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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持久战》中汲取伟大斗争的思想智慧
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论持久战》 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斗争智慧：以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为指
导，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根本性质，制定和坚持抗战的总方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
中日双方特点及其发展变化，阐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总趋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
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阐述抗日战争不同阶段特点，提出相应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坚
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发展和丰富人民战争思想。这些
思想方法和斗争智慧，给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指导和思想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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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反复强调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政治判
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经历过艰辛曲
折的斗争历程，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斗争经验，我们要从党的斗争实践和反复经验
中汲取思想智慧，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伟大斗争。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 就是我们
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宝贵教材。
一、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的思想结晶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的重要经典文献，它不是为了完成某
种预定的学术目标而创作的学术论文，而是为了解决重大现实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和政
策思考；它不是思想家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理论建构，而是对长期革命实践的深刻
总结，是长期理论研究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同错误思想进行不懈斗争的结果。
（一） 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为研究抗日战
争问题积累了军事理论基础
深入总结实践经验教训，形成重大理论思想观点，是毛泽东理论创新的重要
特点。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
争，积累了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也留下了许多深刻教训；全面抗战爆发后，中
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斗争，形成了一系列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毛泽东进行
深刻总结和理论提升的直接基础。
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
等中国古代军事著作、《战争论》等西方军事学著作，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作者简介：金民卿 （1967- ），男，河南洛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二级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
东生平与思想、中国近现代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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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等军事著

教训进行总结提升。中共中央召开了包括洛川会

作，总结党领导革命战争特别是红军反“围剿”

议在内的一系列会议，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论

战争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

著，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深入分析中日双方的实

行系统分析。他把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用于

际特点，逐步形成了以全民总动员为基础、以抗

战争理论，强调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

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以正确的战略战术为

指导必须要符合客观情况，战争胜负虽然主要决定

支撑的抗日持久战理论。例如，在洛川会议上，

于客观基础，但也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能力，因

他强调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本

此必须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他根据中国社会

帝国主义，党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

经济政治的基本情况，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

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党在统一战线中

规律和特点，阐述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和人民战争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此后一段时间中，他密

的思想，总结了红军战争的指导路线、战略战术，

切关注和指导战争，及时总结战争中的经验教

如“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积极防

训，他在 《论持久战》 中就一直强调是以“抗战

御的战争方针，主动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

十个月的经验”为基础来分析问题的。

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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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深入进行哲学研究，创立中国化马克

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等。这些

思主义哲学理论，为研究抗日战争问题提供了哲

思想为研究抗日战争问题作了理论准备。

学指导和方法依据

在推动党的军事战略转变过程中，逐步提出

毛泽东历来重视哲学研究。到达陕北后，他

对日战争的持久性特点。“九一八”事变后，毛

利用有限的空余时间集中阅读一批哲学著作。斯

泽东就已经开始思考抵抗日本侵略问题。中央到

诺在 《西行漫记》 中曾记载了当时毛泽东研读哲

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

学的情况：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

转变，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 《关于目前

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

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

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

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毛泽东作了 《论反对

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报告，阐述了建立抗日民

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

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和政策策略，坚持和发展

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

人民战争思想，提出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

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

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1936 年 7 月在同斯诺谈

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

话时，毛泽东提出要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

作。
”［2］ 当时，毛泽东研读批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线，发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对日战争必将是

著作有十几种，除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外，还有

持久性战争，战争的结果必将是中国胜利。

苏联和中国学者撰写的著作，如西洛可夫、爱森

1937 年 5 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抗

堡的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的 《辩证唯物论

日战争必须实行政治民主、动员全国人民参战才

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新哲学大纲》，李达的

能胜利，“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 《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
便无从进行动员”［1］（P256），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有

活》《大众哲学》《哲学选辑》，潘梓年的《逻辑与逻

着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政治领导责任。

辑学》等。他在这些著作的一些篇章都做了批注和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和军队进行了顽

笔记，这些批注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到思想方

强抵抗，毛泽东及时根据形势发展对战争的经验

法层面，进行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总结。例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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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时写道：
“不从具体的

出了一条依靠人民进行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国

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

民党坚持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的片面抗

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

战路线，这条路线可能取得局部胜利，但不能取

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说透了李

得最后胜利。在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

［3］
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
”

