也不是从马克思、

合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创造出“中国的马克思

列宁的书本里寻找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

主义” ,作为一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得
到实现 , 才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指导作用。

革命胜利的途径的。 因为那里没有中国的蒋介石
和陈独秀 ,没有中国革命的现成答案。针对一些人

“ 离开 自己 国 家的 实 际谈 马 克思 主 义 ,没 有 意

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态度 ,邓小平

①

义” 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 “共产党员是
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

同志曾一针见血的指出: “他们的观点 ,实质上是
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 ,

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

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 ,就说这是违反了马

②

才能实现”。 这里的民族形式 ,就是马克思主义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就是犯了弥天大罪”④。邓

的民族化 ,就是毛泽东同志曾提出过的 ,各国共产
党人“自己的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

小平同志历来主张 ,老祖宗一定不能丢 ,丢了就要
丧失根本 ,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这里的“不能丢”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的民族形式。 不从理论和

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本原理。 但他

实践上搞清楚这个问题 ,就不能正确认识邓小平
理论的历史地位 ,自然就不可能真正高举邓小平

坚决反对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教条 ,从老祖
宗的本本里寻章摘句 ,以为只要上了书本的才是

理论的伟大旗帜。

正确的。他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个

其 次 ,在整体上 必须从“方法论”和“理论基

别观点、结论僵化固守照搬照抄 ,因为马克思主义

础”的意义上对待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说过: “马克
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

的一些具体观点可能随实践条件变化而被修正。
邓小平同志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通过批判“两个

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

凡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

③

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他只
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他在中华

线 ,把我们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
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某些错误

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

观点中解放出来。 改革开放 20年的实践证明 ,按

说: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可

“两个凡是”去做 ,就不可能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以看出 ,恩格斯、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
论基础”和方法论看待的。 他们认为 ,马克思主义

会主义理论 ,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大发展。不彻底
清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就不能正确认识邓小平

为我们提供的是研究、认识新情况的“理论基础”

理论的历史地位 ,因此也不可能真正高举邓小平

和“方法论” ,而不是为我们提供万古不变、适用于

理论的伟大旗帜。

各国实际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答案。 具体答案需
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方法论”指导

再次 ,必须用发展观对待马克思主义 ,以研究
中国的现实为中心 ,废除静止孤立地研究马克思

下在实践中去探寻。 我们经常说坚持马克思主义

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 ,随着时代

原理 ,原理就是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能够作
为其他规律的基础的规律。邓小平同志在《结束过

的前进不断发展和创新 ,才能解决实践不断发展
而提出的新问题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

去 ,开辟未来》这篇谈话中指出: “绝不能要求马克

命力的原因之所在。 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

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

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我们

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
的马克思主义者 ,就在于他不是从马克思的书本

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 ,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能指导
我们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我们今天研究学习马克

中寻找革命的道路。 他没有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

思主义的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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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解决我们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因此“一

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

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业 ,全面推向 21世纪 ,我们还必须运用马列主义、

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着眼于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不断探索创新 ,

理论的运用 ,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 ,着眼
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⑤ 以我们正在做的工作

以解决新的实践和新发展。 十五大报告指出: “把
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

为中心 ,就需要能指导正在做的事情的理论。离开

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它说明了坚持发展的辩

我们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

证关系。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但我们坚持的

的列宁、离开我们二十多年的毛泽东不可能给我
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提供具体答案。“世界形势日

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正如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 ,是坚持在改革开放中赋予新的内容的四项基

新月异 ,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

本原则一样。 1984年 10月邓小平在谈到十一届

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 ,甚至更长
的时间。 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

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这一新观点时说: “我们用自己的实

主义 ,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⑥ 不是运用马

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不是说四

克思主义来研究、分析、解决我们正在进行的生动

个坚持吗? 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⑦“深入研究

丰富的新的实践提出的新问题 ,也不是马克思主
义者。因为 ,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中找不

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并
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 ,这将是我们思想

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现成答案 ,只有以新的

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对毛泽东

思想、观点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
论 ,才能解决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同样 ,要把邓小

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 ⑧。

〔注释〕
①⑥⑦⑧

《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 , 第 191页 , 第 291～ 292页 ,

⑤

第 91页 ,第 1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M〕第二卷 ,第 4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三十九卷

④ 《邓小平文选》〔 M〕第二卷 ,第 114页。
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 旗帜 , 把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N〕 ,第 14页。

第 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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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w remarks on the banner of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 AN G Ze
( College of Law , Poli tics and M anagem ent ,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 y , Shi ji azh uang , Hebei , 050091, China )

〔 Abstract〕 In mo dern Chi na, to ho ld hig h the banner of the tho ugh t of Deng Xiaaping i s t o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M arxism -Leninism -M ao Zedo ng Tho ugh t, w hi ch dem onst rat es t ha t CPC has intensi fied i ts theo rsti cal sy st em a nd t he new dev elopm ent o f Ma rx ism . Now CPC ha s a bett er idea of the
histo rical and g uidi ng role o f the thoug ht o f Deng Xiao pi ng. In o rder t o hold high t he banner of
Deng 's theo ry, a rig ht styl e of study of Marxi sm must be establi shed.
〔Key words〕 Marxism ; M ao Zedo ng T houg ht; Deng Xiaopi ng 's theo ry; ban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