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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回首 40 年的改革开放，前进方向、道路问题一

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

非常重视和一再强调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道路。认真总结我国的改革开

放的经验教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将新时代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取得新的伟大

胜利，就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道路，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

减，确保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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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再强调方向问题、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

重要问题，警示全党决不能在旗帜、主义、方向、道
路等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要求全党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

的前进方向和道路。当前，习近平结合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再次强调方向和道路问题，就是希望全

党牢记，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道

路是我们必须永远坚守的底线和原则，是将新时

代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一、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验、教训警示：

一定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

进方向和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

幕，但改革开放的道路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开

放初期，不仅有人掀起了一股对毛泽东思想、社会

主义道路等的曲解、质疑甚至反对的“非毛化”思

潮，而且有人试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到资本主

义的邪路上去，甚至党内还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

怀疑、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

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论和

思想，并误导了不少党员、群众。旗帜决定方向，方

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能不能始终高举社会

主义旗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决定中国改革

开放前途命运的关键。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

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和强调实现

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警醒全党：

“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

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

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

度的支持。……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

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1]166 对此，他进一

步强调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

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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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1]168”“如果动摇了

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

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173。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不

可逾越的底线、红线，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中，习近平也特别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

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长期坚持，决不

动摇。再一次警示全党，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征

程上，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重要

前提和保障。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仅有些人有意无意

地脱离社会制度来抽象宣传“现代化”的主张，更

有所谓“民主派”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公然反对

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问题，这些问

题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和警惕。1980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中不仅提醒全党要注意“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

大事业”[1]252，并特别强调了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

进方向和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他毫不客气地反问：

“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

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

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1]256。随

后他进一步强调：“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

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

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

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1]262。
1985 年 3 月 7 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

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

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

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2]110。1986 年

12 月 30 日，他又特别告诫：“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

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

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没有

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2]195。
就是提醒乃至警醒全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永远牢记我们的现代化只能是社会

主义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中决不能不讲、不坚持社

会主义，决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任何时

候都决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去空谈大谈什么“现代

化”，更不能走资本主义邪路。
在改革开放后不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开

始出现，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危害。对此，邓小平

一次次揭露其巨大危害和资本主义本质。1985 年

9 月 23 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

话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2]1451986 年

9 月 28 日，他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又

要求全党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强调指

出：“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

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

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

化。”[2]1811989 年 5 月 31 日，他在同两位中央负责

同志谈话时特别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

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

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2]297 邓小平一次次揭批

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

确前进方向、道路，反映出这个时期党内、国内在

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道路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是

比较严重的，也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

进程中围绕前进方向、道路展开的斗争的严峻性、
复杂性。

但让人遗憾并发人深思的是，面对邓小平一

次次语重心长地叮嘱、劝告甚至警告，党内仍存在

对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讲话竟然不

传达、不贯彻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助推了资产阶

级自由化思潮进一步泛滥，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

强调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

前进方向、道路。1989 年 6 月 9 日，他在接见首都

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旗帜鲜明地指出：“四个坚

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

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2]305。
1989 年 6 月 16 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

话时特别强调：“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

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

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

没有前途。”[2]31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

没有让过步。”[2]3131990 年 7 月 3 日，他在视察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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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再次告诫全党：“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

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

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

极分化”[3]1317。1992 年春天，他在武昌、深圳、珠海、
上海等地的谈话中又一次警醒全党：“不坚持社会

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2]370。深入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的

经验、教训，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改革开放

中一定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能偏离、背
离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新时代改革开放同样必

须如此。

二、新时代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重要原

则：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同样必须始

终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道路。习近平指

出，“三十五年来的改革历程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的，也经历过曲折，但由于方向正确、驾驭得当，有

了问题能及时纠正，所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5]18。
他更多次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

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4]21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中也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

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

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

候。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直非常重

视和强调改革开放中要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

向、道路，并多次强调一定要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定要沿着正确方向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在 2012 年 12 月到广东考

察时，他就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

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

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

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

易帜的邪路。[5]14

而且，习近平在一次次强调要高度重视坚持

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道路时，还多次将这个

问题提高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警示全党、
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通过纠偏纠错以往改革开

放中出现的问题、犯过的错误让更多人深刻认识

到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道路的极端重

要性和迫切性。2012 年 12 月 31 日，他在十八届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旗帜鲜

明地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

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5]14。“世界在发

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

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

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

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

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我们要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

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

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15。
2013 年 1 月 5 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重

要讲话中，他进一步强调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

诉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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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

