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孝通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①

———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 １１０ 周年

王延中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著名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 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

文大学做了一次著名讲座。 他的演讲稿在次年由 《北京大学学报》 以 《中华民族的

多元一体格局》 为题发表， 对形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及我国民族工作实

践开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陈连开 （１９９２） 认为这一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含义与起

源、 结构与层次、 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进行了纲要性阐释， 开辟了关于中

华民族结构的学术新体系。 周星 （１９９０） 认为， 这为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

提供了一组有力的认知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 该文发表 ３０ 多年来， 引发了一波又

一波的关注和研究。 本文主要从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的民族观、

国家观、 认同观的角度进行进一步阐发， 并在 “两个一百年” 交汇期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历史性进展的背景下，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出一些认识和

看法。

一、 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有利于形成正确的

民族观、 国家观、 认同观

民族作为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特征之人的共同体， 是自古就存在的社会现象。

４４

① 本研究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规划项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２０２０ＺＤＧＨ０１７； 主持人： 高培勇）” 与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９ＺＤＧＨ０１４；
主持人： 高培勇）” 中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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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 民族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十分流行的现代话语。 伴随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在西方国家的话语中， 民族与国家之间似乎成为同一件事情， 民族既是国家， 也就

是现代 “民族国家”。 这与古代一般包含诸多不同特征的群体或民族组成的王朝国

家有很大不同。 民族主义浪潮的不断发展导致很多传统的王朝国家解体， 追求单一

性民族建国似乎成为一种潮流， 实在无法融为一体的多群体 （或多民族）， 往往由

于各种原因纷纷解体， 新涌现了很多 “民族国家”。

作为最后封建王朝的清代中国， 也在这种潮流中逐步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

族国家转换。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已经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很多特征。 但

是， 伴随外国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步步紧逼， 中国不仅要向现代

国家转变， 而且还面临如何维护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巨大压

力。 这种压力，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多民族和已经建立起来但还不

稳定的中华民族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切入点。 多个民族共存于一个国家， 还是

在各种内外势力的作用下解体为多个欧洲那样的 “民族国家”， 成为一个十分重大

而又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不论是国内盛行的 “五族共和” 理论还是 “中华民族是一个” 主张， 或者是影响深

远的 “民族自决权” 理论或民族平等理念， 都反映出理论界、 政界如何看待和处理

“多民族” 与 “一个国家” 的关系，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１９３９ 年费孝通回国还不久， 由于与古史学者顾颉刚先生发生了关于 “中华民族

是一个” 问题的讨论， 很早就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思考。 新中国成立之后， 费孝通先

生参加了中央民族慰问团、 民族历史语言文化调查和民族识别等工作， 进一步加深

了对中国民族状况特别是民族工作情况的了解和认识。 他既看到甚至参与了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生动实践， 也看到了在民族识别、 制定少数

民族政策过程中的过多强调差异性、 特殊性对中华民族特别是国家统一问题带来的

问题和隐患。 改革开放初期， 他以 “民族识别” 为题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评述和

反思， 这为他形成比较系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做了铺垫。 特别是他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在民族地区 “行行重行行”， 看到祖国大家庭各地发展不平衡、 西部地

区人才大量 “孔雀东南飞” 的状况， 提出了 “全国一盘棋” 的思路和主张。 他在

１９８８ 年的演讲和随后发表的论文中， 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时至今日仍然散发着真

理的光芒。

多元一体在国内外学术界作为独树一帜的民族理论， 提出了很多振聋发聩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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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和系统化的理论主张。 在民族观、 国家观方面， 他以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

史为线索， 提出了比较系统的 “民族过程论” “民族融合论” “民族实体论” “民族

自觉论” “民族结构论”。 他认为， 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自发融合成中华民族， 并自

近代以来完成了从自在实体到自觉实体的转变。 最重要的是， 费先生没有停留在

“中华民族” 是不是 “一个”、 是 “实体” 还是 “组合体” 等概念的讨论中①， 而是

把 “中华民族” 与各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正式确认 ５６ 个民

族， 即汉族和 ５５ 个少数民族） 进行了分层， 提出中华民族和 ５６ 个民族共同组成

“多元一体” 格局。 这个划分既解决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层面的 “民族” 与 ５６ 个民

