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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01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

1、时代背景（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选择】

02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初步形成（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选择】

（1）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

和作用，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2）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

逐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

2、 走向成熟（遵义会议后到抗日战争时期）【选择】

毛泽东在理论上系统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

线思想和党的建设思想。科学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精辟论证了党的政策

和策略。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

1945 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3、 丰富和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选择】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

03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

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选择】

05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 ★★★【选择&简答】

1、 实事求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2、 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法。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

史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

3、 独立自主：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走出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建设道路。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06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

1.第一个：在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命题和重大任务，毛

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选择】

2.指南：毛泽东思想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3.财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01 近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选择】

1、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最主要），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近代中国人民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2、近代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五

四运动的爆发为标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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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0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

1939 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1940 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

领导力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指导路线。【选择】

1、 革命的对象——分清敌友（首要问题）【选择】

（1）帝国主义：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2）封建主义：封建剥削制度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支柱，也是中国封建军阀实行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

（3）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帝国主义并为帝国主义所豢养，所以仍然是革命的对象。

2、革命的动力【选择】

（1）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工人阶级必须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

（2）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是革命的主力军。

（3）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基本依靠力量。

（4）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势力束缚，具有反帝反封的愿望；另

一方面，在经济、政治上没有割断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因而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勇气，具有软弱性和动

摇性；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其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3、革命的领导【选择】

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的核心是无产阶级领导，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区别的根本标志。中国工人

阶级正是顺应时代的要求，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点：【简答】

（1）不占有生产资料，同大生产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

（2）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

（3）大部分出身于破产农民，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联系，便于结成工农联盟。

（4）人数虽不多，但高度集中在少数工业城市和一些大中型企业部门，便于团结起来进行有组织的革命斗争。

4、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决定了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新的特点：【简答】

①中国革命处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②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③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④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0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

1、 政治纲领：【选择】

（1）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 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

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2）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的终极前途是社会主义。

2、 经济纲领：【简答】

（1）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2）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3）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的极具特色的内容。

3、 文化纲领：【简答】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无产阶级领导”：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

（2）“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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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的”：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

（4）“大众的”：为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因而是最民主的文化。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05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开辟【选择】

在领导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先后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

道路理论。1938 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先占乡村，后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的革命道路。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形成的条件

（1）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简答】

①压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内无民主制度受封建主义压迫，外无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

的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

②农民：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和革命的主力军。这就

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深入农村，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入手。

（2）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简答】

①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个基本国情成为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原

因。

②大革命存留的政治影响和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为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③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以及政策的正确，又构成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

主观条件。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及意义

（1）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根本的在于处理好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革命

根据地三者关系。其中，土地革命是基本内容；武装斗争是主要形式；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战略阵地。【选择】

（2）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意义：【简答】

①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主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②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③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光辉典范，对于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06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1、 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阵线

（1）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简答】

①阶级：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状况所决定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地

主、大资产阶级都是少数，无产阶级力量也比较弱小，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占了大多数。无产

阶级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要同中间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②革命：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造成了革命发

展的不平衡性，这使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把一切可以团结和利用的力量尽可能团结

在自己的周围，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

③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客观上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利用这些矛盾建立和发

展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把一切爱国的、不愿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2）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联盟【选择】

①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劳动者的同盟，主要是工农联盟——统一战线的基础；

②工人阶级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3）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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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

②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

③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④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⑤领导权问题是革命统一战线最根本的的问题。

2、枪：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

武装斗争的革命经验【选择】

①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是保持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和建军宗旨的根本

前提；

②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这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前提，也是人民军队一切行动的根本准则和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③坚持正确战略战术原则。

3、党：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工程（最重要）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经验：【选择】

①必须把党的思想建设始终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②必须在任何时候都重视党的组织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

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

党的显著标志；

④必须联系党的执政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结合起来，贯彻执行党的政治纲领和路线。

4、三大法宝之间的关系？【简答】

（1）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

（2）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

（3）武装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

（4）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07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历史意义★★★【简答】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具有独创性的革命理论。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4、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5、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产生了重大的世界影响。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01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由新民主主义向

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的社会形态。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构成【选择】

1、经济结构：有五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

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

济过渡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因此主要经济成分是三种：

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2、阶级结构：阶级构成主要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基本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

个体经济既可以自发走资本主义，也可以被引导走向社会主义，其本身并不代表一种独立的发展方向。所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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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02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依据

一、总路线的提出

1、1952年9月，毛主席提出，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开始。

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 【选择】

2、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内容概括为“一化三改”。 【选择&简答】

（1）“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

（2）“三改”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

（3）二者相辅相成，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密结合，体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

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

二、总路线的依据【选择】

1、从理论上依据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过渡时期理论和列宁的革命转变思想。

2、从实践上，是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依据了中国的具体情况。

3、过渡时期需要相当长的时期的原因： 【简答】

（1）我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要求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创造为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所必要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

前提；

（2）我国有极其广大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极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来改造他们。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03 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选择】

1、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

2、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

3、正确分析农村阶级和阶层状况，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依靠贫下中农，发展互助合作，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

农剥削。

4、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选择】

1、方针：积极引导、稳步前进

2、步骤：手工业供销小组（社会主义萌芽）——手工业供销社（半社会主义性质）——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完全

社会主义性质）

3、采取说服教育、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办法，使手工业者自愿参加进来。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选择】

1、方法：和平赎买

2、步骤：

（1）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

代销等形式。利润分配按照“四马分肥”——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

（2）高级形式第一阶段：个别企业公私合营。

（3）高级形式第二阶段：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3、资本家改造：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4、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采取和平赎买的意义：【简答】

（1）有利于发挥私营工商业在国计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2）有利于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美好明天内部资料

第 6页共 6页

（3）有利于发挥民主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的知识、才能、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

（4）有利于争取和团结那些原来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5、我国能采取赎买的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原因：【简答】

（1）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

（2）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长期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关系

（3）我国已有了强大的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4）国家对粮食、工业原料的统购包销以及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群众对资本家的监督等因素，促使私人资本主义

企业只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04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1、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社会主义改造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

任务进行的。

2、采取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采取了区别对待、积极引导、逐步过渡

的方式。既避免了社会动荡和生产力的破坏，又使被改造对象逐步提高觉悟。

3、用和平方法进行改造。不仅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而且维护了社会稳定，极大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

的发展。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05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1956年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化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剥

削制度的结束，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1、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制度已经基本上被消灭，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选择】

2、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人阶级队伍在壮大，政治与业务素质不断提高，并成为国家领导

阶级。广大劳动人民从此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成为掌握国家生产资料的主人，实现真正的当家作主。【选

择】

06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1、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人民：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3、世界：对世界格局产生了积极影响。

4、马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