前途》 中，毛泽东指出，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

在阅读的基础上，毛泽东进行了创造性的哲

采取全国总动员和实现进步的政治改革等的全民

学理论建构，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

抗战办法，必定是胜利的前途，是驱逐日本帝国

化。1937 年 7、8 月间，他到红军大学讲授唯物论

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妥协退让

和辩证法，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

的方针，采取压制群众和坚持各种反动政策的片

法思想，形成了 《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面抗战办法，必定是失败的前途，是日本帝国主

其中两节内容后来以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为

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在

名发表并收入 《毛泽东选集》。《实践论》 坚持辩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中，他

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路线，系统阐述了认识与实

再次指出，“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

践的辩证关系和认识的发展过程，揭示了人类认

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

识的总规律，特别是立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发

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4］（P353-354）。

掘中国哲学的优秀成果，用中国化的方式阐释了

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维护和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突出强调抗日必胜的坚

论的中国化形态。《矛盾论》 坚持和发展了唯物辩

定信念。1937 年 10 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反对投降

证法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完整地

主义的问题：
“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

论述了矛盾学说的科学体系，从两种宇宙观、矛

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

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

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

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

寇”［4］（P381），因此必须在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

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把对立统一学说同中

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1937 年

国哲学的辩证法传统结合起来，用中国化的方式

11 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大谈投降论调，

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创立了唯物主义

提出所谓的“和平路线”
，积极开展投降活动；蒋

辩证法的中国化形态。这两个文献对中国革命经

介石方面也派出代表同日本人接触。在这种情况

验作了深刻的哲学总结，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

下，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

同中国革命实践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结

降主义”
，民族投降主义就是要“引导中国去适合

合起来，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

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

为分析抗日战争问题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
”
“阶级投

（三） 深入进行思想斗争，在批判错误思想

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

的过程中阐明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

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
”［4］（P395-396）

创立抗日持久战理论

此后，他根据形势发展和投降主义的变化，又连续

批判片面抗战路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突

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斗争，坚定人民的必胜信念。

出强调抗日战争中的人民主体性。关于如何抗战

批判“亡国论”“速胜论”错误，全面阐述

的问题，国共两党有着原则分歧：共产党根据敌

抗日持久战理论。《论持久战》 在一定程度上就

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和抗战的持久性、人民性，提

是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结果。“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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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已经出现，一些人散布

的。毛泽东强调，研究抗日战争问题必须坚持马

“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

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

作阿比西尼亚”等论调；进入全面抗战后，汪精

上学，特别是机械论和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他

卫等投降主义者宣扬妥协论调，提出“再战必

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

亡”的观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亡国

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

论”再次出现，抗日阵线中也出现了妥协倾向。

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

为此，毛泽东进行了严厉批判，反复强调中国不

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

会亡，最终胜利必然属于中国。“速胜论”的错

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

误也非常严重。在共产党内部，一些人盲目乐

全体看。……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

观，认为日本军队不堪一击，完全可以迅速战

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

胜；一些人过于相信国民党的正规战争，认为抗

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

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国民党军队同日本人开

论。”［4］（P447）“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致命问题

战了，战争很快就能胜利。在国民党方面，“八

就是在思想方法上陷入了唯心论和机械论。“亡

一三”淞沪抗战时，就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

国论”者在中日力量对比上只看重强弱对比这一

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

个方面，而忽略了中日对比的整体性、全面性，

决；台儿庄战役后，国民政府准备进行徐州会

由此丧失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得出“中

战，《大公报》 社论写道，“现时的时局，就是抗

国必败”的错误结论。“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

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

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只看到其他矛盾，要么过于夸

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这

大中国的长处，要么拿一时一地的强弱来代替全

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 。“速胜论”思想

体中的强弱，对于抗战初期的局部或个别胜利无

危害极大，毛泽东予以深入批判，强调抗战的持

限夸大。这又是另一种主观性和片面性，因此结

久性。在批判错误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全面系

论同样是错误的。

［5］

统地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理论，让人们在思想上、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就能

行动上明确了方向，确立了信心，找到了方法。

克服主观性和片面性，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

二、《论持久战》 的丰富内涵和斗争智慧

质，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揭示中日战争的根本性

在 《论持久战》 中，毛泽东坚定抗战必胜的

质。毛泽东就是这样抓住中日战争的实质：
“中日战

信念，坚持抗日战争的总方针、总方向，运用马

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抗日战争的根本性

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

质、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系统阐述了抗日战争

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

的发展阶段和战略战术，为抗日战争提供了重大

里。
”［4］（P447） 战争的实质决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

的理论指导，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争是正义的，得道多助；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