族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的 “民族” 的概念混淆问题， 也指出 ５６ 个 “民族” 层

次的 “民族” 不具有 “中华民族” 那样的 “国家民族” 属性， 因而不可以按照

“民族自决” 的理论寻求独立建国、 成为国际法意义上 “民族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

看， 费先生的 “多元一体” 格局理论避免了概念的繁琐论证， 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

有机结合， 也充分照顾了历史发展、 认知状况和不同群体的情感， 是科学的、 辩证

的， 也是包容的、 高明的。 在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 ５６ 个民族与中华民族国家的张

力得到理论上的解决， 为形成正确的民族观、 国家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的民族结构论， 并不拘泥于把民族的结构只是

局限于 ５６ 个民族与一个中华民族两个层次。 在此基础上， 他还提出了 “民族圈层”

和 “民族认同” 等许多理论问题。 他认为， “现在所承认的 ５０ 多个民族中， 很多本

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 ‘民族集团’， 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

的多元格局。 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 融而未合

的多种情状。” 费先生在 《乡土中国》 中对中国人人际关系的论述就是 “多圈层”

的 “差序格局” 理论， 用在形容不同的层面的民族也是很贴切的。 在此基础上的

“民族认同” 问题就不是僵化的或者是一成不变的。 事实上， 人们的民族认同、 地

域认同， 乃至国家认同都有可能随着不同场景而发生改变。 这对正确处理 “民族认

同” 与 “国家认同” 之间的关系， 进而消除内在紧张或对立、 建设多层次认同和谐

共处的理论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２０ 世纪是民族国家理论盛行的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后众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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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内学术界在很长时间内存在 ５６ 个民族是实体而中华民族不是 “实体” （“虚体” 或 “组合体”） 的看法，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 而且经常发生争论。



的纷纷建立， 标志着民族主义运动的高峰， 但也暴露出西方 “一族一国” 的民族国

家理论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主张的内在缺陷。 自古，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

族国家。 如今， 全世界 ２５００ 多个民族群体生活在 ２００ 个左右的国家实体之中。 没有

一个国家是由纯而又纯的单一民族组成的。 特别是在快速工业化、 城市化及经济全

球化导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日益打破传统 “民族” 封闭居住地及国家疆界的发展

趋势下， 民族国家理论有其 “一族一国” 主张的空想性甚至危害性。 事实上， 多民

族国家是常态， 这也说明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和包容性， 因而

是更具生命力的民族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９） 在 ２０１９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

彰大会上指出， “一部中国史， 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

史， 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 发展、 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各民族之所以团结

融合， 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 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情感上的相互亲近， 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正因为如此， 中华文

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 才可久可大、 根深叶茂”。 习近平总书记的

这段讲话， 不仅肯定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而且指明了中华民族从 “多

元” 聚为 “一体” 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机制。

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 使费孝通先生把民族国家理论提炼与

升华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从实际出发完成了对上述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

升华与超越。 该理论不仅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政策意蕴， 而且

可以较好地解释世界上大多数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症结与根源， 具有很强的普世

价值。 产生于中国的 “多元一体格局” 理论不应该局限于中国， 而是应该成为世界

民族问题研究的一种新流派。

二、 强化国民意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环节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尽管出现了许多超国家或全球性的机构与组织， 但当今世

界的基本框架中， 仍然是民族国家或者主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 国家依然是一个区

分全球居民、 群体和民族的基本单位。 除了极少数的无国籍或跨国籍人士外， 全世

界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某个具体的国度或国家中。 国民身份是每个人最重要的社会

身份之一， 也是凭借该身份享有某国家权利义务的基本依据。 虽然说这个身份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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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定情况下是可以改变的， 但绝大多数国民的国籍是无法改变的。 对于一个国家

的绝大多数国民来说 （９９ ９９％以上）， 这种身份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终生不变的甚

