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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

最新理論成果，深刻地回答了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

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中共十八大以來，國

內學界對該思想的形成發展、基本內涵、鮮明特徵、

內在邏輯、現實啟示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又深入地研

究和探討。梳理、歸納和簡評其中的主要觀點，並且

提出研究展望，以期對今後深化研究能有所裨益。 

 

 

一、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形成 

 

釐清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形成發展的基礎和條

件，是該課題研究的邏輯起點。綜觀現有成果，研究

者們一致認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並非無源之水、無

本之木，而是國際與國內、理論與實踐、歷史與邏輯、

內因與外因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優良的理

論品質、深邃的思想內涵源於國內外環境的應激要

求、中共執政經驗的積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積澱及

獨特的個人風格。 

 

(一)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應該從國際和國內兩方面把

握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形成發展的時代環境。改革開

放的複雜形勢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發軔最大的時

代背景。李君如指出，該思想不僅是解決當代中國社

會主要矛盾提出的時代課題，而且也是改革發展穩定

的實踐提出的時代課題，更是信息化迅猛發展過程中

提出的時代課題。1 韓慶祥從大歷史的視野將當前所

處階段的特徵概括為“表達訴求－矛盾多發－攻堅

克難－治理現代－建構秩序”，認為十八大以後中國

真正進入了“發展起來以後”的歷史階段，中國式現

代化發展也進入了表達訴求期，民眾的利益訴求在增

強。2 丁威、陳劍用辯證的眼光分析了習近平在治國

理政過程中面臨的突出問題，即幹部不正之“四

風”、社會道德滑坡、誠信缺失、社會矛盾凸顯、改

革積累問題龐雜、利益格局調整艱難等，阻礙着改革

發展的進程。3 劉剛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形成發展

面臨的形勢概括為：一是經濟社會發展總體平穩，但

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二是全面深化改革在頂層設

計的指引下穩步展開，但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仍

顯不足；三是法治建設和黨自身建設取得新突破，但

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任重而道遠。4 

當今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意味着中國已

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接近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

幸福的目標，已初步具備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這是

新 一 屆 中 央 領 導 集 體 治 國 理 政 面 臨 的 最 大 “ 世

情”。韓慶祥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遭遇”的國際

因素概括為：民族復興－力量博弈－圍堵打壓。5 李

玉貴、李婧重點論析了國際環境給習近平治國理政帶

來之“危”，即層出不窮的金融危機、生態危機、恐

怖主義、核危機等國際性問題，客觀地要求中國積極

參與多邊事務，加強國際合作，承擔大國責任。6 

 

(二)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理論淵源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將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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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具有深厚的理論淵源。 

宇文利認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在現時代的具體運用和發展，中國化馬克思主

義不是別的而恰恰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思想

材料”和最直接的思想來源。7 孫景民撰文研究了習

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理論源頭，認為該思想有四個方

面的來源：一是科學社會主義中關於歷史發展規律的

思想；二是中國共產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

化的思想；三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無產階級政

黨建設的思想；四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根本方法。8 

習近平傳統文化底蘊深厚，對傳統哲理、詩詞歌

賦、群眾語言運用自如，並且在治國理政實踐中注重

對傳統思想文化的學習、運用和推廣。有學者認為，

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

想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豐厚的思想滋養。唐寧、蕭寒

認為，習近平熱衷於傳統文化，高度認同傳統文化，

喜歡閱讀傳統文化典籍，因此在其治國理政思想發軔

過程中，必定會吸取其精華。9 戴連渠在文章中指

出，習近平對傳統思想文化的吸收和運用體現在：一

是熟用傳統經典哲理；二是巧用傳統詩詞歌賦；三是

妙用傳統群眾語言；四是重視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

展。10 也有學者提及，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對中華

歷史文化和世界優秀文明成果的積極弘揚和借鑒。11 

 

(三)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實踐基礎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在實踐中逐漸形成發展

起來的，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和實踐關懷。唐寧、

蕭寒強調，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實踐經驗

和教訓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借鑒。12 韓慶祥

提出比較有新意的觀點，認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

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產生出來的，是從

對“中國問題”的解答中產生出來的，是書寫當代中

國發展“現實邏輯”的典型範例。13 

習近平長期扎根基層，急人民之急，念人民之

苦，從而培養了其深厚的人民情懷。有學者重點研究

了習近平個人的實踐經歷、人生閱歷與其治國理政思

想生成之間的內在勾連。唐寧、蕭寒認為，習近平與

基層幹部群眾的深情厚誼是其治國理政思想形成和

發展的邏輯起點；豐富的從政閱歷和施政實踐錘煉了

其治國理政科學的思維方式；家教甚嚴的家庭環境對

其治國理政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到潛移默化的作

用。14 李玉貴、李婧通過對大量史實的分析認為，習

近平成長與從政經歷有三個情結，即“紅色情結、知

青情結和基層情結”，這對其治國理政思想形成起到

積極作用。15 

 