的重大创新成果。这部著作内容十分丰富，我们

争是非正义的，失道寡助；最终，正义一定能够战

主要对其中的科学方法和斗争智慧做一些梳理。

胜非正义，中国人民必然能够夺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一） 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揭示抗日战争的

把握了战争的本质，就能够制定并坚持抗日

根本性质，制定和坚持抗战的总方针

战争的总方针、总目标、总方向。在全面抗战爆

指导思想是分析问题的灵魂，用不同的指导

发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

思想来分析同样的对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同

线的总战略、总方针，坚定中国必胜的决心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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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 7 月 8 日就

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

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

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

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

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

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论

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

持久战》 突出地强调，
“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

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

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

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我

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
”［4］（P440）“在一切工作

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

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

问题。”［4］（P450） 分析抗日战争就要从这些客观存在

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

的基本事实出发，而不能离开这些事实陷入到主

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

观臆想和预测之中。这些客观形势规定着双方政

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

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战争的

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

持久性，
“速胜论”是没有根据的。

［4］
（P513）

这就

是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变化观点来看待中日

牢固树立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动员全国各个政

双方在战争中的走向。毛泽东指出，“强弱对比

治团体、各个阶层人民奋起斗争，最终战胜日本

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

侵略者，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

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

（二）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中日双方

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

特点及其发展变化，阐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总

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

趋势，坚定抗战必胜信念

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

《论持久战》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

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

主义的根本原则，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变化

利。”［4］（P453） 这就是说，双方的特点并不是固定不

发展的观点，把握中日双方特点及其发展变化，

变的，而是会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变化，只要中国

揭示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及其总体趋势，指出抗

能够运用正确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不犯原则错

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但最终胜利属于中国。

误，竭尽最大努力，日本的长处就会逐步下降，

正确认识客观实际是一切正确决策的基础。

短处会日益显露出来，相反中国的短处会逐步克

在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是客观存在

服，而长处会不断发展。当战争持续到一定时间

的，这是分析和把握战争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根

后，双方的强弱程度和优劣形势就会发生重大变

本依据。在日本方面，长处是其战争力量强，短

化，这种变化规定了战争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处是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和野蛮性，人力、物力

“亡国论”是没有根据的。历史发展正如毛泽东

不足，国际上寡助；在中国方面，短处是战争力

所揭示的那样，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

量弱，长处是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是一

人民取得了最后胜利。

个大国，国际上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

（三）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阐述抗日战

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

争不同阶段的特点和任务，提出相应的战略战术

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

和斗争策略

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

问题是矛盾的集中体现。解决矛盾就必须要

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

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抓住并解决客观存在的突出

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

问题。在 《论持久战》 一开始，毛泽东就立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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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际，直面困惑人们思想、影响人们行动的重

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作为辅助的形式。

大问题，“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

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这个阶段是整个战争

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

的过渡阶段和最困难时期，但却是战略转变的关

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

键和枢纽；这一阶段必须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

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

线，坚持持久战，在持久的坚持中获得转弱为强

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

他正是通过对

的力量；这个阶段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而

这些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做出科学回答，创立了

以运动战辅助之。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所

抗日持久战的科学理论。

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但与第二阶段不

［4］
（P439）

任何矛盾都具有特殊性，任何问题都是具体
的，分析和回答问题就要牢牢掌握具体问题具体

2020.5

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

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根据中

（四） 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提出

日双方的实际情况及其发展变化，科学把握抗日

“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发展和丰富人

战争的发展规律，明确提出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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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而游击战将辅

民战争思想

判断，并根据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及其发展变

抗日持久战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始终

化，制定了不同阶段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中

把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与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有机统

日双方的客观实际决定了持久性的抗日战争将具

一起来，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基本

体地展现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

原理，把人民群众作为抗日战争的根本主体，传

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

承弘扬并深化发展人民战争思想，实行全体人民

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

参加的全面抗战而不是只有政府和军队参加的片

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

面抗战。这是毛泽东的抗日持久战思想同蒋介

期。
”

石、陈诚等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4］
（P462）

战争不可能短期内结束且充满残酷性，

经过艰苦抗战，最后结果必然是日本失败而中国

的持久战思想之间的一个根本分界线。

胜利。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根据不同阶段

毛泽东突出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问

的具体特点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
“在第一和第二

题。他指出，“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

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

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

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

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

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

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

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4］（P484）

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

毛泽东根据战争的客观实际和矛盾变化，根

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

据战争不同阶段的战略任务，科学把握运动战、

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

游击战、阵地战在不同阶段的地位和关系，制定

果”［4］（P461）。这就是说，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

了具体的战略战术和作战形式。具体来说，战争

要立足于客观实际，充分发挥在战争中的能动

的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但这个阶段的防御

性，积极创造条件，克服各种困难，以积极主动

不能是消极被动的防御，而必须是积极防御，就

的努力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态势，促成战争形势

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战役、战斗，尽可能阻止日本

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自己不积极主动地

帝国主义的进攻，同时尽可能保存自己的力量；

创造条件，而一味消极地坐等外来支援或形势自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军队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

