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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科 鲁保林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
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
种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尤其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中长期发
展规划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五年一个台阶， 十年一个飞跃，

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
期稳定的奇迹。

当前，“十四五”规划编制工
作全面启动。“十四五” 时期是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
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
年。在这一重要背景下，了解和
认识中长期规划对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指导作用，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以自觉性能动性
消弭自发性盲目性

第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
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

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
无政府、无计划性，导致周期性
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祛除这一病根，要求国家有计划
地、 自觉地组织社会生产和流
通，以自觉性、能动性来消弭自
发性、盲目性。

当然，具体的实现条件和呈
现方式需要各国依据自身情况
进行摸索和创新，而且在社会主
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会有所
不同。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和发展是一个自觉推进过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
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 历史地看，从
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新社会的
诞生都是因为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已
经成熟。为了适应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新的生产关
系和交换关系最后“破壳而出”。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自觉的推
进过程，这是它的特殊之处。政府除了要为经济活
动创建制度规范以外，通过中长期规划来指导经济
社会发展是其重要职能之一。

第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赶超型特征决定
了建设进程的规划性。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的现代化道路起点非常
低。如果没有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实难突破低
收入陷阱和完成工业化所需的基础性积累。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果断放弃指令性计划管理
手段，实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但并未放弃发展
规划这一制度优势。只是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
放推进， 五年发展规划的定位和功能逐步转型，内
容更加突出战略性、政策性和综合性。

同时，实践充分证明，五年发展规划作为党中
央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是联结中央与地方、政府
与企业、国家与个人、当前与长远的有效纽带。

既惠及当下也立足长远
平衡局部和整体利益矛盾

五年发展规划见证中国发展奇迹。从“六五”

以来，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式转移到现代化建
设上来， 绝大多数规划指标都能提前或者超额完
成。具体来看，五年发展规划是如何发挥战略导向
作用的呢？

一是组织动员。

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践来观察，五年发展规划
是一个有效的激励体系，可以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
极性。尤其是对于约束性指标，实施目标责任制管
理，层层化约、层层分解，直到成为摸得着、看得见
的具体行动。

二是统筹协调。

五年发展规划科学贯彻“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
相结合”的原则，强调“两点论”：

一方面，规划部署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
生产力布局以及重大改革任务等，都是为了解决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深层次重大问题。

比如，“十三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重大工
程有 160 多项，涉及科技创新、结构升级、基础设
施、生态环境和民生改善等方面。这些工程和项目
具有基础性、关键性、引领性和战略性作用，既惠及
当下也立足长远，是调整经济结构、增强发展潜力、

引领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另一方面， 五年发展规划具有统筹重大战略、

重大举措的时空安排功能，注重从宏观上协调跨时
期、跨部门、跨区域的资源配置，平衡短期利益和长
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

科学编制并有效实施中长期发展规划，有利于
维护国家发展战略的连续性、稳定性，避免或者减
少贪大求快、目光短视等行为，减少公共资源浪费。

三是目标导引。

对微观市场主体来说，市场形势像天气一样充
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此时，相关规划确定的国家
战略目标、经济政策取向等，就可以起到“天气预
报”的作用，从而增强市场主体的行为理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中长期规划作为发展蓝图和
行动纲领，具有举旗定向功能。以此来指导经济社
会发展， 彰显了党和人民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

能动性。

（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找出马克思没有“过时”的答案

■ 游昀之 陈志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
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
义，是马克思主义对一般自然规律、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执政党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的科学阐释，科学分析了人类、政党、

国家和民族的演进及其动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四史”是什么
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四史”学习教
育中处于何种地位，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呢？这是当下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清
楚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界社会主义发展的 500 年历史是马
克思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从理论到实践、从
一国到多国、从单一到多样的历史。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来， 是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苦
难走向辉煌的历史。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获得
人民支持、赢得革命胜利、渡过建设难关、迎
来改革辉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
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的历史，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
义革命、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从一穷二白走向全面复兴的历史；改革
开放 40 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
放、从僵化走向活力、从落后走向发达、从?
界边缘走向?界中心的历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共产
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

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 走出了一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界社会主义命运、中国命运的历史变
迁，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情、国情的契合。

“四史”的本质，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四史”之本体，

揭示了“四史”之真谛；“四史”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之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科
学的?界观和方法论统领 “四史” 内容、过
程、结果、走向及其动因，因而成为打开“四
史”宝库、揭开发展之谜的金钥匙。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和发展
的观点，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

实践的观点、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是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贯穿于马克思
主义发展全过程， 体现了人类活动的客观
性、主体性、能动性、目的性和具体性。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的
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

