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 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决议》·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形成机制
及其哲学意蕴∗

鲁 品 越

［摘　 要］ “方法” 是人们为了实现价值目的而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以改造世界的手段

与途径， 因此具有二重性： 客观规律性与主体价值性。 这是由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 奠定的新唯物主义得到的科学结论。 人们根据价值目的发现与统摄各种备选方法， 加

以改造和利用， 由此生成相应的方法论体系。 不同的价值意志形成不同的方法论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 是 “以人民为中心” 为价值灵魂， 实

事求是地遵循客观规律， 解决治国理政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而形成的方法论体系。 党的领导、
人民至上、 党与人民结成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 从而将人民组织成强大的整体力量， 是这

一方法论体系的根本， 并由此通过各层面与各领域形成宏大的治国理政方法论体系。
［关键词］ 方法的二重性　 党的领导　 人民至上　 社会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Ａ８１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以下简称 《决议》） 指出 “坚持人

民至上” 是百年党史的重要经验之一。 这一价值信仰， 在治国理政方法论中转化为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将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理念发展到最高境界， 并由此形成一整套治

国理政方略， 指引 １４ 亿多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倡导世界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这也是 《决议》 作出 “两个确立” 的重要根据。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理念何以能够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

怎样形成这样的方法论体系？ 这不仅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 也是关系到如何治国理政的重要实践问

题。 只有重温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才能给出这些问题的科学答案， 这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

体系的形成机制背后的深刻哲学意蕴。

一、 方法的二重性与方法论体系的生成

１. 旧唯物主义世界观与 “方法论中性说” 的谬误

有人认为， 方法是人们认知与利用客观规律的手段与途径， 因而与人们的主体价值意志无关，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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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方法可以实现不同的价值目的。 我们将此称为 “方法论中性说”。 例如，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观

点：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价值目的上虽然不同， 但作为经济手段和方法的 “市场” 是 “价值中性”
的， 因此不存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之别。 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要从最

根本的哲学问题说起。
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开篇指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

义） 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 现实、 感性，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

做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做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因此， 和唯物主义相反， 唯心主义却

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 当然， 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 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 第 １ 卷， 第 ４９９ 页） 这揭示了旧哲学的根本缺点。 一切唯物主义都确认自然界是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 然而旧唯物主义只凭直观来想象自然物质的客观性， 没有通过实践活动

本身直接进行客观物质活动， 因而只能在理论上宣称、 而不能用实践证明世界的物质性， 由此陷入重

重悖论 （例如贝克莱、 休谟提出的认识论悖论）。 这种直观唯物主义同时也就排除了人的主体能动性

在物质世界中的地位。 而唯心主义承认人类精神的能动性， 但同样因为脱离人的实践活动， 因而无法

给出这种能动性的来源及其现实表现， 只能 “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 马克思由此发现了所有

旧哲学的根本缺陷———无视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正是从这一缺口出发， 马克思开启了新唯物主

义世界观。
其一开启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人类自身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直接进行实践活动， 从而直接

证明了自然界是先于人类实践而存在、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 因为这是人类实践活动

的前提： 没有客观物质世界， 实践无以发生。 而且人类实践活动作为物质世界的活生生的组成部分，
是人与实践对象的相互联系与发展的物质过程， 由此证明了物质世界乃是事物相互联系和发展的过

程。 这是由实践本身直接证明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远远超越一切理性的逻辑论证。
其二进而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人们为了实现主体价值目的而改造客

观世界的物质活动， 由此实践不仅直接证明辩证发展的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性， 而且还赋予这种物质

以能动性。 人类主体对价值目的的追求是驱动人们改造世界的动力。 旧唯物主义看不到这种能动性，
而 “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 它们把主体价值目的当作先验的 “自由意志”， 或当

作由自身的逻辑演变所生成的东西。 马克思指出， 人的主体价值目的必须通过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

转移的客观现实的规律才能得到实现。 于是客观自然物质世界及其规律通过人类追求价值目的之实践

活动， 进入社会历史领域， 制约着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 演变为社会物质， 生成人类社会历史的规