 

二、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內涵 

 

用“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來概括和表述新一

屆中央領導集體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成果，是對“習

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進一步深化和提

升，這種表述會更全面、更準確、更科學、更規範，

更符合實際和實踐走向，更易於國際社會對話交流。

釐清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科學內涵，是該課題研究

的首要問題，也是研究者重點着墨之處。 

“一維說”。學界對於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基本

內涵的探討主要集中於治黨與治國，側重於內政層

面。有學者側重從某個方面對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

內涵展開研究。制度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靈魂，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治理具有統領性和指導性，這種制度

治理正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特質。宇文利認

為，健全和完善制度、保持制度自信、嚴格制度執行

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中關於制度治理的主要內

容。16 賈月成提出新穎觀點，認為全面深化改革思想

是習近平對“中國走甚麼路、向何處去”這個帶有方

向性、戰略性問題旗幟鮮明的回答，是實現中國夢之

學說，是其治國理政思想之核心。17 也有學者結合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五大發展理念”來闡述習

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豐富內涵。例如，王鈺鑫認為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科學地回答了黨治國理政中

方向與路徑、目標與舉措、全域與重點、工具理性與

價值理性之間的關係18；黃書進則認為，“五大發展

理念”集中體現了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

和新戰略。19 

“四維說”。吳傳毅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基

本框架與核心內容歸納為“四個一”，即一條主綫：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目標：為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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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奮鬥；一個中心：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一個動

力：全面深化改革。20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內涵豐

富、思維創新、思路清晰、科學嚴謹，體現了習近平

高屋建瓴的戰略眼光和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彭麗花

也將該思想概括為四個“一”，但與上述所論略有差

異，即一個主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

動搖；一條主綫──推動科學發展不停頓；一個環境

──內政外交互動建立法治中國和國際新秩序不鬆

懈；一個保障──加強執政黨自身建設不含糊。21 榮

開明從習近平講話的文本出發，認為應從四個維度對

其治國理政思想進行綜合解讀：一是反思歷史：給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注入新內涵，為治國理政提供基本遵

循；二是謀劃未來：提出並系統闡述中國夢，為治國

理政確立奮鬥目標；三是立足現實：提出“四個全

面”戰略佈局，形成治國理政總方略；四是面向全

球：適應形勢新變化，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

新型國際關係。22 陳步偉認為，求真務實的基本原

則、辯證思維的運思模式、系統實踐的重要環節以及

人民導向的價值遵循，構成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

核心內容和內在邏輯。23 

“多維說”。大部分學者從改革發展穩定、內政

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個方面、多種視角對習近

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內涵進行挖掘。李君如認為，習近

平治國理政思想是一個有着豐富思想內涵和內在邏

輯的科學體系，包括國家發展的根本方向、奮鬥目

標、發展動力、工作中心和總佈局、國防和祖國統一、

外交、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等主要內容。24 有學者將

該思想形象化地表述為：“夢”論──民族復興；

“鞋”論──中國道路；“啃”論──改革開放；

“鐵”論──黨的建設；“籠”論──反腐倡廉；

“鈣”論──理想信念。25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還涵

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戰略目標、歷史任

務、核心本質、發展階段、發展道路、發展理念、發

展戰略、依靠力量、國際關係、領導核心和根本保證

等內容。佘雙好強調，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主要包括

“五用”，即用中國夢描繪當代中國人的精神追求，

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構築當代中國人的精

神世界，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滋養當代中國人的精神

家園，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當代中國人的精神

力量。26 韓慶祥認為應該從十大方面去把握習近平治

國理政思想的內涵：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和自

信思想；二是實現中國夢思想；三是全面深化改革思

想；四是國家治理現代化思想；五是市場與政府關係

思想；六是“打鐵還需自身硬”思想；七是全面依法

治國思想；八是文化軟實力與意識形態話語權思想；

九是進行偉大鬥爭思想；十是分析解決問題的哲學方

法論。27 韓振峰不僅研究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基

本內容，而且進一步闡述了該思想的內在邏輯。認為

該思想包含的“一條主綫”、“兩個百年目標”、

“三個價值引領”、“‘四個全面’戰略佈局”、

“五大發展理念”，五個方面一環套一環、一扣連一

扣。28 

以上觀點的差異是建立在對習近平治國理政思

想內涵的不同理解基礎之上，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

但都是以實現中國夢和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

為根本旨歸。 

 

