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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理想高于天”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要义
朱佳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 要] 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把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紧密相
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要义。所谓“革命理想”，就是指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所谓“高于天”，就是指坚定这一理想对于共产党
员来说高于一切。在当前复杂艰巨的国际国内斗争面前，我们更要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用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去抵御风险、解决矛盾、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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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实质和基本方略第七条时指出：“必
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1](P23)在强调用这一思想武装全党
时他又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
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
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
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
实实践者。”[1](P63)这说明，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把实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紧密相联，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要义。

一、革命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 5 月 4 日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年大会讲话（以下简称“五四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的两句话，即“马克思首先是
一个革命家”，
“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这段话原文是：
“马
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
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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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
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
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
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2](P1003)可见，马
克思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进而指导无产阶级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而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就是说，马克思主
义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现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早已结
束，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
还说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为了革命，是否脱离实际了
呢？人们有这样的疑问并不奇怪，而且正是因为有这样的
疑问，才会使“要把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主
张颇为流行了一段时间。然而，这个主张是错误的，是对
“革命”的片面的狭隘的理解，是把“革命”与“执政”
人为割裂和对立的结果。革命的概念有多种含义，有的指
生产力领域的革命，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有的指社会
领域的革命，如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组织和
建设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特有的
革命）；有的指精神层面的革命，如革命精神、革命干劲。
因此，革命并不仅仅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选择走
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前进，相对于世
界资本主义秩序来说，也是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革命理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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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不难看出，他所说的“革命理想”，正是指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他所说
的“高于天”，正是指坚定这一理想对于共产党员来说高
于一切。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 月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号召全党学习周恩来精神时又强调：“不
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
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3]这里说的“不要忘记我们是革
命者”，我理解也是要我们不要因为做了执政党而忘记自
己同时还是革命党，要继续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用革
命精神做好眼下的各项工作。我们无疑要按照十九大的部
署，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推进祖国统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科教
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等战略，但所有这
一切，如果离开了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都是做不好的。
“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是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仍然要进行一个阶级推
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这种“继续革命”的理论当然是错
误的，应当否定，而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被否
定。但否定这种含义的“继续革命”，并不意味着否定了
本来意义的继续革命。对此，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用很大篇幅作过阐述。其中指
出：纠正这一口号的错误，“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
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
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
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
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
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
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
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4](P844-845)

二、坚定革命理想就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要求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主张，
追根溯源，是受了“告别革命论”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影响。这种观点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
它很容易把我们党的执政混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从
而使一些党员干部丢掉党的最高理想和为人民服务、密切
联系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革命传统、革命精神、
革命作风，助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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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近些年，干部队伍和党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这种
主张的散布就有很大关系。
有人为了实行所谓“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还提出共产党改名的主张，说什么“不改名人家不敢投
资”。陈云听到后讲：“共产党这个名字表明了她的奋斗目
标，改名字怎么能行！延安时期就有人提过让共产党改名
的建议，毛主席说：什么名字好？我看国民党的名字最好，
可惜人家已经用了。”[5](P110)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
也不无针对性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
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
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
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
藏的玄机。”[6]“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
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
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
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7]这些论述再清楚不
过地表明，我们党执政后并不等于革命任务完成了，不用
再继续革命了，这个革命不是别的，就是为建成社会主义
而奋斗，直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前些年还有一个观点十分流行，即“共产主义遥遥
无期，今后只要讲社会主义就行了，不必再讲共产主义。”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
会讲话上，引述陈云的话说：“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
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
阶段。”[8]后来，他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
上进一步指出：“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
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理想高于天。”[9](P241)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共产
主义是很遥远的事，为什么我们还要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坚
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呢？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看，
我认为可以把原因归纳为四点：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依据共产主义理想确立的，
“这样整个逻辑才成立。
如果前提都不要了，就完全变成了实用主义。要回到我们
的本源上去认识。”[9](P133-134)在“五四讲话”中他还说：要
“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
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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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奋斗终身。”[10](P16-17)第二，只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
信念，共产党员才会有精神支柱，才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
态，才有可能做好当前的工作。第三，只有坚定共产主义
理想，一代又一代持续努力，共产主义才有可能最终实现。
第四，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员就会变质，共产党就
会瓦解。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
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6]

三、当今人类社会仍然处于向共产主义曲折迈进的
历史时代是坚定革命理想的时代依据
同如何理解革命这一概念相关的，还有一个如何认识
当今时代性质的问题。有人说，现在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了，更不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
的时代了，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是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亵渎，也是对党中央精神的篡改。改革开放后的
历届党中央关于时代问题的提法，都是讲和平与发展是当
今时代的问题、主题、课题、特征，从来没说过今天不再
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的
时代或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时代特征与时代
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说时代性质变了，不要
说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失去了时代依据，就连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也没有时代依据可言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
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
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
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1]
在“五四讲话”中他又指出：“尽管世界社会主义在发展
中也会出现曲折，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也
不会改变。”[10](P10-11)显然，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历
史时代，只能是马克思、恩格斯指明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
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以及列宁、毛泽东指明的帝国
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他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总趋
势，也只能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事实上，他
在 2013 年的“1·5”讲话中就明确说过：“马克思、恩格
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
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
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
是曲折的。”[12](P117)正因为当今仍然处在这样的时代，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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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总趋势仍然没有改变，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有根据，为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奋斗才有前途，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不要忘记
我们是革命者”才有必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和发展关系的集
中体现之一，就是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更加紧
密地把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不忘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结合在一起。在当前复杂艰巨的国际国内斗争面
前，我们尤其需要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用“革命理
想高于天”的精神，去抵御风险、解决矛盾、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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