律。 历史规律根源于自然物质规律， 但同时又高于自然规律———因为它使自然规律在人类社会目的的

驱动与组织下上升为更高层次的规律。 这首先生成以自然界物质规律为基础的生产力系统， 进而生成

建立于生产力基础之上， 并且以其为物质载体的人类社会关系结构， 产生了社会关系结构的历史发展

规律。 马克思正是由此创立了唯物史观。
因此， 马克思这段话可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源地。 正是由于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及其产

物都负载着人类改造世界的价值目的， 而这一价值目的通过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发生，
因而具有了二重性： 自然性与社会性。 著名的 “劳动二重性” 原理正是由此而来： 分工条件下的社

会劳动， 既是作为自然物质过程的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 同时也是人们生产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

的抽象劳动。 这种社会关系正是劳动者的价值目的———生产为他人服务的产品以实现利益交换的目

的。 劳动二重性由此成为 “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５ 卷， 第 ５５ 页）， 贯

穿在整个 《资本论》 中， 产生了资本二重性： 资本乃是以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物质 （包括劳动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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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 为载体的、 以追求自身增殖为目的的社会关系， 由此生成资本运行和发展的规律。 这是

贯穿整个 《资本论》 的唯物史观。 而前述 “方法论中性说”， 正是由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所致： 它

将方法仅仅理解为脱离人们价值目的的手段， 忽视了方法中所蕴含的人们的价值目的。 只有全面地认

识人类实践的二重性， 才能揭示方法论的本质。
２. 方法的二重性： 价值意志引导与统摄下的 “方法论体系” 生成

人类实践归根到底是解决人类主体价值目的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的活动。 所谓方法， 归根到底

是人们通过认识、 遵循、 利用客观现实及其规律来实现人们的价值目的的手段与途径。 因而方法是人

们的价值目的与客观现实及其规律的辩证统一， 必然具有二重性： 一是主体价值性， 即一切方法都必

然蕴含所要实现的价值目的， 离开价值目的， 方法便失去存在的意义； 二是客观物质性， 即一切方法

必须遵循和利用客观规律。 人们在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 必然要在价值目的的引导下， 去发现和

发明各种方法， 塑造人们利用客观规律的方式， 从而使这些方法打上人们主体价值的烙印。 这体现在

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 人们必然要根据价值目的对相关方法进行选择与改造， 使其符合实现价值目的的需要。 人

们之所以发明和采用各种遵循客观规律的方法， 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目的。 为此必然要对

各种方法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预测和尝试， 以是否能够实现价值目的为标准而对其进行选择与改造，
而非盲目地照搬和利用客观规律。 例如， 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

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 管理方法。” （《邓小平文选》 第 ３ 卷， 第 ３７３
页） 这一判断充分体现了方法的二重性。 一方面， 方法具有客观规律性，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

段”，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吸收和借鉴， 由此拉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序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进一步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因而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方法。 然而我

们大胆吸收和借鉴市场手段的价值目的是为了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这就使

我们的市场经济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 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为此

不能全盘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法， 而要进行选择性吸收、 借鉴与改造， 使之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方法。 这种二重性既承认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同时也承认它们在价值目的上的本质区别。 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以占有剩余价值作为唯一的价值目的， 势必将市场方法作为争夺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剩余

价值的手段， 由此产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法论体系 （例如新自由主义、 凯恩斯主义等）。 它在促

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 必然产生日前严重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 导致经济危机与环境危

机。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

到共同富裕” （同上）， 因此在利用市场和解放生产力的同时， 要用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和文化力量，
将资本逐利行为纳入到 “三个有利于” 的轨道， 由此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法论体系。 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领导的伟大的脱贫攻坚战， 用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目的对市场经济方法进行改造， 使之

成为生成和应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论的光辉范例。 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 公有制为主体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 调动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积极性， 将市场方法纳入到社会主义的轨道， 实现了历

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目标， 完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法不可能完成的伟大历史任务。
其二， 某种方法是否行得通， 不仅取决于此方法是否符合客观物质规律， 而且取决于参与者在多

大程度上接受该方法的价值目的。 比如改革开放中如果简单地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方法， 以赚取最大利

润为价值目的， 忽视乃至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这样的方法无论怎样理性和精密， 必然都会受到

