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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近两年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也明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把稳中求
进从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和方法论上升
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全局高度，作出的战略谋划和
科学决策。

把稳中求进上升为治国

理政重要原则，是重大而深远

的战略考量

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是治国理政
依据的法则和标准，体现的是国家治理
内在的规律性。把稳中求进确立为治
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体现了进入新时代
我们党对世情、国情、党情及治国理政
规律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

我们党继续领导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的必然要求。习主席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
会革命 97 年的实践中得来的。这表
明，这个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社会从
近代以来面临“数千年前所未有之大变
局”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
纵深、全方位、革命性巨变，包括中国
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等社会巨变。越是带有飞跃性质的
社会巨变，越要注重稳中求进，否则就
可能因根基不稳而在行进中遭遇挫折。
骑自行车“骑得太慢不动会摔下来，骑
得太快也容易栽跟头。只有明确目标、
根据不同的路况、把握不同的速度，才
能骑得又快又稳，掌握平衡”。骑自行
车尚且需要掌握稳与进的平衡，率领十
几亿人的“梦之队”推进带有历史飞跃
性质的伟大社会革命，更需要掌握稳与
进的平衡。离开了稳中求进，就不可能
有摘取伟大社会革命成果的光辉未来。

强国复兴征程上实现国家由大向

强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们前所
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
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行百里者半九十，强国复兴绝不
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越是接近目标之时，我们遇到的阻力
和压力就越大，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
预料的风险与挑战也不断增多。越是
风险挑战增多增大，越要注重稳中求
进。只有审慎认清前进道路上的各种
陷阱，科学设计规避各种陷阱的正确
路径，同时闯关夺隘、勇毅笃行，做
到稳中求进，我们才能妥善应对强国

征途上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进入潮平两岸阔的新境界。

世界大变局中为人类文明提供强大

正能量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正发生前
所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
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
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各国正
面临增长动能的深刻转变、全球发展方式
的深刻转变、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刻转
变、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变。在这个世
界大变局中，中国坚持稳中求进，无疑是
世界的福音。从“稳”这个方面看，中国的
“稳”为世界大变局提供了“确定性”这一
全球稀缺资源，中国成为世界和亚太地区
的“和平稳定之锚”。从“进”这个方面看，
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每前进一
步，都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红利，为世界各
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有利的机遇、更
宝贵的发展经验。

稳中求进作为治国理政

重要原则，具有丰富而深刻的

科学内涵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阐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时指出：“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
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
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这是对经济领域稳中求进科学内涵的
深刻揭示，也为我们从治国理政这个
更广领域理解把握稳中求进提供了基
本依据。
“稳”，就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坚

持底线思维。把好向、兜住底，才有
治国理政的“稳”。这就好比雁群高
飞，头雁领好向，尾雁不掉队，雁群
就能稳定飞翔。把好向，靠的是保持
战略定力；兜住底，靠的是坚持底线
思维。对治国理政来讲，保持战略定
力，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和方向不动摇。我们党要在新的历
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
坚决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条
底线，坚决反对任何改变社会主义制
度性质的图谋。同时，还要高度警惕
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
险，高度警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
坏的危险，高度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
“进”，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向前

迈进。梦在前方，路在脚下。实现梦
想，靠的是沿着正确道路步步趋近，
这就是“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进就是要走一小步、两大步，
即从现在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从 2020年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年到本世纪中
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通过这三
步走，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稳中求进的“进”，不仅是指这
些宏观的“进”，还包括用一系列中观
和微观的“进”来支撑每一步宏观的
“进”，也就是落实每一步发展战略，
都要一环接着一环扣，一锤接着一锤
敲，使每一步宏观的“进”都能由若
干步扎扎实实、具体而微的“进”累
积而成。
“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

一个整体来把握。“稳”和“进”相辅相
成，有机统一。“稳”是“进”的前提和基
础，立足未稳就不可能“进”；“进”是
“稳”的升级，“进”到新的高度可以实现
更高水平的“稳”。“稳”是“进”的方式，
稳妥、稳当地进才能进得有序、有效并
可持续，否则就会进入失序甚至混乱状
态；“进”是“稳”的体现，保持适当节奏
和力度的“进”本身就是“稳”。“稳”规约
“进”的“度”，确保“进”始终运行在适度
的轨道上，防止出现超越时代条件和国
力承受限度的“大跃进”；“进”提升“稳”
的质，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就
能刷新“稳”的内涵，使经济社会发展在
提质增效中实现新质的“稳”。总起来
把握“稳”与“进”的关系，就是要做到中
央要求的：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
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
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战略上勇于
进取，战术上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

把稳中求进重要原则贯

彻到推动强国复兴的伟大实

践中

贯彻落实充满辩证意蕴的稳中求
进重要原则，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要在准确把握
稳中求进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
把这一原则贯彻到推动强国复兴的伟

