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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要坚持无产阶级阶级立场与人民大众

政治立场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统一到无产阶级

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革命之中；另一种是统一到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

领导和团结人民大众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革命之中。我们今天处于把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统一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它内在地

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学说服从

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夯实二者统一的经济基础和物质

基础；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和推动社会革命的统一，加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

建设，不断巩固和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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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徐国民，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上海  200237）。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立

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它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准。在他们看来，不坚

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学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放弃”和“背叛”。

近年来，有少数学者搞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来试图否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否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通过“马克思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就是坚持“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是马克

思、恩格斯在劳资矛盾尖锐对立背景下的“结论”，无论是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劳资矛盾”不仅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和，而且已经成为“命运

共同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彻底抛弃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学说

[ 基金项目 ] 2017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所有制关系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7BKS01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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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外甚至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重大缺陷，人类历史并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也不是由阶级斗争所主导，社会发展也并非“归根结底”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1](P2) 国内外学

术界之所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问题上产生了如此大的分歧，其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马克思主义

的阶级立场、政治立场及其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政治立场及其相统一的学理基础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即无产阶级立场。这一阶级立场在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

产党宣言》中鲜明的表述，用其中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P435) 马克思、

恩格斯之所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并非因为家庭出身或为改变个人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的实际需

要，也并非仅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无产阶级的贫苦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地位所表现出来的怜悯和同情，

而是有其深厚的学理依据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哲学与现实之间关系问题。黑格尔

从“个人自由意志”出发，指出国家是公共意志的代表，个人只有在国家中才能最终获得自由，从

而似乎为现行国家法律制度作出了合理性论证。实际上，黑格尔的“个人自由意志”和“国家”都

是理念的产物，在现实世界中个人并非具有“自由意志”，而属于一定阶级，国家也并非是“公共

意志”的代表，它恰恰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青年黑格尔派看到了这些观念等对人的统治，

并提出要对这些“意识”进行斗争。然而，他们只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2](P145)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

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2](P145-146) 从而进一步批判了哲

学家们没有提出“改变世界”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实的个人”是活生生的、

有血有肉的，通过经验观察是可以被“感知”和“证实”的个人。这些“个人”在从事物质生产的

过程中，既继承了前人所创造的物质生产资料的条件和基础，又因为他们对于这些物质生产资料是

否占有和占有多少而决定了“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级、阶

层状况。在他们看来，物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排他性决定了生产过程中不同阶级之间矛盾的

对抗性。在这种阶级矛盾对抗的过程中，随着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种“私

人占有”必将被“社会占有”所代替，因而代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途和方向的“阶级”必将顺

应了历史发展趋势。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正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这两大敌对的“阵营”，同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会变得更加尖锐。在

这一“分裂”和“对抗”的过程中，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在内的“中间等级”，

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只不过是为了维护自身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

而是保守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由于“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

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2](P411) 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使社会变成一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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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社会，它就不能解放自身，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因此，无产

阶级革命是最彻底、最坚决的。

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的解放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

史趋势，同时也为马克思、恩格斯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工作”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全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都始

终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关。可以说，他们都始终坚持了“无产阶级”的这一阶级立场来分析和解

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印下了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因此，我们

说阶级性和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

无产阶级立场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追求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需要在深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现实条件

基础上，充分发挥本阶级主观能动性，将“人类的解放”这一远大目标分解成若干阶段性目标，制

定和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来团结带领最广大人民为之奋斗。因此，无产阶级立场应随时根据无产

阶级运动的条件而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社会中人民大众所接受、支持和拥护的政治立场。在《共产党

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

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P421) 然而，在努力实现“两

个彻底决裂”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

主”，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

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P421)

因此，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立场来制定政策和策略，团结一切可

能的阶级和阶层，争取现实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现实需要和利益 

诉求。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把“人民大众”的内涵从广义上理解为“全人类”的话，那么，无产阶级

的阶级立场就是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但是，如果我们把“人民大众”的内涵从狭义上理解为“现

实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话，那么，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就是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的方向和保证，

而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则是无产阶级立场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条件。可以说，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阶级

立场的指引下，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才不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同时，也只有坚持了人民大众的政治

立场，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才能最终实现。由此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实际上就是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与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的有机“统一”，并将这一“统一”贯穿于无产阶

级革命运动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相统一的中国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

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的统一起来，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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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了许多“中国问题”，创造了许多“中国奇迹”

和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并产生了许多“新的东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从而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

与政治立场相统一的中国经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相统一起来的思想进行了

系统论述，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面对产业工人不到 200 万且聚焦在沿海大

中城市、农民占全国人口 80% 以上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具体实际”，毛泽东在 1925 年 12 月《中

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明确提出了要区分敌我友的问题。1939 年 12 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

国共产党》中进一步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

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

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3](P645)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

引下，中国共产党逐渐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以及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道路，从而领导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其中，坚持无产阶级及其先

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坚持“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没收官僚资

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等内容无不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各阶级的联合专政、“没收

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战线”

等内容又无不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好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与人民

大众的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统一起来，领

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又

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科学的制度基础。为此，毛泽东指

出：“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

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

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4](P547) 由此可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统一起来，

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条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课题就是，如何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立场与政治立场统一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面对这一时代课题，邓小平全面分析了国内外

形势并及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并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看来，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

会主义建设，可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一

直没有得到显著提高。为此，他指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

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

貌好一些。”[5](P128) 他一直告诫全党：“党的组织、党员，都要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同人民在一起，

了解他们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呼声，采取各种办法保护和争取他们的利益。”[6](P685) 正是从人民群

众的现实需要的立场出发，邓小平科学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在承认阶级斗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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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有时还很激烈的基础上，指出了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