至世世代代延续的。

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离不开社会现实， 尤其是一个人的身份。 一个人可以同时

具有性别、 年龄、 地域等自然身份之外的多种社会身份。 国民身份作为公民个人的

国家身份， 超越了个人所属的家庭、 邻里、 社区、 地域、 文化、 信仰习俗等身份属

性， 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人口基础。 不同国家的国民或公民具有不同的的国民身份。

国民意识就是这种不同国民身份的主观意识和国家认同， 是形成或建构个人与国家

相互关系的关键环节。

国民意识也叫国家意识， 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国民意识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人民具备的最主要的内在特征。 国民意识是国家认同的

基础， 最能体现爱国主义精神， 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可以依赖的最深厚的情感基础

和精神力量。 国民意识教育或塑造， 对于形成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

增强 “五个认同” （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培育爱国主义精神、 维护国家统一和

民族团结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说， 国民意识教育就是形成现代国家

认同、 夯实国家凝聚力的重要基础， 塑造国民意识是形成国家意识的主要途径， 也

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 这一要求在党的重要会

议和文献中多次得到强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 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十九届五中全会 《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再次强调， 坚持和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促进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新形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成为全党和全社会高度关注的

话题， 更是各级党委政府推进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

精神层面的现象， 如何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项工作做牢抓实， 要全

面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４ 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 ２０１９ 年在全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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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部署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工

作要求。 加强国民意识教育，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环节和有效抓

手之一。

以国民意识教育为抓手， 可以把 “深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做实， 同时摆脱由

“民族” 概念的多重内涵引发的误解、 歧义、 混乱和内在紧张。 从全球角度看， 民

族是影响世界许多国家各族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费孝通先生

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一文中从理论上阐释了 “民族认同” 与 “国家认同”

是相互包容而不是相互对立的道理， 但在实践中人们一般把 “民族认同” 理解为 ５６

个民族层面的 “民族认同” 而不是 “中华民族认同”。 “五个认同” 其实包括了上

述两个含义， 即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 从逻辑、 事实和实践的角度看这也没

有太大的问题， 但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角度分析， 当前民族工作的重

点显然更强调推进 “中华民族认同” 而不是泛泛的 “民族认同”。 并且， “民族”

作为一个政治概念， 一旦误用有可能带来很大的危害。 比如， 如果对国家内部的民

族或地区， 不恰当甚至别有用心地滥用 “民族自决权” 概念， 对国家统一与主权都

会带来巨大危害， 甚至成为国际敌对势力进行瓦解、 破坏另一个国家的主权、 统一

和稳定的借口， “民族牌” 就成为国际强权干预别国内政的工具。 类似的例子也不

胜枚举。

推进国民意识教育， 显然更有利于把 “五个认同” 更好地贯通起来。 国民身份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暨所有认同中国为自己祖国的 “中国人” 的共同身份。 这

样一个共同身份， 是所有中国人所共同拥有的， 是最大的公约数。 这为强调各民族

之间的亲和性、 共同性、 一体性奠定了最根本的身份属性、 政治前提和法律保证。

国民意识可以把 “民族认同” 与 “中华民族认同” 有机结合起来。 同时， 可以更好

地从国家的角度、 法律的角度、 国际比较的角度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推进中华民族

凝聚力建设。 夯实 “国家认同” 为基础的 “五个认同” 教育，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中可以实现 “一体是主线和方向、 多元是要素和动力” 的辩证统一， 进而把

“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 与 “增强共性、 增进一体” 有机结合起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霸权主义盛行带来

的动荡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近年来， 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对我国打压

不断加码， 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明显恶化。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强化各族人民尤其

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民意识、 国家意识， 可以使 １４ 亿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 世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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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在东亚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 在漫长历史岁月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步形

成了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 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入侵压迫的过程中， 中华民族实现

了从 “自在实体” 到 “自觉实体” 的转变， 也使中国完成了从古老国家向现代 “民

族国家” 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建立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实现了各

民族一律平等。 ５６ 个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各族人民的每一个成员成为

法律地位平等的公民， 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和平等的国民。 这样的历史性转变， 促进