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它是发展着的
理论， 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
重复的教条。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马克思
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
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列主义的伟大
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实践相联
系的。

上个?纪末，在?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
严重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坚定进行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推动了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
系列重大理论创新，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

学习“四史”，就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相
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诞生
以后，“过时论”就始终伴随其左右，理由主
要有两个：一个是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另
一个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挫折和局部
失败。

学习“四史”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可以
从中找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的答案。因
为，“四史”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
不断发展创新的最好证明。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
和方法，做到“四史”融会贯通。

马克思的整个?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
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
研究的出发点和指导这种研究的方法。在
“四史”学习教育中，要明确学习目的、掌握
学习方法，准确把握“四史”学习教育的根本
出发点和落脚点。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
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
进的必修课。在此过程中，要用唯物史观所
提供的分析工具，透析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
规律，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回顾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不仅深刻改变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而
且是将历史和现实的经纬贯通起来的一条
红线，是认识历史全貌的科学的视角、立场
和方法。

“四史”不仅给人们提供素材、史料和

现象，更需要人们抽丝剥茧、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 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进行科学分
析，进而揭示真相、发现规律，这恰恰是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超越各种思潮的独特优
势所在。

19?纪末 20?纪初， 在中华民族处于
生灵涂炭、任人宰割的年代，无数仁人志士
对许多主义和思潮进行过尝试， 资本主义、

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
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更
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结果都无济于事。

只有马克思主义依靠真理的力量以及
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逐步引领中国人
民走出了黑暗、建立了新中国。今天，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我们
将进一步走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
幸福。

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是
立党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创新发展的基本
遵循和理论源泉。由此可以说，“四史”本身
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历史产物。只有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精、悟透、用好，才
能真正把“四史”学懂弄通。

“四史”是一个整体，相互交织、相互贯
通，接续传承、因果递进，不能机械地割裂开
来。在“四史”学习教育中，要注重把高度和
深度结合起来，要侧重把“四史”的理论源
泉、理论创新与历史事实、实践进程结合起
来去学。

马克思主义既是广角镜， 又是显微镜。

广角镜可以看清历史全貌，显微镜可以看清
历史真相。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视野下学
习“四史”，不仅能更准确地了解历史发展的
客观过程，还能更深入地发现史实背后的本
质规律。

“四史”并非只是过去时，更是现在时、

将来时。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守正创新、学思践
悟，书写更加精彩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

（作者分别为上海杉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院长、上海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切忌把“个别”夸大为事实乃至规律
■ 周书俊

在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过程中，往往需要
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但也要注意的是，单
个孤立的历史事件并不能正确反映历史事
实，更不能科学反映历史规律。单纯强调个
别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往往会导致事件的片
面化、碎片化，从而脱离客观实际而不再是
“客观事实”，因而也就不能正确认识、科学
把握历史事实与历史规律。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既尊重
每一个历史事件，又要从历史事件中找出决
定历史发展进程并带有规律性的历史事实。

要对个别的历史事件采取具体的、历史的观
点来认识和把握，使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历
史发展的进程客观地、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
前；要反对那种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历史局
限性的各种唯心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切忌
把个别历史事件夸大为历史事实，乃至上升
为历史规律。

历史是时间的持续性， 离不开历史条
件、历史背景。任何历史事件都是那个时
代的产物，具有历史局限性。人们看待历
史事件同样也具有历史局限性，也会受到
历史条件的制约。历史事件是历史长河中
的点、线、面，依靠时间将其变成持续性。

因而，历史是无法割断的，能够保留下来
的历史事件又势必会越来越清晰。这就是
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之间的辩
证关系。

历史的发展进程是由历史事件构成
的， 但历史过程并不是历史事件的简单相
加，也不是历史事件的堆积。人们对历史事
件是加以选择的， 总是将那些重大的、决
定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记录下来，以史明
鉴，启迪后人，以免重蹈覆辙。因此，历史
事件本身与历史记载的历史事件也并不完
全一致。

凡是那种强调绝对无误地、全部地记录
历史事件的观点， 本身就不具有客观性。因
为历史事件不可能绝对无误地、全部地乃至
客观地记录下来的，而会受到时间、地点、人
物、事件本身所处条件的制约以及人的历史
局限性制约。在阶级社会中，还会受到阶级
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制约以及记载者本人的
主观认识局限。