发发展，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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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对历史主体能动性的科学判断，毛

国必然胜利，正是在这个坚定信念下，中国人民

泽东正确处理战争过程中客观与主观、武器与人

获得战胜敌人的积极主动性。在新时代的历史方

的辩证关系。“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

位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决

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

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中国人民的

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

理想和目标，为此必须要坚定理想信念、目标方

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

向和必胜信心。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坚定共产

的”［4］（P469）。一方面，中日双方在武器、军事实

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

力等方面相比，中国处于劣势，这是必须承认的

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把共产主义写在自己的

事实，离开了这个事实而陷入主观盲动就会遭遇

旗帜上，这个远大理想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

重大失败。另一方面，武器虽然是重要因素，但

代共产党人必须要筑牢信念之基，补足精神之

不是决定战争结果的根本因素，关键是要充分调

钙，绝不能陷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之中而失去

动和发挥人的积极能动性，变被动为主动，创造

了理想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是远大理想和共同理

获得胜利的条件。

想、最高纲领和基本规律的统一论者，在当今时

抗日战争归根到底是人民战争，只有紧紧依

代，坚定远大理想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获得战胜敌人的根本力

共同理想，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量。“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

义伟大事业中为实现共产主义积累条件。为此，

之中。”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

我们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一战线，而决不只是几个党派的统一战线，发动

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决不走封闭僵化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动员全国人

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全盘西化的绝路。坚定

民参加抗日战争。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调动

目标方向，就是要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不忘初

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战争的困难就会逐步解

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决。当然，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就必须要解决对

谋复兴，坚定政治定力，力克风险挑战，大力推

人民的态度问题，必须尊重人民、服务人民，给

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富强

人民以民主的权力，形成良好的官兵关系、军民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

关系，人民和军队打成一片，就会使敌人陷于人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坚定

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最终失败。毛泽东豪迈地写

必胜信心，就是要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不困惑

道：“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

于任何杂音噪音干扰，不畏惧于任何艰难险阻。

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

在新时代征程上，我们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

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

难和风险挑战，必然要进行复杂尖锐的国内国际

三、汲取思想智慧，推进新时代伟大斗争

斗争，当代中国人民就是要发扬敢于斗争、善于

［4］
（P511）

［4］
（P511-512）

《论持久战》 主要论述抗日战争的基本理论和
战略策略，但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方法和斗争智
慧，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在当代依然闪
烁着真理的光芒，对于推进新时代条件下的伟大
斗争具有重要的方法指导意义和思想启迪价值。

斗争，敢于胜利、勇于胜利的精神，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二） 科学把握时代特点，制定并坚持正确
发展方略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强调方法的重

（一） 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必胜信心

要性，“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

《论持久战》 贯穿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中

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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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

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

了历史性深刻变化。新时代中国在彰显科学社会

瞎说一顿。”［1］（P139） 在 《论持久战》 中他坚决反对

主义强大生机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重大风

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牢牢坚持唯物辩证法，用客

险挑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分

观、全面、发展、联系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进行

突出，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不

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能忽视，“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断出现。特

观点方法；当前，最关键的就是要学懂弄通做实

别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恐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取得伟

不断加强对华攻击力度，力图遏制中国发展势

大斗争的胜利确立思想方法基础。

头，中国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全方位打压、“和平

《论持久战》 指出，“时代的特点”是提出、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据”

。新时代的伟

［4］
（P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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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颜色革命”的威胁不断加大，意识形态
和国家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大斗争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必须科学把握“新的

面对这些风险挑战，中国人民必须进行具有许

历史特点”，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当今中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国内，要同妨碍党

国最重要的时代特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

的领导、改革发展、国家治理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

“大的历史时代”中进入了“新时代”。从国际上

争；在国际上，要同挑战制度安全、政权安全、国

来看，“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

家安全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在出现“颜色革

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

命”、政治动乱等情况下，必须果断运用人民民

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

主专政力量来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社会安定，在

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这个问题上任何敌对势力的指手画脚都毫无用

，就是资本主义占

［6］
（P66）

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

处，任何投降主义的思想和做法都必须坚决反对。

代；但是当今世界正在呈现许多新的阶段性特

基于这些时代特征和任务要求，以习近平同

征，“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心筹划，统筹推进“五位一

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局，统揽“四个伟大”
，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 世界多极