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促进了中国人民的大团结。 依靠团结的力量， 我们克服了重

重困难， 迈过了道道沟沟坎坎。 越是艰难险阻， 越是奋勇向前。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 中华民族实现了从 “站起来” “富起来” 到 “强起来” 的发展， 并且一

步步为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所有这一切， 都是各族人民群众依靠不怕困难和不

怕牺牲的艰苦奋斗换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 社会成员进一步增强了各族人民都是中

国人和一家人的意识。 在与外国的比较中， 每一个中国人的 “国民意识” 也不断提

升。 每个人在自己的 “民族属性” 之外， “中国护照” “中国公民” “中华民族” 的

身份标签都日益强化。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增大， 大批中国公

民出国留学、 务工经商、 旅游购物， 不仅开阔了眼界， 而且强化了 “中国人” 的身

份意识和国民意识。 对内， 大家属于 ５６ 个民族的某一个民族； 对外， 大家都是中国

公民、 中国人、 中华民族。 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和依托， 基于国民身份不断增强的国

民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并在全球化时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的力量源泉。 不论是在困难时期还是辉煌时期， 只要人心不散， 中华民族就能生存

发展。 这里的人心， 就是国民的根本属性， 也就是国民意识或国民性。 塑造和培育

国民意识， 是维系一个国家国民的精神纽带， 也是一个民族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力量源泉。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 国民意识不断发展变化， 走向价值理念和

公民身份的现代化转型。 现代国民意识的培养和塑造， 又可以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

进程的动力和标志。

三、 加强 “五个认同” 教育， 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具备共同的思想基础。 “五个认同”， 即对伟大祖国、 中华

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是作为 ５６ 个民族的每

０５

社会发展研究 ２０２０ ４



一个公民都应该知道和掌握的最基本的共同思想。 ２０１５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通过

的 《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条例》， 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 “五个认同”。 这是中国共

产党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 也是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的根本。 深刻理解

“五个认同”， 有助于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 民族观、 文化观、 历史观、 宗教

观。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华大地上已经消失的历史民族和

今天 ５６ 个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总称。 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 以黄河中下

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 西起帕米尔高原， 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 北有广漠，

东南是海， 西南是山。 在这样一块广袤的东亚大地上的各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是在近代

以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形成的； 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 则是

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帝制， 建立了 “五族共

和” 的中华民国。 从此之后， “中华” 成为现代中国的代名词， 促成了中华民族的

觉醒。 抗日战争爆发后， 在全民族抗战及后续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群众推翻国

民党反动统治的进程中， 中华各民族实现了完全自觉， 形成了 “中华民族” 的共同

体。 新中国成立后， 经过大规模的民族语言和社会历史文化调查， 加之科学的论证，

我国共识别出 ５６ 个民族， 共同组成了多民族国家。 这是我国民族领域的基本国情，

５６ 个民族共同组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各民族共同开拓、 共同守护的世世代代赖以

生存和繁衍生息的这块疆土， 叫作 “中国”。 “中国” 一词的内涵尽管在不同时期也

有变化， 以清中期疆域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地理空间， 作为现代中国领土的

基础一直未曾改变。 这就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祖国疆域， 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生存空间。 各民族都是这块祖国大地的共同主人， 每个个体都是这个国家的国

民， 近代以来也把具有一个国家国籍的个人称为公民。

正如 “中国” 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涵一样， 作为中华民族总称的

“中华”， 先秦时期主要指中原居民或称 “华夏”， 秦汉隋唐时期又被称为 “秦人”

“汉人” “唐人” 等。 在很长时期内， 封建王朝的汉人政权往往以 “中华” 正统自

居， 对周边少数民族存在歧视性称呼。 到清晚期引进近代意义上的 “民族” 一词

后， 不同地区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居民， 往往被称为 “ × × 民族”。 辛亥革命胜利

后， 如何在传统封建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成为革命党人的首要任务。

面对各民族共同拥有的历史文化和列强瓜分中国的巨大压力， 革命党人将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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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转换为 “五族共和”， 建立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拥有的 “中华民国”。