我国信仰社会主义价值的人民大众的抵制， 注定行不通。

·７·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形成机制及其哲学意蕴



其三， 价值目的统摄各种方法而形成相应的方法论体系。 当人们为了实现价值目的而发明、 选

择、 改造与塑造各种方法时， 如何生成以该价值观念为灵魂的方法论体系？ 这种 “体系化” 能力从

何而来？ 这是极其深刻的哲学问题。
康德在解释人的认知能力何以可能时提出： 客观世界的感性材料是杂多的， 而人的自我意识是单

一整体， 于是在认知过程中， “我把这些表象结合在一个自我意识中”， 即人的 “统觉” （参见康德，
第 ９０ 页）， 从而将人的 “自我意识” 作为人类知识系统化方法的来源。 康德未能明白： 这种自我意

识又是从何而来的？ 它又何以要求并能够把杂多表象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把人类实践中的杂多事物进行体系化的能力， 并非源于先验的 “自我意识”， 而是源于人类实践。 这

是因为人类实践本身就是为了实现人们的主体价值目的， 为此必需根据复杂多样的客观物质世界及其

规律来发现与采纳各种方法， 将它们统摄于所要实现的价值目的之中。 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的客观现

实与应对现实的各种方法， 由此被统摄于人们追求的价值目的之中， 形成以该价值意志为灵魂的方法

论体系， 是对各种方法进行选择、 改造与组织的系统化过程。 正是由于方法具有二重性， 人们可以用

抽象的方法将原有的方法中的价值观剥离出去， 汲取作为价值载体的利用客观规律的方式， 正像我们

可以把商品的价值剥离出去以得到其使用价值一样， 由此汇集成反映和利用客观规律的 “方法库”
或 “工具箱”。 人们再根据自己的价值目的对其进行选择、 改造和利用， 统摄为一个整体， 形成以该

价值意志为灵魂的方法论体系。

二、 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站在道义与真理的制高点

以不同的核心价值经过长期实践， 逐渐生成不同的方法论体系， 治国理政的方法论体系尤其如

此。 有什么样的价值意志， 就会生成什么样的方法论体系。 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是 “以维护等级秩

序为中心”， 由此经过长期实践， 逐渐生成封建等级制方法论体系。 资本主义社会生成 “以资本为中

心” 的方法论体系， 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法论体系、 多党竞争民主制的政治方法论体系、 以抽

象人性论为轴心的意识形态方法论体系等。
“人民至上”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价值信仰， 它在治国理政方法论上， 转化为 “以人民为中

心” 的价值理念， 由此形成方法论二重性中的主体价值性， 成为贯穿整个治国理政方法论体系的价

值灵魂。 从 《决议》 对于百年党史经验总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时候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并

且实事求是地遵循客观规律加以实现， 我们党的事业就沿着历史正确的方向前进； 什么时候对此稍有

偏差， 党的事业便会遭受挫折。 毛泽东带领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的伟大成就， 就是因为在重大决策中时时处处以人民为中心， 实事求是地遵循客观规律来实现。 我

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正在于实事求是地代表人民的

根本利益， 采取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改革开放

以来， 尽管党的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但总体上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 前进方向是正确

的， 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习近平， ２０２１ 年 ｄ） 其间出现过一些问题， 如腐败现象、 环境污

染、 社会舆论环境西化等， 则源于部分领导干部偏离 “以人民为中心”， 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
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 正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史无前例的深

度、 广度与力度， 在各领域全面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 以此为目的遵循客观规律加以实现， 开创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 ２０１４ 年， 第

４ 页）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 “以人民为中心” 来表述这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治国理政根本方法， 提

出 “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 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是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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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 ‘根’ 和 ‘魂’” （习近平， ２０２１ 年 ａ）， 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

的 “根” 和 “魂”。 这一价值理念使我们党占据人类道义和真理的制高点， 代表着历史正确的一边。
这一价值理念站在道义的制高点。 人类历史本来就是人民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而进行伟大实践活

动的历史。 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乃是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 它是人类历史对其自身存在的 “绝对命

令” ———历史正是为了实现人民生存和发展而存在的， 舍此就不会有人类历史本身。 共产党人按照

这个历史目的来执掌政权， 所以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对于全世界来说， 各国人民的生