 

三、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特徵 

 

研究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特徵，對於凝聚改革

共識，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的精

神實質，具有重要意義。學界對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

特徵的看法眾說紛紜，主要觀點如下： 

一是“問題導向說”。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所要

回答的“時代性課題”是：在中國整體轉型升級中實

現甚麼樣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如何實現現代化和

民族復興？前者是治國理政的目標問題，後者是治國

理政的戰略佈局、總體方略和行動綱領。同時，面臨

的根本問題主要有兩類：一是過去發展進程中積累起

來的問題，主要是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籬；二

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需要關注並致力解決的問題，主

要是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問題。因此，有學者提

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鮮明特徵在於問題意識和

問題導向。29 

二是“價值目標說”。宋福范在文章中指出，習

近平從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性質出發，從價值目標和

實踐目標兩個角度闡述了實現民族復興的根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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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形成了鮮明特點：一是明確強調“為了誰”的價

值目標；二是明確將“幹成甚麼樣”的實踐目標定位

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30 不少學者將習

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特徵歸納為“人民性”。筆者認

為，該思想凝聚了民心、滙集了民智、維護了民利，

是堅持真理標準與價值尺度相統一的典範；實現人民

利益，既是中國共產黨高度的政治清醒和堅決的責任

擔當，也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鮮明特徵。31 

三是“四特徵說”。宇文利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

想的特徵概括為“四性”：一是全面而齊整，具有綜

合性；二是堅守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具有路綫的正

確性；三是對人民主體地位的執信與篤行，具有信念

的堅定性；四是源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最終還要

指導實踐，具有理論的指導性。32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

想的來源與內涵，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其特徵。熊傑

將該思想的特點概括為：一是以民本思維心繫人民利

益，始終將以民為本理念貫穿於治國理政的全程，始

終把人民利益作為執政思想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二是

以實踐思維解決發展中的一切問題；三是以戰略思維

謀劃社會發展的全域，從整體上思考中國的現在和未

來；四是以系統思維協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注重在

整體的前提下研究解決局部問題。33 鄒安樂認為習近

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特點體現在：一是戰略取向上的人

民性，即堅持把人民根本利益作為治國理政的最高標

準；二是戰略目標上的發展性，即對民族利益有着清

醒的認識；三是戰略道路上的堅定性，即對中國發展

理念、發展道路、內外政策、改革路徑等重大問題作

了新的闡釋；四是戰略方法上的科學性，即堅持運用

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探索治國理政的新方略。34 

李君如對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進行了較為系統

地闡述，認為該思想具有八個顯著特點：一是以人民

為主體；二是實幹興邦；三是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相

協調；四是經濟新常態和創新驅動相互促進；五是制

度現代化和人的能力現代化相結合；六是治國、治

黨、治軍相輔相成；七是在優秀傳統文化和現代化思

想相融合中培育全社會核心價值觀；八是剛柔相濟參

與全球治理。35 此外，涂小雨從群眾路綫的角度論述

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特點：一是相信群眾，堅持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本色；二是依靠群眾，進行具有許

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三是發動群眾，着力推

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制度建構，把群

眾路綫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綫索和抓手。36 也有學者

從習近平的獨特氣質和特殊經歷入手，認為他的政治

氣質使其治國理政思想具有鮮明的人格力量，直面問

題、勇於擔當則賦予該思想求真務實的風格。37 

 

 

四、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係 

 

習近平在治國理政實踐中，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

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尤其是辯證思維、歷史思維、

戰略思維、創新思維和底綫思維，分析和解決問題。

學界重點研究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之中蘊含的馬

克思主義哲學思維和方法論問題。 

 

(一)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哲學思維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