选择”[6]110。可见，习近平不仅一次次强调了坚持改

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警示、
告诫全党，方向、道路是一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要深刻认识到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之间的辩证统一

关系，坚决反对那些误导中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
走资本主义邪路的错误言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让全党更加深刻认识到这个重大问题，

习近平又在多个场合一次次提醒、强调坚持改革

开放的正确方向、道路。2013 年 11 月 12 日，他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中特别指出：“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

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

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

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5]18“一些敌对势力和

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

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

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

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

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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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习近平进一步要求：“要从我国国情出

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有领导有步骤推进

改革，不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改

革开放正确方向”[5]20。2016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进

一步提醒和告诫全党：“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

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

主义”[7]349“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

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

宝。”“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

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7]3512016 年 10 月

21 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他又特别强调：“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所进行

的一切完善和改进，都是在既定方向上的继续前

进，而不是改变方向，更不是要丢掉我们党、国家、
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8]52。2017 年 7 月 26 日，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

要讲话中，他更是进一步强调，“确保党和国家事

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8]59。旗帜鲜明地回

答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正确的方向、道路是什么，

回答了如何正确认识、科学理解全面深化改革总

目标的问题，回答了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如何坚持

正确方向、道路的问题，警示全党要深刻明白改革

决不是改向，中国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邪路。

三、新时代改革开放必须保持强大的政

治定力：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

现颠覆性错误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中，习近平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宣示，改什么、怎
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

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并进一步指出，改

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我国是一个大国，

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就是警

示全党，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开放面临越来越复杂

局面的今天，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也面临

着极其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必须保持

高度的政治清醒和强大的政治定力，坚决不能在

旗帜、主义、方向、道路等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

性错误，否则就有翻车、翻船的危险。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在出席 APEC 工商领导

人峰会发表演讲时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

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

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

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

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
放不止步”[4]348。这是明确告诉世界，新时代中国的

改革开放仍然是、更加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前进

方向、道路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

方向、道路是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

守的底线和原则，中国绝不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始终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历

史性巨变、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党的十

八大以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虽然让中国

人富了起来，但距离强起来还有很大差距，并且积

累下了不少问题、难题。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党的十九大期间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树立起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从根本上扭转了党的领导

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

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

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9]这道出了全党、全军和全

国各族人民的心声，也指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历史性变革、历史性成就。
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英明领导下，我们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

进方向、道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正确前进方向、道路，并勇于纠偏纠错、坚决拨乱

反正，纠正了过去一些错误的做法、模式，不仅敢

于直面、真正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始终没有解

决的难题，而且下定决心、坚决努力去办成了许多

过去想办而一直没有办成的大事，让新时代的中

国人民有了更多、更切实的获得感，坚定不移沿着

正确前进方向、道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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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和总结 40 年的改革开放既是一场重要的话

语权之争，更事关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

向、道路。有的人把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归功于

“去意识形态化”，借机误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淡化

社会主义色彩甚至“去社会主义化”；有的人打着

改革开放的旗号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鼓吹不要

区分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企图把混合所有制改

革变成私有化改革，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演变

成经济制度变革，不断削弱我们党执政的经济基

础；也有的人陷入对改革开放的迷信，忘了我国的

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有底线的，盲

目认为开放越彻底越好，为了改革开放而改革开

放，甚至鼓吹全方位、不设限、无底线地改革开放；

还有的人故意歪曲“双百”方针为己所用，把“双

百”方针曲解为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自

由，对那些不按他们的思路总结改革开放的正确

言论则攻击为“左”、极左，甚至大肆进行谩骂、围
攻和通过“人肉搜索”要敢于亮剑者闭嘴、消失

……面对这些杂音、噪音，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所特

别强调的，“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

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能把这说成

是不改革”[5]15。
因此，一定要警惕有些人打着拥护改革开放

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误导中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定

要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只谈改革开放、不谈正确方

向的人不是真正的拥护改革开放，它是要改变我

们社会的性质，是反对坚持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

改革开放；一定要牢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

完善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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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句话组成的统一整

体，不能故意不谈或者尽可能少谈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一味地去片面强调甚

至错误解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一定要深刻认识到，开放是手段，绝不是目的，

如何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要由国家利益、国家安

全来决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道
路都是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守的底线和原则，

任何改革开放举措都决不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一定要警惕陷入“越开放越

好”的陷阱，深刻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越开

放越好，要看到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前些年的国

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危害，要坚决反对为开放而开

放，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了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决

不能犯盲目改革、盲目开放、过度开放的错误，更

不允许任何人误导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走上资本

主义的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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