存和发展是全人类的最根本的共同价值， 是一切道义之根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和平、 发展、 公

平、 正义、 民主、 自由， 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习近平， ２０１７ 年 ｂ， 第 ５２２ 页） 全人类共同价值

超越于基于基督教教义的所谓 “普世价值”。 这种 “普世价值” 表面上源自所谓 “天赋人权” 的

“永恒天则”， 实质上源自企图支配全人类的垄断资本意志。
这一价值理念站在真理的制高点。 既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历史的目的， 那么由此产生的需要就

必然决定着历史前进大方向， 形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历史上， 剥削阶级的价值目的是争夺和巩

固自身对人民的统治权力， 由此产生了贯穿整个文明史的根本矛盾———人民追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实

践活动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之间的矛盾， “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 （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

社会解体以来）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 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

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２ 卷， 第 １４ 页）。 当代世界各国人民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和霸

权主义对世界人民的统治之间的国际斗争， 实质上正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国际表现。 人民通过斗争迫使

统治者的决策不得不在最低程度上符合人民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需要， 而剥削阶级的统治一旦严重威胁

人民的生存与发展， 必遭人民的激烈反抗而被历史淘汰， 从而客观上形成历史的进步。 秦始皇便是例

证。 他为维护统治权力而实施的暴政直接威胁人民的生存， 因而 “二世而亡”； 而他所采取的书同

文、 车同轨、 统一度量衡， 因其符合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需要而被历史选择， 成为中华文明的

文化基因和文明成果。 因此只有人民才真正是历史的创造者， 只有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才是决

定历史前进方向的根本性力量。 这就是历史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正自觉地将 “人民至上” 作为全人类根本的共同价值和人类历史根本规律。 “以人

民为中心” 正是这一原理在治国理政方法论上的体现，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

指出： “走公平正义之路。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习近平， ２０２１ 年 ｃ） “以人民为

中心” 是人类最根本的共同价值， 是公平正义之 “根”， 是道义的制高点； 人民决定历史发展方向，
是真理的制高点。 二者统一是最高的 “理”， 所以 “千秋胜负在于理”。 而霸凌于人民之上的强力，
既违背道义也违背真理， 必将被人民创造历史的洪流所推翻， 所以 “一时强弱在于力”。

三、 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根本： 党和人民的命运共同体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理念是如何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统摄各种方法而形成方法论体系的？ 这

一形成机制， 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的核心问题。 如何组织社会共同体是

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根本。 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占据支配地位的价值理念， 产生出相应的组织社会共

同体的根本方法。
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社会， 如马克思所说， 农民 “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 就像

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２ 卷， 第 ５６６ 页）。
这样的社会必然奉行维护等级秩序的价值理念， 由此产生通过尊卑的等级秩序来组织社会共同体， 以

实现封建皇权与贵族对人民的统治。 在资本主义社会， 其组织社会的根本方法乃是各资本集团通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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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 形成资本权力支配社会的经济体系， 以及通过多党争夺选票的选举制度来形成资本集团支配

国家权力， 由此组织由资本力量支配的社会共同体， 实现对人民的统治。 这是资本主义治国理政方法

论的根本。
资本主义社会中， 代表社会化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诞生， 创造了人民组织成整体力量的社会

历史条件。 执行这一历史使命的政治力量正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 西方共产党曾经为此作

出努力， 但都以失败告终。 其主要原因， 一是由于西方奉行的个人主义文化对这种人民共同体的消

解， 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将其国内根本矛盾及其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 这种国际转移在一定

意义上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组织起来创造了历史条件。 在中国， 帝国主义与本国反动阶级共同残酷压

迫剥削人民， 由此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矛盾的集中地， 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 这就使中国人民团结起

来， 形成统一整体力量来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 成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唯一出路。 中国由此成为社会

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趋势的突破点。 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根本矛盾推动形成了使中国人民组

织成整体力量的客观条件与客观需要，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必然要求。
将这一历史规律对中国人民的必然要求转变为客观现实的政治力量， 正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

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不负使命， 将中国人民组织成

为整体力量， 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 建立了人民政权。 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奉行 “以人民为

