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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大格局特征
赵茜苹[1]

[ 摘  要 ] 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通过把握过去、现在、将来的大时间向度，统观中外的大空间向度，以及论及人与世界全方位

关系的大思维向度，解决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如何发展的时代大课题，呈现出历

史和世界大视野以及整体世界观等大格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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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

有诸多视角的解读，本文拟从时间、空间和人与世

界的关系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以飨人们对其进行多

维理解和运用践行之需。

一、从时间角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纵贯历史、现实和未

来而具有历史大视野

（一）习近平新思想承接历史

这主要体现在它既有其理论渊源又有厚重的社

会历史实践根源两个方面。从理论渊源看，它之前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在理论上的历史出处或母体，

而它自身则是前者的衍生物，对前者既有继承又有

超越。理论上的继承根源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因而需要把对习近平新思想的理论渊源的考察推进

到对其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考察。从社会

历史实践根源角度看，习近平新思想既是对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理论反映，又

是对我国近代以来社会转型认识的再次升华。

（二）习近平新思想立足于社会现实问题及其 

解决

它是历史地生成的，并聚焦社会现实问题，这

使其能够指导现时代的社会实践。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际

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习近平在深刻把握国内国

际形势变化的基础上，科学地破解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的时代大课题，从

理论高度反思和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提出

了治国理政新思想，其中“四个全面”“八个明确”

和“十四条坚持”具有很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实

针对性。

（三）习近平新思想具有面向未来的战略性思维

特征

这体现在它不但承接历史和面对现实问题，而

且把触角伸向未来，规划了如何实现两个百年目标

的整体战略布局，确定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发

展方向，在处理中美等大国关系上善于着眼长远和

保持战略定力。

习近平新思想以其贯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大

时间向度，深沉思考和总结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展、社会转型和实践经验，科

学分析并致力于解决中国当下社会矛盾和全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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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现实问题，并从战略高度谋划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发展远景，展现出恢宏的历史大视野。

二、从空间角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横跨国内与国际两大

物理空间而具有世界大视野

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思想

既聚焦中国国家治理并为之提供良谋，又胸怀全球

治理大局并为之提供中国方案，这为中国参与全球

治理、为世界各国之间建立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

尤其是为大国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推动国际社

会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习近平的爱国情怀

中国是其挥洒辛劳汗水和卓越智慧的主要舞

台。习近平关于中国梦的诸多论述，就反映其为中

国谋、为中国人民谋的赤子情怀，他所提出的 “新

常态”发展战略、“供给侧”改革构想、“五大”发

展理念等，构成了以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为

特征的一整套完整而科学的治国方略，为促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石。

（二）习近平新思想的国际维度

它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而深刻的阐述，

是其世界视野的理论展现。习近平所提出的“一带

一路”战略及其实施成果表明，中国关于建构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倡导不仅是全球治理新理念，而且是

极具可行性并具有显著成效的改善全球治理的中国

方案，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成为引导新

型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行动方略。在西方发达国家在

全球化进程中采取收缩姿态和各种民族保守主义等

逆全球化措施，从而使全球化步伐放缓的新的世界

局势下，习近平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敬重宣

示了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而只会越开越大并继

续扩大开放的战略决断，由此可以预言，中国必将

更深刻地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习近平新思想立足中国，放眼环球

辩证地思考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国家治理与

全球治理、自身大力推进全球化与发达国家不同程

度逆全球化而动、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等关乎中国

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大问题，提出全新的改革攻坚和

扩大开放的治国理念和顶层战略设计，并呼吁国际

社会平等参与、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

和平与发展奉献富有中国智慧的新型全球化理念，

并以“一带一路”战略的跟进和实施，化抽象理念

为具体的方案和生动地推进新型全球化的现实实践，

以其世界大视野向世人展现出中国的大国担当。

此外，习近平新思想不但覆盖了国内与国际两

大现实的物理空间，而且延伸到网络虚拟空间，对

虚拟的网络空间共同体也有其独到见解。把现实世

界和虚拟世界统一于自身的思维框架，也同样体现

了习近平新思想的大空间向度和世界大视野。

三、从人与世界的关系角度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覆盖人与

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部关系领

域，具有整体世界观的理论大格局

习近平依据并总结中国人民顺应世界历史发展

潮流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深刻阐述

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

使其思想体系具有整体世界观的理论大格局。

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习近平总书记，

依据对世界范围内在社会形态上普遍实现由农业文

明向工业文明变迁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批判性地考

察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性及其局限性，尤其是

依据中国的实际经验，形成了关于中国发展、世界

进步和人类迈向新文明的系统化的理论成果。

（一）习近平关注的焦点是人及其发展

准确地说是人民，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内部

的和谐及其福祉。习近平是一个自觉的历史唯物主

义者，由衷地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因

而倡导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定不移地奉行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服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执政理念。他

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反复强调，要使改革开放的

成果惠及全体中国人民，要让人民群众有切切实实

的更大的获得感，并向人民深情地承诺，在致富奔

小康的路上，一个都不能落下，一个都不能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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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政策就是其人民情怀的很好注脚。他强调

