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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必须始终做到“三个坚定不移” 

 

李崇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  要]  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伟大革命，必须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改革开放是社会

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始终保持其正确方向。改革开放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必须坚定不移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改革开放，实现坚持改革开放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内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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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

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

伟大历程的基础上，系统和深刻地阐明了改革开放

的十条基本经验及其贯彻落实的战略思路，是新世

纪新阶段指导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他

在谈到其中第二条经验时指出：“必须把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牢牢扭住经济

建设这个中心，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1](P15)从其整个讲话的精神实质来理解这条经验，我

认为，这是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团结奋斗中，必须始终做到“三个坚定不

移”，即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必

须坚定不移地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

坚定不移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实现坚持改革开放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内

在统一。 

一、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 

伟大革命，必须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 

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处于低潮、和平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我国体制

上积累的弊端已妨碍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下，

而作出的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决择。改革开放

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必须始终

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从根本上说，这是我们时代

提出的历史性课题，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发展的

必然要求。 
第一，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过程及全局

看，体制改革是其中一个必经的发展环节，是我们

时代提出的前沿性历史课题。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

开创、发展和逐步取得胜利，是需要各国工人阶级

及其政党团结、带领和指导广大劳动人民坚持不懈

地进行奋斗，并不断解决各个时代的历史性课题的

长远过程。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贡献，是

创立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

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列宁和斯大林的主要贡

献，是根据自己时代的特征和革命实践，把马克思

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在帝

国主义统治体系的“薄弱环节”首先获得突破，在

俄国（苏联）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

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中国，毛泽东的主要

贡献，是基于我国国情和革命实践，倡导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在主要由他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

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指引党和革

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和开创社会主

义事业。总之，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他

们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和主要任务，是革剥削“制度”

的命，是争取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创建社会主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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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新事业。新时期，邓小平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和主要任务，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

下，要革传统的僵化“体制”的命，即通过体制改

革和体制创新，以完善其基本制度，而使社会主义

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这种体制性的革命是其制

度性革命的继续、拓展和深入。包括中国在内的社

会主义各国，如果不适时而正确地进行这场“新的

伟大革命”，那么就会由于体制僵化而窒息社会主

义制度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事业就可能走向停滞、

萎缩和失败。所以，邓小平把改革视为“中国的第

二次革命”，[2](P113)胡锦涛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新

的伟大革命”，其意蕴是极为深刻和深远的。 
第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看，体制改

革的历史必然性取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目的在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

进步。过去，我们在理论上往往强调通过革命推翻

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是解放社会生产

力，其后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

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3](P218)邓小平

独具慧眼。他看到，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不仅同社会主义制度有关，而且同作为和体现这种

制度的实现形式、运行机制的体制也有关。即在社

会主义制度下，也有一个继续解放生产力的问题。

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

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

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

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P370)这个

科学论断，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对其社会基本

矛盾理论的深化和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体制

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使生产关

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

础发展的根本方法和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主义社

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发展上得到

了 30 年年均 9.8％的持续、快速和稳定增长，并在

国家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

等方面也有显著的发展进步。这有力表明，我国实

行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战略决策，是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三，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具体和历

史的统一看，只有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才能

找到和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

发展模式。科学社会主义为我们提供的是基本原理

和基本原则，而不是固定和现成的发展模式。在中

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更是史

无前例和创造性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

式可循。因此，我们党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切合中国

实际的社会主义。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马克

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

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P3)30 年

来，我国通过实行以经济改革——由计划经济体制

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的全面的

体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

了伟大成功，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尽管当

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在我们中国却出

现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高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人民从自己长远和亲身经历

中，都深深地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

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既然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就不可能

一帆风顺、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没有困难、矛

盾和问题。然而，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中遇到

和积累的矛盾与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

问题，只能在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深化和完善改革

开放，才能创造条件、逐步得到解决。我们坚信：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意、顺应

时代潮流，其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

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必须坚定不移

地加以坚持和不断推进。 

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必须坚定不移地始终保持其正确方向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就必须

坚定不移地“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因

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所

以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是它内在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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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和现实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阶

级的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

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

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

还有可能激化。因此，国内外敌对势力会极力破坏

和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加紧实施其“西化”