中心” 的价值理念？ 经过长期探索， 终于找到了根本方法———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至上，
由此形成党和人民的命运共同体。 这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 《共产党宣言》， 由列宁贯彻于革命实践

中， 在毛泽东思想中得到充分发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开创了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新境界， 成为 ２１ 世纪马

克思主义的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根本。
１. 坚持党的领导： “以人民为中心” 的根本保证与根本途径

“人民” 不是个人， 也不是全社会独立个人的机械总和， 而是靠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共同体

的主体。 “以人民为中心” 决非以每个个体为中心， 那样只会导致全社会解体与崩溃， 最后导致分离

的个人被支配社会的资本强权所统治。 因此， 要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 首要任务是将人民组织成整

体力量、 从而真正成为追求自身根本利益的社会共同体。 为此必须要有扎根于人民、 有能力将人民组

织为整体力量、 以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自身奋斗目标的政党， 否则 “人民” 只能是一盘散沙， 无法形

成集体意志， 更无法形成实现自身根本利益的集体行动， “以人民为中心” 必成空中楼阁。 而能够将

人民组织成统一的整体力量的政党正是中国共产党。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广大人民群众才能组织成强

大的整体力量。 随着生产力社会化水平的提高， 人民的整体力量就越强， 越有能力将 “以人民为中

心” 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客观现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习近平， ２０１７ 年 ａ） 党的领导是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不是抽象概念， 而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

中铸造的由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政治体系和运行方式。 这就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 下级服从上

级， 全党服从中央， 树牢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和 “两个确立”，
保持党的统一。 作为拥有 １４ 亿多人口的大国，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 就无法凝聚成统一的

力量， “以人民为中心” 就会成为空话。 正是在这样的高度组织化的制度下，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

辱使命， 始终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 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

大成就、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今天正

走在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上。

·０１· 《哲学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２. 坚持人民至上： 党领导人民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 的前提条件

坚持党的领导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将人民组织成整体力量， 实现以人民为中心， 实现人民的根本福

祉， 为此党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决议》 将 “坚持人民至上” 与 “坚持党的领导” 列为建党百年的

最重要历史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庄严指出：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与人民休戚

与共、 生死相依， 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 任何权势团体、 任何特权阶

层的利益。” （习近平， ２０２１ 年 ｂ） 确保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权势集团为中心， 是坚持党的

领导的前提条件， 因而也是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 的前提条件。 苏联共产党由于蜕变为脱离人民群

众的特权阶层， 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 信奉西方 “普世价值”， 最终导致亡党亡国。 这一历史教训是

极其惨痛、 极其深刻的。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百年建党经验， 全面从严治党， 实施了系统严密、 精准有

效的党的建设的方法体系， 包括思想建党与组织建党， 以确保党永远坚持人民至上。
一是坚持思想建党。 “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 对党

忠诚、 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同上） 用伟大建党精神来要求全

体党员， 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 对照自己的言行， 统一全党思想， 这是使我们党永远 “坚持人民至

上” 的精神保证。
二是坚持组织建党。 党的组织建设是极其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 首先是加强各级党组织、 特别

是基层党组织建设。 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 “微循环” 通道。 “微循环” 畅

通， 党与人民群众心心相映， 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反映民情， 传达党中央精神， 乃是确保我们党奉行

“人民至上” 的基础。 “微循环” 不畅， 党和国家的机体就会出现 “病灶”， 若不能即时纠正、 疏通，
“病灶” 就会蔓延， 产生严重后果。

建立党的干部深入基层的制度。 我们党是拥有 ９０００ 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 领导 １４ 亿多人

口， 必然需要多层次结构。 如何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 切实代表人民

的根本利益， 是我党必须面对的世纪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全党表率， 在脱贫攻坚战中， 顶风雪、
冒酷暑、 踏泥泞， 翻山越岭、 跋山涉水， 走遍全国 １４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先后深入 ２４ 个贫困村考

察调研。 （参见 《铿锵的时代乐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过的贫困村脱贫调查》）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垂范， 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已成常态制度， 以确保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从基层干部中选贤任能， 是使我们党世世代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