化、時代化、大眾化取得突破性進展。王立民指出，

該思想閃爍着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的光輝，即體現了

戰略與境界、膽識與胸襟、視野與策略、智慧與情懷

的辯證統一。38 有學者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中的哲

學思維概括為“戰略辯證法”，並認為該思想運用了

歷史思維重邏輯和必然、辯證思維重本質和規律、戰

略思維重全域和長遠、創新思維重大勢和變革、底綫

思維重主動和應對這五大哲學思維。39 朱書剛將該思

想的思維特點概括為：以“民本思維”定目標；以

“實踐思維”探路徑；以“戰略思維”謀大局；以

“創新思維”增活力；以“底綫思維”防風險；以

“法治思維”求善治。40 習近平的系列重要講話，貫

徹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體現了戰略思

維、辯證思維和系統思維，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指

明了方向。41 陶文昭重點研究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

的歷史思維，認為習近平在闡發中國夢、中國道路、

國家治理、核心價值觀、和平發展等重大戰略時都融

入了歷史思維，並且要求黨員幹部學習歷史，培育歷

史思維，科學地運用歷史思維。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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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哲學方法論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注重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

哲學，並將哲學方法論靈活運用於治國理政實踐中，

不僅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時俱進的優秀品格，而

且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成果。 

善於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和解決問題是習近平

治國理政思想的鮮明特徵。有學者認為，習近平治國

理政思想用發展的觀點堅持馬克思主義，用系統思維

和整體思維推進改革開放，用兩點論觀察和處理問

題，體現了對辯證法的靈活運用。43 黃書進在《習近

平治國理政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文中認為，真摯為

民的執政情懷、志存高遠的堅定信念、求真務實的科

學態度、不負重託的使命擔當、統攬全域的戰略智

慧，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反映

出其治國理政的根本立場、奮鬥目標、思想路綫、精

神動力和科學方法。44 陶文昭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視角

出發，分析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之中蘊含的方法

論：一是高瞻遠矚、統攬全域，善於把握事物發展總

趨勢和方向；二是承認矛盾、分析矛盾、解決矛盾，

善於抓住關鍵、找準重點、洞察事物發展規律；三是

從系統與要素、要素與要素及系統與環境的相互聯

繫、作用中把握社會發展；四是破除迷信、超越過時

的陳規，善於因時制宜、知難而進、開拓創新；五是

以風險意識和危機意識估計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防

患於未然。45 習近平從哲學的高度思考中國的現實問

題，宣導全黨認真學習、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

慧的滋養，自覺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解決實際

問題。秦繼茂明確指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蘊含馬

克思主義哲學的精髓，既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

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又賦予其鮮明的時代特

色，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光輝典

範。具體而言：一是堅持主觀與客觀相統一，蘊涵了

辯證唯物主義的本質要求；二是堅持“兩點論”與

“重點論”相統一，體現了唯物辯證法的思想精髓；

三是堅持質的規定性與量的規定性相統一，對唯物辯

證法靈活運用；四是堅持尊重人民主體性與實現人民

利益相統一，豐富了唯物史觀的內涵。46 

 

 

五、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價值認定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注入

了新活力，為中國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也為構建合

作共贏的國際關係提供了方向引導。研究者們主要從

理論和現實兩個維度闡釋了該思想的價值。 

 

(一)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理論價值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彰顯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

體在實踐基礎上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詮釋了黨追求共產主義理想與社會主義實踐的高度

統一。許多學者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角度研究了習

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理論貢獻。其中嚴書翰認為，該

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在三個層

面上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一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

律的深刻揭示；二是提出並回答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重大課題；三是高揚以人為本理

念，重視並切實加強民生建設。47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

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發展脈絡上的延續。孫景民認為，

該思想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內涵，揭示了

當代中國的發展走向，為黨在更高層次上認識社會主

義，開闢一條發展更好、人民享受成果更多、充分體

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習近平治

國理政思想的產生和形成是思想邏輯和歷史邏輯的

辯證統一，是科學社會主義歷史規律思想起點依據學

說、思想形式內容學說在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中的具

體體現，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執政黨建設規律的深

刻詮釋。48 

 

(二)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現實意義 

理論的目的和價值在於指導實踐。習近平治國理

政思想不僅開拓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而且

必將對世界社會主義和人類進步事業產生深遠影

響。諸多學者深入研究了該思想對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及

世界其他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價值。 

其中熊傑指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實現中國

夢的行動指南，是凝聚力量、攻堅克難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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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合作共贏國際關係的助推器。49 馬向榮認為，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涉及的範圍已由“點面”突破