大实践中去。
稳中求进需要更加注重强基固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不动摇，不断做大做强经济实
力，为实现强国复兴提供了坚实支撑。
新时代，我们要真正实现民族复兴，还
必须继续大力强基固本。一方面，虚胖
不等于强健，经济建设在做大规模的基
础上还必须进一步提质增效，特别是要
进一步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把发展
基点放在创新上，发挥创新对拉动发展
的乘数效应。“基”，不仅是物质之
“基”，还有精神之“基”。强基，不仅
是物质基础厚实，还必须是血脉基因纯
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铸就的红色基因，
必须牢牢坚守，永葆初心，永不动摇，
永不变质！

稳中求进需要更加注重伟大斗争。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稳中求进
是在科学应对矛盾中的动态平衡。在强
国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还要应对重大挑
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
决重大矛盾，这些都有赖于通过开展伟
大斗争来不断化解矛盾，实现稳中求
进。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五个更加自
觉”概括了伟大斗争的基本内容。伟大
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特别是党的自我革命。必
须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发挥彻底的自
我革命精神”。这样的自我革命，特别
要求“稳”。要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用法规制度为伟大斗争提供
坚强法治保障。

稳中求进需要更加注重尊重包

容。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合力论认为，
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决定
历史的结果。相互联系的力既可能在
协调中聚合，也可能在对冲中抵消。
强国复兴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民的历
史合力。要让这个合力值达到确保实
现强国复兴的区间，就必须包容。包
容，既是对多种社会群体的尊重，也
是社会主导力量的壮大。在新时代，
只要是有利于强国复兴的力量，我们
都要秉持尊重的基本态度，怀着包容
的博大胸襟，使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智慧源泉充分涌流，汇聚成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稳中求进：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刘光明

摭拾一句西方俗语，不论你喜不

喜欢，也不必在意史学家们关于战争

的发端是规律性还是概率性的争辩，

战争始终是人类历史“客厅里的大

象”——想想看，一旦家里客厅闯入一

头大象，你能视而不见吗？

根据收藏了超过10亿词条的牛

津英语词库统计，在当今人类最常用

的100个词的历次统计中，排名第一

的始终是“时间”。“战争”虽然稍有后

移，可依然排在40多位。而来自考古

学、人类学、文化学和统计学的证据都

表明，这一排名还算靠谱。

有一个我们现在常见的词，是由美

国著名诗人惠特曼创造出来的——“史

迹”。诗人写的是诗，而历史却在用血

与火刻画出一条不可磨灭的战争痕

迹。无论是在史学、文学还是宗教经典

作品中，无不清晰地延伸着这一“史

迹”。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孕

育了古希腊史学的《荷马史诗》充满了

血腥的细节与情节，为什么在《圣经》中

据说很仁慈的上帝动辄就要下狠手消

灭一个城市(包括全城老幼)，为什么读

千年《史记》总是以“秦失其鹿，天下共

逐之”的惨烈战事描述最为精彩……

《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戎自不必说，而祀的主要功能其

实也是在为战争进行动员和集结兵

力。而我们可以从史书中看到，东西

方对此有着惊人的耦合。亚里士多德

写道：“斯巴达王（即古罗马君主）有两

种职能，主持祭礼、指挥军队。”而地中

海文明的创立者克里特人，更是脑洞

大开地把祭祀战死者的墓地称为“香

榭丽舍”。不错，今天巴黎的香榭丽舍

大街就源出于此，意思是“乐园”。

真实的历史所呈现出来的，可能

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般诗情画意，

然而，我们没有权力轻鄙或指责历

史。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

月十八日》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

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

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

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

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早期原始文明遗迹表明，不是“随

心所欲地创造”出来的战争始于“血酬

定律”——以暴力获取生存的酬劳。

部落间为了食物和安全，兵戎相见，仇

杀不断。西方哲学家施特劳斯有这样

的论断：“战争与和平构成了人类生活

的整体。故而理解战争就意味着理解

人类生活的全部。”可问题是，在进入

文明和理性时代的进程中，人类如何

才能真正理解战争？或者说，战争带

给了人类怎样的思考？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这

是列宁的经典之论。战争常常包涵着

人类不同意识形态和生存方式之间的

较量，每一次大的战争都带给我们对人

类终极问题的哲学思考，对后世产生的

巨大影响常常超越了战争的胜负。比

如对战争性质正义与非正义的评判，就

改变着人们思考战争的“认知框架”。

毫无疑问，战争的重要价值之一

在于让我们认识到和平的可贵，但谁

也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常识，战争与和

平的解释权最终是在强者手中。《伯罗

奔尼撒战争史》中写得分明，创造了灿

烂文化的雅典人蛮横地宣称：“只有双

方势均力敌时才有和平可言。强者自

能得到他们想要的，而弱者必须付出

他们该付出的。”