用切身经历讲解了选拔干部的方法： “ ‘宰相必起于州部， 猛将必发于卒伍’。 我们现在的干部遴选机

制也是一级一级的， 比如， 我在农村干过， 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县、 市、 省、 中央都工作过。
干部有了丰富的基层经历， 就能更好树立群众观点， 知道国情， 知道人民需要什么， 在实践中不断积

累各方面经验和专业知识， 增强工作能力和才干。 这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 （习近平， ２０１４ 年，
第 ４０９ 页） 经过艰苦环境锻炼和考验， 然后脱颖而出， 这是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 这就要求干部到

基层 “扎下去”， 然后 “冒出来”， 建立干部在基层成长、 从基层选拔、 到基层培养的用人方法， 确

保我们党的干部世世代代永远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三是坚持群众监督下的自我革命， 使反腐败斗争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后， 党中央从立规矩开

始， 首先制定了八项规定， 随后陆续出台一系列制度。 各级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在联系服务群

众、 规范权力运行等方面制定和修订了一批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 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 针对干部工

作生活的监督制度已基本建立健全， 下一步就是要严格执行。”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

述摘编》， 第 ５６ 页） 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进行自我革命的制度， 如巡视制度、 离任审计制度、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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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申报制度等， 将权力牢牢地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创造出 “不敢腐、 不能腐、 不想腐” 的制

度体系与政治空气。 这是世界上其他一切政党都难以做到的。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发扬民主， 接受人民监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毛主席同黄炎培谈跳

出 ‘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的历史周期率， 就是说要让人民来监督。 我们要保证共产党长期执

政、 始终为人民谋利益， 就必须加强自我监督、 自我净化能力， 在体制机制层面加大监督力度。 同

时， 要发挥群众监督、 民主监督、 舆论监督的作用。”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第 ５３ － ５４ 页） 由此确保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通过以上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发扬民主， 群众监督下的自我革命， 就会从思想上、 组织上、 党

风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奉行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念， 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前提。
３. 铸牢党和人民的命运共同体

坚持党的领导以组织和领导人民， 通过党的建设来实现坚持人民至上， 二者辩证统一， 生成了党

和人民血肉相联的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

人民。 ……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 对立起来的企图， 都是绝不会得逞的！ ９５００
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 １４ 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习近平， ２０２１ 年 ｂ） 之所以 “不答应”，
是因为中国人民一旦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必将失去自己的主心骨而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 中国共

产党一旦不奉行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理念， 就会失去自己的灵魂， 失去自己存在的意义， 必然陷

入亡党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已经结成并将永远结成 “休戚与共、 生死相依” 的命运共同体。

四、 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总体生成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是一个抽象的、 玄奥的概念， 不能只停留在

口头上、 止步于思想环节， 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习近平， ２０１７ 年 ｂ， 第 ２１３ － ２１４
页） 在奉行 “人民至上” 的党的领导下组成党和人民的命运共同体， 是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

体系的根本。 以此为根本， 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贯彻到人民的各层面、 治国理政的各领域的实

践之中， 实事求是地遵循客观规律来解决面临的各种矛盾， 由此产生各层面、 各领域的 “以人民为

中心” 的方法论理念及其实现路径， 从而生成作为价值理念与客观规律相统一的方法论体系。 这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方法论体系的基本生成机制。 这是极其宏大而复杂的过程， 本文只能简略探

索其基本轮廓。
１. “以人民为中心” 在各层面的形态及其在方法论体系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人民作为社会共同体， 具有多层面结构。 “以人民为中心” 的总的核心理念在这种多层面结构中

也表现为多层面的 “子核心理念”。 这些子核心理念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实践中， 引领我们遵循

客观规律解决所遇到各种矛盾， 形成治国理政方法论体系。
我国是由全国各民族人民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理念在这个层面形成

了具有最大公约数的伟大理念———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一百年来， 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 一切牺牲、 一切创造，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 ２０２１ 年 ｂ） 这一伟大理念引导我们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 遵循客观规律，
踏上全面建设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由此形成以实现中国梦为伟大目标的方法论体系。

人民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基层劳动人民， 这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主力

军。 “以人民为中心” 最重要的就是以最广大的基层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心， 这是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是习近平 “以人民为中心” 的根本， 也是中国梦的根本。 这一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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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引导我们党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 时刻不忘基层民众，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与发展现