全面从严治党，厉行反腐倡廉，强调贯彻群众路线

和改善党群关系等，也无一不是其一心为民情怀和

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充分体现。不仅如此，习近平还

向世界人民宣告，希望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自觉地搭乘中

国发展的顺风车，因为在他看来，在全球化背景下，

各国人民正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与

世界人民的梦具有一致性，由此他真诚地希望各国

人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很显然，人民在习近平心目中的分量最重。对

于全体中国人民尤其是其中的贫困和弱势群体，习

近平总是把他们放在心中最重的位置；对于世界人

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习近平同样心中系之、

念之，期盼他们过上和平、富足的幸福生活，并通

过承担大国责任和提供国际社会公共产品，切实帮

助发展中国家人民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人民提升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二）习近平新思想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的

理论造诣

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者，习近平能够极其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和方法论分析和研究国内国际的各种社会问题，这

使他能够做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科学论

断，由此为新时代中国的整体发展布局提供了理论

支点，也使他能够发现和提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要啃下的

硬骨头和必须攻克的重点任务，与此同时也使其得

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和把马克

思主义理论发展到 21 世纪的新时代水平。

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及丰富的实践经

验，不但使习近平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国内形势以及社会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执政党建设规律，也能够使其

精准地洞悉国际形势和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引领世

界发展潮流。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

出，就是其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和

研究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的理论硕果。习近平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自提出以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

会的认同，其巨大的理论创新价值愈益凸显，尤其

是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不断取得新的

更多更大的实践成果，其伟大的实践价值也日益得

以显现。可以断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

将更加广泛地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接受和遵循，

必将成为引领新型全球化的理论旗帜，从而也必将

极其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

不难看出，习近平无论是把对中国人民所生于

此、长于此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认识和把握，

还是把对世界人民所生活的国际社会的认识和把握，

都是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由此

所形成的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阐述也是深刻

而科学的。

（三）习近平新思想主张建立人与自然的新型 

关系

这使其实现了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的全部关系领域的全面覆盖，使之真正具有了整体

世界观的理论大格局。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在处理人与自然的

关系方面提出了新见解、新理论。以自然界为对象

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物

质生产实践的过程及其结果不断地改变着自然界的

面貌，尤其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无

节制的开发和利用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界的面貌，与

此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我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取得对自然界的巨大胜利的同

时，也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对人民

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习近平审视

世界和中国的环境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绿色传承、

绿色惠民、绿色富国、绿色布局和绿色承诺等“绿

色发展”理念，并从理论来源、价值取向、目标指

向、实现路径和责任担当等多方面多视角地阐述绿

色发展思路，为中国和世界更新发展思路具有深刻

的启迪意义。

难能可贵的是，习近平关于“绿色发展”的理

念所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新理论，

破解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困扰世人数（下转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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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和互换机制。分支行反洗钱人员和中心人员互派

人员，进行业务短期交流，一方面弥补了中心人员

无法直接面对客户判断甄别客户异常行为能力不足

的缺陷，一定程度上缓解基层机构反洗钱专业人员

匮乏，人员素质无法满足反洗钱工作需要的压力。

一方面中心人员可以将其他机构有益做法和经验分

享给分支行，分支行人员能从更宽阔的视野和更加

宏观的角度把握工作要求，工作更有指向性和针对

性，提高对政策理解、异常账户资金、资金流程等

监测要求的落实。派遣员工到业务条线部门进行专

项学习，了解业务流程和产品原理，通过人员交流，

可以使各单位各机构好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得到

复制和推广，促进从业人员履职水平的提升。

（二）非现场监测与现场检查形成合力

通过合理分工，精准定位，在监测中心科学设

置录入、监测、分析、管理等岗位，能使工作系统

化、流程化，满足审核时效要求，在减少兼职事务

和外部利益干扰的情况下，沉下心对自己岗位工作

深耕细作，延伸岗位所需技能的深度和广度，在工

作中更快提升从业人员的实战水平。

从业人员可以参与到总行职能部门的反洗钱专

项检查、风险合规普查、内部审计抽查、纪检监察

巡查等风险防控环节的检查工作之中，成立联合检

查组到分支行进行业务督导。将非现场检测中发现

的线索和疑点带到现场检查中，在现场进行交叉验

证和实时反馈，提升集中监测的精准度和发现问题

线索的敏感度。通过每一次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

复盘和总结，不断完善监测思路和方案，固化流程

和标准，通过收集整理案例，编制工作指导手册和

培训教材，通过微课、H5 等新媒体为新入职员工、

行内反洗钱专兼职岗位员工、业务相关员工开展反

洗钱教育，促进综合能力的提升。为自主培养专业

人才和建立人才梯队积累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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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2 页）百年之久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很可

能把人类引向一种更高的文明形态，即在实现人与

人、人与社会关系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生态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实质上是社会

主义社会文明的现实形态，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已经

证明，资本主义文明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和生

态问题，而唯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做到对自然

界的理性、有序开发和最为科学、合理的利用。至

此，统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

展的习近平思想体系，具有整体世界观的理论大格

局特征已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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