目标而奋斗的大局，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和带领了中国人

民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奋勇前进，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

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标志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把人

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

持以人们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进一步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凝聚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

周围。可以说，经过 40 多年的不懈努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和美好的未来。与此同时，习近平反复告诫全党，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

些“斗争”既包括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又包括维

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还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等。可以说，它们都是新时代无产阶级立场的具体体现。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相“统一”有两种基本

形式：一种是“统一”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革命”中去，即将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

来进行“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另一种是“统一”到无产阶级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革命”

中去，即将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统一”的政策和策略来看，无

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想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做到：其一，坚决杜绝本阶级

的任何私利，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无产阶级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二，

根据现实社会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使现实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在这一奋斗目标中看到每

个“个体”的自由及其之间的平等程度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三，切实保障现实社会中绝大多

数人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诉求，确保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和行动方案得到他们的支持，并不断地为

之努力奋斗。离开了这三个基本条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相“统一”就无从 

谈起。

三、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相统一的基本遵循

今天，学术界在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之间关系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的分歧

和争议。可以说，随着国际社会“冷战”思维抬头、西方敌对势力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伎俩”

加剧，以及国内社会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些分歧和争议还将长期存在并

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为此，我们需全面分析和研判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澄清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统一的前提与基础，进一步明确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

场和政治立场相统一的现实要求和基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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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国际形势而言，尽管国际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地区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逆全球化”

思潮和行为进一步抬头、新旧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转型”加速，但这些矛盾和冲突并不能构成国际

社会的主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各

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之间不仅长期共存，而且还会进一步加强

合作和交流，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就国内形势而言，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努力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我国逐渐摆脱了贫穷落后的

局面，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我

国社会还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及其各自的利益诉求，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资本家对劳动者的

剥削现象，并且仍有一些既得利益者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部分决策者的决策，但是从总体上来

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优势非常明显，它很好地扼制住了资本的权力扩张逻辑，有效地保

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地位，从制度上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使我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转换为“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而非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

内依然存在，有时还很激励，但它们并不能构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实际上，这一“基本路线”充分体现了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的有机“统一”。因此，从时代背景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

来看，我们今天仍然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统一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

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在努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

展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样一来，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

立场方面的争论，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阶级分析法、阶级斗争学说与目前我们的“中

心任务”相统一的问题。

第一，从“统一”的方向和目标来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的统一，就是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学说服从并服务于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任何破坏或者否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

的言行，都是我们进行斗争的对象；我们斗争的目标，也是为了使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在中国共产

党的周围，团结在党在社会主义阶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上来，团结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为此，我们既要保持

清醒的认识，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学说，分析国内外一切妄图

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破坏中华民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以及一切妄图分裂、阻碍祖国统一

等伎俩和丑恶嘴脸的本质，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和斗争品质，同时，我们还要调整我们的

思维方式，不应该把什么问题都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区分好政治原则问题、

思想认识问题与学术观点问题，在经济社会领域中区分好“所有制”与“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在

政治领域中区分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与“完善”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4徐国民.indd   38 21/2/7   下午4:19



3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徐国民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政治立场及其辩证统一

立场与政治立场的统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二，从“统一”的经济和物质基础来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的统一，我

们还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奠

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科学的制度保障。一方面，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是社会

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的集中表达。只有

做大做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利用国有资产的社会主义性质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才能充分

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是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要求，是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制度保障，也是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的内在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地要求处理好政

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既要更好地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

的宏观调控功能。为此，我们既要坚决破除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并上升到制度层面的

错误思想，还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管理”问题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自身”问题区分开

来，做到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发展社会主义 

经济。

第三，从“统一”的方式和方法来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的统一，就是坚

持党的自我革命和推动社会革命的统一，巩固党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中国

共产党是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的统一。其中，革命党既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坚

持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和宗旨的根本要求，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不断推动社会革命和社会进步、进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使命担当。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革命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和功能，领导党和执政党的角色和功能必须服从并服务于革

命党的目标任务和历史使命。因此，从党的自我革命来看，就是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

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葆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

持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用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来巩固党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

础。从推动社会革命来看，就是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着力解决社会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消灭剥削、消除阶级

差别、对立以及人类社会一切不平等现象的背后的社会根源，用坚定的政治立场来扩大党的群众 

基础。

当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之间的“统一”，不是一劳永逸、永恒不变的，

它是具体的、历史的，是随着“统一”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而不断变化的。从理论上来看，一旦

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根本性、颠覆性的变化，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

争激化并危及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稳定与巩固的时候，甚至出现了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了，这时的“统一”就必须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作出及时的调整。因此，我们还必须要保持清醒的

头脑对国内外形势作出准确的预判。就当前国内外形势而言，尽管我们对内强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

路、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对外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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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立场和政治主张顺应了时代潮流、符合国内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只要国际社会还没

有彻底消灭阶级、阶级剥削和阶级差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我们仍需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阶级立场、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学说，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辩证统一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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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t Class Stand, Political Stand and Their Dialectical Unity
Xu Guomin

Abstract: We must adhere to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proletarian position and 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the 
people. There are two basic forms of this unification: one is the unification into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in which 
the proletariat seized state power; the other is the unification into which the proletariat used state power, to lead 
and unite the people in a social revolution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Today we are in the period of unifying 
Marxist class standpoint and political standpoint into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t inherently requires: 
Adhering to the Marxist proletarian position, the class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class struggle theory to obey and 
serve the “central task”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dhering to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to develop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olidate the Base an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ir unity; to persist in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and promote the unity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 and to 
strengthen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the proletarian political parties, we will continue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class and mass bases on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olds power.

Key words: Marxism, class stand, political stand, dialectical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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