实需要， 逐步消除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 进行脱贫攻坚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等， 引导我们把

实现基层劳动人民的福祉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由此来制定治国理政的各种方法。
在面临灾害灾难、 维护人类生命的情境下，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理念形成 “人民生命健康第

一位” 的理念， “人民至上” 的价值信仰在此时表现为 “人的生命至上” 的人道主义精神。 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指出： “必须高度重视疫情， 全力做好防控工作， 要求各级党委

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坚决遏制疫情蔓

延势头。” （习近平， ２０２０ 年） 这是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理念及其方法论在人道主义上的集中体

现， 它引导我们遵循客观规律， 在各种灾难面前进行科学决策， 形成相应的科学方法。
在面对人与自然界的矛盾的情境中，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理念表现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 的理念。 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天人合一” 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
这一理念引导我们科学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成为对待生态问题的科学方法。
在国际事务中， “人民” 则从中国人民扩展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世界各国人民。 于是 “人民至

上” 的价值信仰， 以及其方法论上的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理念， 就形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

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并以此建立新的国际秩

序， 而不是那种霸权主义世界秩序。 这一理念引导我们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中， 坚守战略定

力， 遵循客观规律以解决国际冲突与矛盾， 形成相应的科学方法。
以上 “中国梦” “不忘初心使命” “人民生命健康第一位”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

同体” 等价值理念， 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体系中 “以人民为中心” 的总价值理念的多层面

的特殊表现，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列化的标志性理念。
２. “以人民为中心” 在各领域的方法论理念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种系统性表达。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理念在

“五大建设” 领域表现为各个特殊的价值理念。 在经济建设领域， 它形成 “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 绿

色发展、 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 的 “新发展理念”； 在政治建设领域， 它形成 “人民当家作主” 理

念； 在文化建设领域， 它形成文化要 “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 理念； 在社会建设领域，
它形成 “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理念； 在生态建设领域， 它形成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 全面贯彻于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当中， 并由此形成一个价值理念体系。 这些

价值理念在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 遵循客观规律而形成各领域的治国理政方法论。
３. 各层面与各领域的价值理念相结合， 在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形成方法论体系

“中国梦” “不忘初心使命” “人民生命健康第一位”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价值理念， 贯彻于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中， 与上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领域中的理念相结合， 引

导各领域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在遵循客观规律以解决矛盾的过程中， 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
例如， 上述各层面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贯穿于政治建设领域中， 在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

寻求其实现途径， 形成各层面上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民主的方法论。 同样， 将这些价值理念贯穿于

经济建设领域的 “新发展理念” 中， 在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寻求其实现方法， 形成各层面上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方法： “中国梦” 贯穿于新发展理念中， 形成了实现新发展理念的总体目标的总体战略与

方法； “不忘初心使命” 贯穿于新发展理念中， 形成了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与方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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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命健康第一位” 贯穿于新发展理念中， 形成了抗疫抗灾等方法；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贯穿于

新发展理念中， 形成了生态治理战略与方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 贯穿于新发展理念中， 形成了 “一
带一路”、 实行高水平开放等一系列方法。 同样， 将上述层面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文化建设、 社

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理念相结合， 在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来实现， 从而形成各层面的方

法论。
总之， 上述各层面与各领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相互交织， 在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解决所遇到

的各种矛盾， 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 从而生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

系。 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总体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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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ｔ ｈａｓ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ｎｅｓｓ，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ｗ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ｂ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ｃａ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ｉｎ 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ｕｔ ａｒｅ ａｌｌ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ａｓ ｉｔ ｇｒａｓｐ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ｗｏｒｌｄ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ｂｕ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ｏｕｔｌｏｏｋｓ ａｒｅ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ｌ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 ｎｏｒ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ｔｓｅｌｆ，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ａｒ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ｎｅｗ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ｓ ｓｏｍｅｗｈｅ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ｏ ｒ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ｕ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ｔｈｅｉ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Ｘｕａ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ｎ⁃Ｗｅｉ Ｐｅｒｉｏｄ

Ｃｈｅｎｇ Ｌｅｓｏ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ｏｉｓｔ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Ｘｉｏ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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