在这里， “中华” 一词已经从 “汉族” 之意转换为包含了中国境内的汉满蒙回藏

这五族， 乃至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提出 “全民族”

抗战， 并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里的 “全民族” 就是中华民族， 中国境内的

各民族都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仅通过民族识别确立了境内的 ５６ 个民族， 而且在少数民

族集中聚居的地区建立了 “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 共陆续建立了 ５ 个省级自治区、

３０ 个自治州、 １２０ 个自治县和一些民族乡。 且不说古代的汉族就是中原居民在与

周边少数民族居民相互交融的 “滚雪球” 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当然汉族也不断充

实了周边少数民族）， 其中包括了中华大地上许多民族的成分。 至少自中华民国以

来， “中华民族” 就不再单指 “汉族”， 其内涵逐步向中国境内各民族总称转换。

在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境内的各民族 （现在指 ５６ 个民族） 中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

能把自己等同于 “中华民族”， 也不能认为自己不属于 “中华民族” 的一部分而

自外于 “中华民族”。 ５６ 个民族与中华民族形成了 “多元一体” 的格局， 中华民

族就是包含 ５６ 个民族的大家庭即中华民族共同体。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 中华民族既然作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 也拥有

了自己的文化， 即 “中华文化”。 与 ５６ 个民族的 “民族文化” 相比， 中华文化是与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伟大祖国和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关联在一起的 “整体文化” 或

“国家文化”。 其包括了 ５６ 个民族的文化，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

成部分。 同时， 中华文化往往与正统政权尤其是大一统政权联系密切， 拥有国家法

律法规、 意识形态等 “政权文化” 的特征。 疆域之内每个地区、 每个国民皆须服从

于国家的法律法规， 也要受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规范和影响。 比如， 延

续 １０００ 多年的科举制度， 四书五经成为全国各地学子入仕必读的官方教材。 今天的

高考制度等一系列国家制度， 也是各民族都遵循的通用制度。 在这个意义上讲， 中

华文化既是包含各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 又是高于各民族文化之上

的国家文化。 在平等、 团结、 互助、 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原则下， ５６ 个民族是

平等的， 相互之间兼收并蓄、 相互依存， 各民族文化拥有平等的政治法律地位。 但

是， 各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均不能外在于、 等同于更不能高于全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中华文化”。

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体系一般包括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大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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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 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制度文化尽管在近代经历了现代化、

革命化的转型， 但依然保留着整体大于部分、 社会大于个人、 个人价值在于奉献的

基本理念和价值遵循。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 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华文化精髓相结合， 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断探索独立自

主地走自己的路， 在近百年的实践中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取得了革命、 建设、

改革的伟大胜利， 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产物， 是历史的结论， 也是人民的选择。 实践证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 奋进的旗帜、 胜利的旗帜， 是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途

命运的根本力量。 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 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 近代以来备受外国列强侵略、 欺凌、 剥削、 压迫的中国， 依靠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和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

的伟大成就。 在百废待兴、 经济凋敝的薄弱基础上， 经过 ７０ 多年的发展， ２０２０ 年

我国 ＧＤＰ 将突破 １００ 万亿元大关， 成为近代以来最接近美国综合实力的第二大经济

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旗帜，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制度保障。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本质特征， 也是实现对

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

政党在现代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 得到民众支持的现代政党， 是团

结人民、 凝聚人心、 领导国家前进的根本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特别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 ７０ 余年， 勇于自我革命、 从严管党

治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政治力量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 而且能

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面对几个世纪以来最大

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成为全球取得抗疫成效最好、 最早恢复

经济增长的大国。 事实一再证明， 办好中国的事， 关键在于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

加坚强有力。

作为历史悠久、 民族众多、 文化多样、 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人口大国， 在积贫

积弱的基础上和并不安全的国际环境中迈向现代化， 其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 已经

实现民族自觉的中华民族，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而

且在革命、 建设、 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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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五个认同” 并且将其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思想基础。 “五个认同” 从民族的

视角把 ５６ 个民族统一为中华民族， 并逐步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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