創新到“全方位、配套性”階段；涉及的層次由“經

驗性、實驗性、零散性”摸索突破創新到模式“頂層

設計性”階段；涉及的分配格局與規則已由“動新

增”突破創新到“清特權”階段；涉及的領域與方式

已由“社會改革先行”突破創新到“政府改革與社

會改革同步推進”階段；涉及的對外政策與國家形象

已由“韜光養晦”突破創新到“自信有為、主動擔

當”階段。50 孫景民研究強調，該思想將和平、發展、

合作、共贏理念作為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擺在突

出位置，中國將義不容辭地以大國形象承擔起維護世

界和平的責任，一個充滿活力和不斷發展的中國必將

給世界人民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和福祉。51 

 

 

六、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拓展性研究 

 

習近平多次巧妙地引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經典

名句、歷史典故，表達治國理政的新思想、新思路，

闡述大國外交新思維，升華講話內涵與時代精神，新

人耳目，振奮精神，成為古為今用的典範。52 傳統文

化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發端與發展提供了豐富

的營養，諸多學者探究了兩者的內在關係。如劉東超

認為，習近平全面深入地闡述了傳統文化在其治國理

政中的資源意義：一是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及

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中，強調要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二是在經濟發展戰略構想中，注重借鑒傳統文化

的積極精神和歷史經驗；三是在對外交往中，注重運

用傳統文化的智慧；四是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

爭中，強調借鑒歷史上反腐倡廉的寶貴遺產。53 

此外，孔根紅研究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對外傳

播問題，認為要實現政治話語傳播的戰略轉型，破除

當前流行的唐吉訶德式、自娛自樂式、零和博弈式、

政治口號式、旁徵博引式的傳播方式，宣導林語堂式

(經典散文)、愛德格．斯諾式(中國故事)和戴秉國式(辯

論式)傳播方式。54 葉自成、李定華也認為，應該借

助政府外交場合、官方對外平台和公共外交渠道加強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對外傳播。55 劉希良研究了習

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群眾路綫的內在勾連問題，認為

兩者是有機統一的，這種統一既體現在其執政理論的

創新方面，也體現在執政實踐的開拓之中。56 王喜成

則研究了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

色、開放、共用”五大發展理念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

想的關係。57 陳蘭芝還研究了如何將習近平治國理政

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論課教學的實踐理路。58 

 

 

七、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研究展望 

 

學界已對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形成、內涵、特

徵、價值等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不僅深化了對習近

平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研究，而且也為該課題的深入

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但是毋庸諱言，當前研究仍

存在若干不足，這正是今後研究亟需注意和加強的。 

第一，有些觀點和提法需進一步商榷。比如，有

學者認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作為一個系統化的理

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其理論分

量可以和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相

提並論。筆者認為，一方面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雖為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但是目前

仍處於理論闡釋階段，還在實踐之中，其理論體系尚

未構建；另一方面這涉及到對該思想的科學定位問

題，屬於黨和國家的重大理論問題，需慎重待之。 

第二，研究領域和視域需進一步拓展。從近期研

究成果來看，一是側重單一層面、單一學科和定性研

究的成果較多，還鮮見有從多維視角、多學科融入、

定量分析的成果問世；二是宣傳性、闡釋性的研究成

果較多，系統性、學理性的成果相對較少。因此，一

方面應加強對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進行整體性研究

和多學科綜合探究，另一方面應從經濟、政治、文化、

社會、生態、軍事、國際關係等角度進行跨學科研究。

同時，還應加強對該課題的域外研究，增強學術研究

的國際話語權。雖然目前已有研究者從國際比較的角

度對該問題進行研究，但是無論是從文獻量還是研究

的側重點來看，研究力度還有待加強。 

第三，研究方法和範式需進一步創新。現有研究

大多致力於從宏觀層面對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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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闡釋，鮮有從微觀角度運用比較研究、計量分析

等方法進行研究的成果問世。因此，一方面需加強比

較研究，特別是應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置於馬克思

主義中國化的宏大視野之中，比較其與毛澤東、鄧小

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等人治國理政思想之間的繼發關

係；另一方面鼓勵運用經濟學、社會學、統計學、管

理學等多學科的方法，對該課題進行交叉研究，並有

意識地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結合起來，建立全方

位、多層面的研究方法體系。 

 

第四，研究思維和理念需進一步更新。綜觀已有

研究成果，研究視野還不夠開濶，選題也比較集中。

如關於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內涵、特徵、意義等問

題，研究成果已蔚為壯觀，但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

因，不少論著從內容到風格都如出一轍，基礎性和原

創性的研究成果偏少。 

在未來研究中，只有積極拓寬研究視界，善用歷

史思維、世界眼光，多層次、多角度、多學科地深入

推進，才能避免雷同，湧現出更多兼具理論深度和現

實價值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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