但是，这并不妨碍历史事件的“客观性”。

我们既不能因为历史事件具有主观选择性
就否定它的客观性，也不能因为历史事件的
客观性而否定它的主观性。当然，篡改历史
的也有。如何区分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哪些
是篡改后的历史， 既需要具有丰富的历史
知识，也需要具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只有
正确运用唯物史观，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历
史事件，从而到真正的历史事件本身中去寻
找答案。

历史事实是对历史事件的概括和总结，

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
义上说，它高于单个的历史事件。举个例子，

日本军国主义侵犯中国这个历史事实是基

于许多历史事件的定性，其中个别的所谓历
史事件并不能推翻这个历史事实。

历史事实是对历史进程的总体把握。

在了解历史时，不能停留在某一个单纯的、

孤立的历史事件上；在评价历史事件时，要
看其对历史事实、 历史进程起着怎样的作
用， 不能任意夸大或缩小历史事件的历史
意义。

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
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历史规律性并不否
认历史进程的曲折性，也不否认历史进程在
特殊情况的后退。同时，历史必然性也不否
认历史偶然性。恰恰相反，历史必然性正是
通过无数历史偶然性展现出来的。

还要看到的是，同一个历史人物在不同
历史时期可能会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

有时甚至会有性质相反的历史作用。 阶级
分析方法要求把历史人物置于一定的阶级
关系中， 同他所属的阶级联系起来加以考
察和评价———

一定的阶级总是要推举或产生出自己
的代表人物， 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因
而历史人物的作用受到所属阶级的制约；历
史人物的沉浮，也往往同他所属阶级的兴衰
息息相关。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代表人物的
局限性。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对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平庸而可笑的
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展开的分
析，堪称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

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典范。马克思强调，在阶
级社会里，如果抛弃了阶级分析方法，对历
史人物的评价就会陷入“那些所谓客观历史
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

无产阶级领袖代表的是历史上最革命、

最先进的阶级，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大
作用。在评价无产阶级领袖时，同样应该坚
持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 一方面，

要高度肯定他们带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
展的伟大功绩；另一方面，也不回避他们的
失误和错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能把历
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 也不能
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
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
去衡量和要求前人， 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
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这一重要论述
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 对于分析和
评价包括无产阶级领袖在内的历史人物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

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
史”既有交叉，又各自成史。其中，用“史”说
话，用“史”观今，至关重要。只有坚持和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坚决反对历史虚无
主义，才能正确领会和把握“四史”，才能更
好地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步先手棋，激活四重效应■ 陈秋玲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这步先手棋，是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棋筋”（对棋形死活、双方胜负
至关重要的棋子），要进一步激活示范效应、引
擎效应、协同效应、叠加效应。

第一，聚焦示范区定位，释放标杆引领
功能。

要积极探索从区域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
体化制度创新，强化改革系统集成，在更高水
平上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

加快打造生态绿色新标杆、 创新发展新高地、

制度创新试验田。

近期可重点围绕一体化、高质量的要求，创
新江南水乡新业态，打造融运河文化、水利治水

文化、渔耕文化、休闲文化的水美文化带，加快
实现跨域一体、绿色共生的示范和引领功能。

第二，聚焦共同体建设，带动区域协调
发展。

破解体制机制障碍， 加快释放引擎效应。

例如，可把此次疫情防控的好做法进一步固化
下来，把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弘扬开来，把一体
化发展的“硬核”打造得更加强大、更有竞争
力，强化分工合作、整体联动，各扬所长、相互
赋能。

一个重点是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行

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以“一网通办”“最多
跑一次”改革为牵引，以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
化为抓手，联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营
商环境。

第三，聚焦卡脖子技术，加快形成攻坚
合力。

长三角科教资源丰富、 区域创新能力强、

科创产业紧密融合，但在卡脖子技术领域的攻
关合力还没有真正形成，高能级的区域协同创
新平台联动效应还没有快速释放。

面向全球高科技领域的挑战，要规避创新

源头枯竭化、 创新政策空转化等风
险，强化创新突破和高端引领，产出
更多“从 0 到 1”的原创新成果，布局
更多引领性的产业。 重点可围绕人工
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数字经济

等，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政策链衔接。

第四，聚焦一体化重点，强化重大战略
叠加。

要进一步完善网络节点、 畅通战略通道，

打造枢纽型的大交通、 综合性的大市场、开
放型的大平台、智能化的大设施；要推进重
点领域的高标准建设、布局高起点的重大平
台，真正实现同频共振，助力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

（作者为上海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教授）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过时论”就始终伴随其左右，理由主要有两

个：一个是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挫折

和局部失败。学习“四史”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可以从中找出马克思主

义没有“过时”的答案。因为，“四史”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

断发展创新的最好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