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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特征
蔡文成

披沙拣金矢不移 苦心孤诣登文坛
王彦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相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相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从制度的广度到制度的深度、从制度的覆盖面到制度的体系化不断拓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

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我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只有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在创新驱动下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不断探索、不断实践，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好和巩固好，完善好和发展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遵循

和根本制度保障，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金秋时节，文友屈丽娜在网上
透露——筹划出版个人诗集。于
是，便留言期盼大作早日面世。

时隔不久，延安市作家协会召
开了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当县、
区及各行各业百名作家代表齐聚
圣地宝塔山下、延河之滨，为之喜
庆欢呼之时，洛川诗人屈丽娜给大
家送来她的诗集《浮生纪》，使大家
更加喜出望外。

捧着沉甸甸的诗集，伴随着翰
墨书香，让人感受到一种愉悦的同
时，也感受到作者潜心伏案的不
易。惯于书生之气、舞文弄墨之嗜
好，脑海里突然闪出“披沙拣金矢
不移，苦心孤诣登文坛”的句子，算

是对她诗集的片面概括。
屈丽娜是延安文学圈里一名

颇有声望的女诗人，是洛川县文联
主席、《果乡风》杂志主编、青年诗
人、作家。由此，我对她的创作也
自然而然地关注起来。当她的诗
频繁地出现在《社区文化》《延安日
报》以及许多网络媒体和刊物时，
我曾对朋友讲：“水深则流缓，语迟
则人贵。屈丽娜是一位执着的诗
人，是了不起的潜力股诗人。终有
一天，会一鸣惊人，登上文坛。”果
然不出所料，短短两三年间，她如
火山喷发之势扑向诗界，并以特有
的创作方式，引发人们的再度关
注。她用自己的行动，激起创作的

浪潮，让更多知难而退的文学者看
到一丝光明与希望；启迪和激励更
多的草根，为梦想成真而坚定前
行。

我对诗并不在行，但作为朋
友，写点碎语，目的在于“鸡蛋里挑
骨头”，希望她能够变得更加理性
与冷静，实现更大的文学理想。

客观公正地讲，屈丽娜的诗集
是成功的，是能代表其创作水准
的，算是一部难能可贵的上乘之
作。依我愚见，《浮生纪》是身在闹
市的作者多年来的心灵寄语，是纯
文学和原生态并驾齐驱的结晶。

屈丽娜的诗集，通体直白，不
乏哲理，耐人寻味，使人受益匪

浅。在“文字如血液”之中，让人感
受到一种质朴、自然与亲和；彰显
出独具匠心、句句如玉的审美境
界。独辟蹊径的创作风格，无不昭
示着她善于洞察世态、熟知生活、
词汇凝练的非凡功力。我认为，她
的诗实现了平凡与伟大，生活与哲
理的融合与统一，尤其《给苹果》一
诗，用与众不同的表现形式，让人
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灵共鸣。这是
诗人挑战自我的成功之处。还有
一个难能可贵之处，便是字里行间
无不凝结着浓浓的恋乡之情。语
言平实简朴、由浅及深，散发出一
种原生态的芳香，勾起人们对黄土
高原的无限向往。在不知不觉中，

使读者迷上这块神圣的土地，思索
起它的千古玄机。她的文字让人
踏上雄浑的山山峁峁，步入茂密的
森林，顺着那些潺潺河流去寻访千
年遗址，追忆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踪迹……

一本书的内涵和意义所在，无
不凸显着两种作用——一是启迪、
感悟人生，二是引导、激励人生。
读她的诗，品古今荣辱，让人在浮
躁中宁静，感悟到人生真谛。从某
种意义上讲，这就是真正的文人风
骨。她靠着自己的勤奋执着，耕耘
着属于自己的伊甸园，把芬芳四溢
的累累硕果献给大众，值得人们敬
佩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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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
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
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
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
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
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
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
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
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
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是在
中国社会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
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
的，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
新相统一的伟大成果，是具有鲜明
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
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蕴涵着“中国
之治”的制度密码，承载着“中国奇
迹”的治理效能，具有强大生命力和
巨大优越性。

一、高度的政治性

政治是事关国家根本的大问题，
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方向和道路。

“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
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
败。”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
的优良传统，政治性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根本属性。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
科学社会主义为原则，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是人类政治文明
进步的历史成果和人类制度文明史
上的伟大创造，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与政治原则、鲜明的政治目的与政治
方向、深刻的政治属性与政治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人
类社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理论、文化的制度形态和实践方
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必由之
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
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精
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
本保障，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的政治根本和制度根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的制度体
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
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是“总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
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体现
和决定着我国制度体系的政治性质
和政治方向。党的领导制度是“统
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
特征和最大的优势，决定和保证着制