和“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同时，由于各种复杂

原因，社会上对改革开放也客观地存在着不同看

法。除了在拥护改革开放的广大人民群众、党员和

干部中尚且存在着认识差异以外，还会长期面临

“左”和右的两种错误思潮的干扰。目前，一方面，

“左”的理论噪音和错误影响依然时有所现，必须

加以警惕和防范；另一方面，右的即资产阶级自由

化思潮的渗透和扩散，与西方“西化”和“分化”

我国的政治图谋相互呼应，有恃无恐，不可掉以轻

心。所谓“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论调；

所谓以西方即美国的“普世价值尺度”和“价值准

则”，作为“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

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是“任何民族 为

始终的制度进化归宿”的论调；所谓以“人民民主

宪政”代替“人民民主专政”等等论调，其目的，

都是企图影响和误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都是企

图反对和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反对和颠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企图在中国复制名为美国

式、实为附庸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坚决而鲜

明地反对、抵制和克服形形色色的“左”和右的错

误影响，坚定不移地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

向，是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并不断推进中国社会

主义改革开放的重要政治前提。 
其实，所谓“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质和发展方向上，必须通过体

制改革和体制创新，力求完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而不是怀疑、背离和抛弃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即在现阶段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纯而又纯的公有

制经济；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

导，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而不能搞资

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在文化体

制改革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社会主义

文化，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全盘西

化；如此等等。从根本上说，要始终保持改革开放

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依靠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

路线的正确指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规

范和保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坚持党的“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对此具

有 为直接和关键性的决定作用。所以，胡锦涛把

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条基本经验完整地概括为：

“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结合起来，

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

正确方向。”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根本的是必须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奠定

物质技术基础。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改革开

放的根本出发点，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和国家兴

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必须长期扭住不放、

毫不动摇。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

护、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四项基本原则是

立国之本，是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

前提和制度保证，必须始终如一、自觉坚持。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改革开放，通过

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使社会主义焕发出生机和活

力，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充分体现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

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必须长期坚持、不

断推进。 
总之，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

路线，是一个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

一整体，须臾不可偏离、丝毫不可偏废，必须全面

坚持、一以贯之，落实和体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实践统

一，必须始终围绕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

便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社

会发展进步提供经济支撑；而这“两个基本点”的

内在统一，源于它们是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的。一

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

前提和制度保证，四项基本原则能够规范改革开放

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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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现实根据和力量源泉，改革

开放能够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时代特征和深化其思

想内涵。党的基本路线是立国、兴国、强国的重大

法宝，是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政治保证，是

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幸福线。我们全党

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

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

走越宽广。 
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源于理

论上的彻底和政治上的清醒。只要我们基于实践，

把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要我们始终坚定而自觉地

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就能做到不为任何

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就能始终保持我国

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三、改革开放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必须坚定不移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改革开放 

我国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焕发了社会主义

制度的生机活力，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发展面貌已经

大为改观，综合国力大为增强，物质技术基础大为

厚实，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国际地位大为提升。我

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中国改革开放走

向成功，是我国社会位居于时代前沿的深刻变革所

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社

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代表着世界历史的主潮和人类

的未来。 
目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的机

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从发展的外

部条件看，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我们时代的主题，对

外开放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越来越有利于我

国。但是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特别是近年肇始于

美国、当前迅速蔓延于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使

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更加严峻，造成比较严重

的经济困难。从发展的内部条件看，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为突出，虽然改革和发展的基

本面是好的，但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不仅难以

绕开而且更加突出。粗放高耗低效的发展方式难以

为继；资源和人口约束、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

形势日益严峻；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

贫富差距拉开的过快和过大；就业和维稳的任务不

容乐观等问题，都迫切要求我国转向科学发展、和

谐发展的轨道，迫切要求通过坚持和不断推进改革

开放，为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

性，提供体制和机制上的保证。所以改革开放是科

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用科学发

展观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统领党和国家各

项工作的全局。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针对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

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新成

果，对于用好发展机遇、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

矛盾，对于推进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

具有 为切近的指导意义。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

第一要义，抓住了改革和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

和根本；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民生，明确了以人民

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提出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为发展方式的转变指明了正确

方向；强调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为解决各种社会

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正确指导。坚持科学发展

观，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则，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体系，是

完全一致的。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

繁重任务，我们只有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才能更好地坚持、贯彻落实其社

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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