近期有一部电影叫《至暗时刻》，

说的是二战初期英国与纳粹德国孤军

奋战的故事。为什么要称之为“至暗

时刻”，不仅因为纳粹的凶残，还因为

愚蠢的绥靖政策——1933年，英国执

政党的竞选要点竟然是“关闭征兵站、

遣散陆军、裁减空军……”。撒切尔夫

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她当年作为一

个关心政局的小女孩清楚地记得，在

德国军队开进布拉格、迈出挑战世界

秩序的步伐时，英国议院里还在投票

反对征兵……

俄国作家陀斯绥耶夫斯基有句名

言：“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是否配得

上所受的苦难。”是的，一个民族如果

不能正视战争那头“客厅里的大象”，

如何能配得上他们千百年来所经受的

战争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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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稳中求进确立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体现了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对
世情、国情、党情及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 读史札记

品读经典

释义：2018年3月10日，习主席在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

表团的审议时引用，语出南宋范晔《后

汉书·郭陈列传》，意思是小小的蚂蚁

窝，能够使堤岸溃决；针芒般大小的孔

眼，也能使气泄掉。后人常用这句话比

喻小事不注意，就会出大问题。

解析：现实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往
往从一件小事、一个细节把握不住开始，

堕落成为腐败分子。小事小节是一面镜
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习主席在
此引用，旨在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
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防微杜渐，做到
“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
惑”；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更要如履
薄冰、如临深渊，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
逾矩，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林 彤辑）

堤溃蚁孔，气泄针芒

有一次，董必武同志因为六角钱
平不了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
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
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
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
费铺张的权力。”他执意在机关大会上
作了检查，并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党员领导干部是各项工作的决策者、
筹划者和组织者，其一举一动都有极
强的示范引领作用，尤其是在对待自
身错误上敢不敢闻过则喜、知错就改，

也体现了一种担当。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任何人都有

可能犯错，但关键在于对待错误是否有
正确的态度。有的同志不能正确认识
自身错误，“手电筒专照别人，不照自
己”，对自己的错误视而不见甚至找借
口把责任推给别人；有的唯恐被揪住
“小辫子”，影响权威、降低威信，对错误
百般遮掩，甚至“背着牛头不认赃”。越
是敢于自我纠正，越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认可；越是遮遮掩掩、躲躲闪闪，越是会
被群众瞧不起、看不上。正所谓“过而
能改，善莫大焉”。只有坚持自我纠错，
才能总结经验教训，找出问题不足，及
时纠偏正向，真正做到“打一仗，进一

步；吃一堑，长一智”。
习主席曾指出，面对群众的眼睛，

领导干部自我要求越严格越好，勘误
纠错越主动越好。犯错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不知错、不认错、不纠错。作为
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因为怕犯错误而
消减干事的激情，不能因为犯过错误
而背上思想的包袱，而要有“知其不
善，则速改以从善”的思想自觉和认识
自觉，有错必改，从善如流，发现错误
及时反省改正，不搞“下不为例”，看到
别人犯错不搞“与己无关”，而是及时
“内自省”，不断审视自己、修剪自己、
完善自己，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以
新的力量走向真理”。

自我纠错也是一种担当
■王 韬 朱永杰

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静止不变的终
极状态，还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
程？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是明
确的。他们始终从发展变化的视角来看
待社会主义，强调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
是一个充满辩证运动、不断发展改革的
社会。1890年 8月 21日，恩格斯在致奥
托·伯尼克的信中写道：“所谓‘社会主
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
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
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强调事物
是运动发展的，提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
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同时，
他们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一个不断变化
发展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社会
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他们看来，代
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应当同其他社会
形态一样，也需要经历一个由低级向高
级、由不成熟向比较成熟、从不完善向比
较完善的长期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哥
达纲领批判》中曾依据社会发展的成熟
程度，明确提出未来社会分为两个基本
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
段。“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

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即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受社会生产力发
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制约，“因此它在各方
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
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使
得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建立起完
美无缺的社会制度，必须通过不断提高
社会生产力，通过调整变革生产关系和
上层建筑，逐步摆脱旧的传统观念和社
会痕迹的影响，进而走向新的更高发展
阶段。

在 19世纪 90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
党内，一些人教条主义地把未来社会作
为一种固定的、抽象不变的社会形态，作
为一种具有先验本质、没有任何矛盾的
理想状态。针对这些错误认识，恩格斯
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提出“社会主义
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一著
名论断。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作为一个
历史的、发展的社会形态，其在不同发展
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生产组织形式总是
不断变化的，是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的统一。社会主义之所以不断发展变
化，其根源就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以
往社会改革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巩固统治
阶级的统治、满足少数统治者的享乐需
要，而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则是为了让
广大人民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推动

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实现解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

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同样处在不断
发展和改革的进程中。改革开放 40年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发
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构成要素及其内涵不断丰
富，成为包括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
化在内的有机统一整体；人们对社会主
义本质及其基本特征的认识日益深
化，不断开辟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
境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基础
上，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
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是依据我
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形势和时代条
件的变化审时度势得出的科学结论，是
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不断变化发
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必须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刻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着
力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按
照新的战略安排和战略部署，不断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

院）

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静止不变的终极状态，还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对
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是明确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高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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