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政治目标和政
治使命，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
在。马克思主义是“灵魂”，是我们立
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指引我们
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强
大思想武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基石”，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根本制度，是人民当家作
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新
时代，我们必须坚持党的政治领导，
把准政治方向，夯实政治根基，涵养
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
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
的政治保证。

二、深厚的历史性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
的历史，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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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
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
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
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
的根本成就，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
和深厚的历史特征。“一个国家选择
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
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
恩赐和强加给我们的，而是在改革
开放 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
是在新中国成立 70多年的持续探索
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
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中得来的，
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的
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对中华文
明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我们党
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
各种代价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宝贵成
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

“飞来峰”，它是生长在中华大地，植
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所积
淀的文化传统，汲取了中华民族国
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吸收了中国国
家制度的历史智慧，独特的国情、历
史积淀、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塑造
了我国独特的制度；它是继承社会
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
从一国到多国、从革命到建设、从探
索到改革所积累的思想和制度成

果，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的先
进经验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
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任何制度都
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一个不断发
展完善、守正创新的过程。中华人
民共和国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思
想、物质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新时
期开创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在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中更
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鲜明的人民性

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制度的创
造者和实践者，人民是主权者，是社
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实践
创造的、代表和保障最广大人民利
益的、深得人民真心拥护的好制
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属
于人民”的国家制度。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立场、秉持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
创造的结果，是体现人民意志、激发
人民创造、保障人民权益、以人民为
主体的国家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是“为了人民”的制度体系。
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和立足点，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治理体
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制度和国
家治理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
所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创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
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1956年完
成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人民当家
作主的新纪元，把人民的意愿、人民
的力量和人民的智慧凝聚在人民当
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创造
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依
靠人民”的治理体系。毛泽东指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
史的动力。”人民始终是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最大底气，是我
们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根本力
量。人民的信赖、人民的支持和人
民的拥护，始终是国家根本政治制
度的深厚力量源泉和牢固政治基
础。因此，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

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
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
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
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
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四、严谨的科学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
的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
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
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的认识，及时把普遍的社会规
律、先进的制度成果、成功的实践经
验转化为制度体系，使我国国家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既体现了人类社
会进步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
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遵循科学社会
主义原则。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原则的实践形式和实际运用。它坚
持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自由
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价值目标，遵
循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生产规律，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公有制在经济基础中的主体地
位，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中国化时代
化具体化，让科学社会主义在 21世
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支撑国家治
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系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具有本质性、根
本性、全局性和决定性等特征，是制
度体系的“根基”，发挥着“定盘星”的
作用；基本制度具有基础性、长期性、
支撑性、稳定性等特征，是制度体系
的“树干”，发挥“压舱石”作用；重要
制度具有重要性、具体性、多样性和
发展性等特征，是制度体系的“枝
叶”，发挥“组合器”作用，通过固根
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根本制
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形成了“制度
链”，构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
有效的制度体系。

五、显著的优越性

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更基
础、更持久、更管用、更有效的力

量，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
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
争。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
越性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
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是
因为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制度框
架，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了具体的制度举措；
形成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的制度规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搭建了具体的制度
平台，形成全面推进民族、宗教、国
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
和国家统一、统一战线、外交等各
项工作的制度条件，为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具体
的制度保障。衡量一个社会制度
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
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
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有机统一起来，把开
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
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是一套行
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
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
结凝练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
系的 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人民当家作主
的根本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思想优势，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
优势，全面依法治国的治理方略优
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体优势，
与时俱进的自我完善优势，独立自
主和平发展的优势，等等，形成制
度合力和优势伟力，不仅是形成

“中国奇迹”的实践经验，而且是支
撑“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标志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经验
和规律不断成熟与自信。

六、实践的创新性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
永无止境，制度完善永无止境。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
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是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是历史和
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
机统一的制度体系，是改革创新、
与时俱进、不断自我发展和自我完
善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党和人
民在革命、改革、建设的长期实践
探索中，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
面实践经验，深度聚焦中国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
等各方面具体实践，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上，及时把
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
形成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鲜明
的实践性和创新性。创新是一个
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
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坚持总结历史和面向未
来相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相
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
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
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从制度的广
度到制度的深度、从制度的覆盖面
到制度的体系化不断拓展的基础
上形成的“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
革创新”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
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我国国家治
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只
有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在创新
驱动下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才能为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
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
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
的制度体系。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
战略任务。我们要始终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自觉
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
信，不断探索、不断实践，把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好和
巩固好，完善好和发展好，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遵循和根
本制度保障，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
代化提供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
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作者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