会主义“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提出了两个

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

百年的奋斗目标，规划了新时代两个阶段的发展

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

战略，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

战略决策和政策策略。我们就是要牢牢坚持和全

对比更趋均衡，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面贯彻党中央的这些战略决策，在新的伟大斗争

变局。这样的时代本质和特点意味着，虽然“东

中不断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升西降”“社兴资衰”的历史趋势正在出现，但

（三） 坚持自主发展，发展国际统一战线

［7］

整个世界依然处于“资强社弱”“西强东弱”的

进行新时代伟大斗争，首先必须把立足点放

总体态势之中，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两条道路

在自己的发展上，放在自己的实践上，以做好自

的斗争依然尖锐复杂，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打

己的事情为根本前提。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有坚持

压、遏制不会停止，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会严重激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在革命建设改

化。从国内来看，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特色

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都特别强调坚持走自己的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

路，打破各式各样的教条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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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发展。新时代条件下，中国人民一定要在中

力，在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的同时，为世界人民谋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

福利。这些战略对策，能够在国际上团结一切可

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牢牢站稳自己的

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因素，为赢得新

脚跟，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自主发展，创造强大

时代伟大斗争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
奠定伟大斗争的坚实基础。
立足自我、自主发展，并不是要封闭孤立，

（四）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原则，贯彻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论持久战》 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高高举

而是要以博大的胸怀、开放的姿态、全球的视

起人民战争的旗帜，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成功

野，积极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格局当中，海纳百

解决了为了谁、依靠谁进行斗争、争取胜利的根

川，开放发展。当然，这种开放决不是像近代中

本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史观、坚持

国那样丧权辱国式的被动开放，而是坚持独立自

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鲜明

主基础上的对外开放。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

体现。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也必须继承

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坚决反

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胜利法宝，牢牢坚持人民

对霸权主义，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不找事但不怕

主体地位的首要原则，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事，不挑战但不惧战，同一切破坏我国国家安全和

发展思想，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打好

领土完整的做法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在经济上，

新时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并引领全球

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好

化发展，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

地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毫不动摇地

战，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同各种保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人民群众的

主义和不合理的经济秩序进行斗争，以“开放、

利益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价值指向和根本宗旨，党

观，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为了让人民获

进行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并不是要主观主义

得解放、得到幸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

地制造敌人，四面树敌而不要朋友，如果没有国

来的夙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

际合作、没有国际支持，伟大斗争不可能真正胜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

利。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发

国共产党人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

展国际统一战线，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战

位，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人民忧乐为

略策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提出了“人类命

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新时代伟大斗争是实

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呼吁各国弱化成见、通

现和发展人民利益的重要途径，就是要通过斗争

力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

清除各种危害人民利益的内外障碍，逐步实现全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

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

界；倡导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外交理念，扩大

面进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

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深

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

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

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

作；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实现政策

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

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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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6］（P213-214） 这就是说，新

变”，还是面对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挑战和障

时代的伟大斗争一定要坚持人民群众的“在场”

碍，或者各种突发性的重大事件，我们只要能全

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见到人民的身影，听到人

面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民的呼声，实现人民的利益。2020 年春的“抗

人民，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牢牢植根

疫”战争，就是新时代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体

人民，就能够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人

现，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民事业中来，汇聚成强大历史合力，最终战胜一

康放在第一位，提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切艰难险阻，取得伟大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充分体现了党的根本宗
旨，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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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iving the Wisdom of Great Struggle from On the Protracted War
JinMinQi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100101）
Abstract: On the Protracted War is a book rich in ideas and full of wisdom of struggle. Firstly，guided by 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it reveals the nature of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sets up the general policy to
persist till the end of the war. Secondly，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basing everything on actual conditions，it expresses the
long-lasting and overall tendency of the wa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counterparts and always keeps
an ey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which strengthens people’s conviction of victory. Thirdly，it explains the features of
the war at different stages on“a case by case basis”，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tactics to fight back.
Fourthly，it bears in mind that it is the people who create history and proposes a scientific statement that soldiers and people
are key to victory. This helps to further develop the thought of people’
s war. All these thinking methods and wisdom of struggle
will enlighten and provide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great struggl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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