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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 冲刺要点归纳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

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指导思想，具有伟大的意义（新增

考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解决了在一个农民为主体的

、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

论问题，科学地回答了近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正确

地解决了中国革汆的发展阶段问题，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

发展规律，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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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

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统治广大劳动人

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

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

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战乱不断的局面，实现了民族独立和

国家的基本统一，根本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为

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

造了条件，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

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改变世界面貌的伟大

历史事件，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

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

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信心，有力地支持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

义的斗争，增强了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力量。 （二）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

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

和总路线的内容。毛泽东在1948年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

讲话》中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

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的革命。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毛泽东认为，只

有认清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

策略问题。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

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部分。 （1）无产

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 （2）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

力军和工人的同盟军。 （3）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知识分子

、青年学生、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在中国，小

资产阶级是劳动者，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之一，也是中国

革命的同盟军。 （4）民族资产阶级是由地主、商人、小官

僚、手工作坊主转化而来的，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但

无法充当革命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中，将中国资产阶级基本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

产阶级二部分，并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

理论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科学系统的分析。他认

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一身而二任焉”的阶级，既有

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一方面，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压迫和封



建主义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因而具有一定

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民

族资产阶级具有天生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他们没有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勇气，在革命中很容易发生动摇和妥协。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民

主革命中对他们政策的两面性，即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

。一方面，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在不

同革命阶段的不同革命要求，对他们实行团结和联合的政策

，和他们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对于他们

的动摇性、妥协性，必须采取适当批评和斗争，以便尽可能

地坚定其革命性，克服其动摇性，以共同对付强大的敌人。

同时，在经济上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总之，民族资

产阶级是革命的保护对象而不是革命的对象。 二、新民主主

义的基本纲领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

大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把新民主主

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与党的基本纲领联系起来，进行了具

体阐述。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具

体展开和体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具体奋斗目标。 1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关于新民主义的政治纲领，毛泽东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在《论联合政府》、《目

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中完善的

。其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

政治纲领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1

）毛泽东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



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

国。” （2）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 加强政权建设，是抗日

根据地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

地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

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

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边区(省)、县参议会既

是民意机关，也是立法机关；边区、县、乡抗日民主政府是

行政机关；边区高等法院和县法院是司法机关。抗日民主政

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

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1／3。这样做，

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

阶级、阶层。 2、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1940年，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1947

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新民

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

所有；没收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

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

有 （1）土地革命时期 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

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

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1928年12月，毛

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

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

权利。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

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

村的实际。 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制定第二个土地法

，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



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

不受侵犯。 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

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

，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

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

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

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2）抗

日战争时期 各地抗日民主政权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根据地内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

政策，以便使广大农民减轻负担，得到实惠，提高抗日和生

产的积极性；同时又照顾地主的利益，有利于保障根据地的

社会稳定。为了克服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提

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

针，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为坚持抗战、

争取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3）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5月4

日，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

五四指示》)，决定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

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此之后，通过开展清

算斗争等，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即有2/3的地区基本上实

际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

，为了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进一步激发他们支援解放战争

的积极性，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召

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

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

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

村农会接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个大纲指引着



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群众，将自己的力量汇人民主

革命的洪流。 土地制度改革，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

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土改运动的发展表明，解放战争在胜利

推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深入发展。经过这个运动

，中国最主要的人民群众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

自身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因而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

这就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没

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

，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

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

的性质。 保护民族工商业 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保护民族工商

业，发展资本主义，是由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和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性质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

级。同官僚资产阶级相比，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联系较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与新生产力相联

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它对发展现代技术、发展

社会生产力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

取保护政策。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允许私人资本主

义在不操纵国计民生的前提下得到发展的便利，有益于社会

向前发展。因此，这种保护也不是无条件的。需要保护和发

展的资本主义是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

义经济，是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是基于对中国社

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正确认识，并不取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

政治态度及其变化。也就是说，无论民族资产阶级拥护革命



还是脱离革命阵营，中国共产党都不应改变对民族资本主义

的保护政策。 三、三大法宝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

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

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 1．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1）关于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

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农村包围城市的现实的可能性

） 客观条件：①中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中国红色政权存在

的最根本原因）；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③全国革

命形势的发展；主观条件：④有良好的群众基础；⑤有相当

正式的红军；⑥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正确（是保

证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最紧要的主观条件）。 

（2）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与广

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

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 1927年9月下旬，毛泽东领导的三

湾改编，提出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这就开始确

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党

指挥枪的原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和保持人民军队

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建军宗旨的根本前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这是人民军队一切行动的准则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归

宿和宗旨，也是人民军队的生存基础和力量源泉；思想政治

工作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生命线。政治建军是无产阶级治军的

根本原则。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军民一致、官兵

一致、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 （3）胡锦涛新时期建军思想 

胡锦涛对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作出了“三个提供、一个发挥

”的科学定位。“三个提供”是指，我军要为党巩固执政地



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提

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

“一个发挥”是指我军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

挥重要作用。人民军队要完成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必

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军队战斗力建设，把提高战斗力作为贯

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在推进中国特色

军事变革的实践中开拓战斗力建设的新局面。 2．建立广泛

的统一战线 （1）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

原因（未考点） 第一，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性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这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在阶级构成上是一个“两头小

，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主要指工人阶级）和地主大

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农民、城市小

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中国工人阶级虽

然是中国革命中最先进的力量，但是人数少，不能单靠自身

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在各种不同情形下团结一切可

能团结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统一战线。 第二，建立

革命统一战线的现实可能性 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世界

矛盾的焦点，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国家，帝国主

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被利用的。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以

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带来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②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可以结成同盟，

中等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可能倒向革命，可

以争取。 ③在一定的条件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一定程

度上也会参加统一战线。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

展革命的政治基础。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



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为此，必须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

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

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必

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

的政策。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措施 1935年12

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

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判

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

治路线上的问题。 ①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中国共产党

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

战争的领导权，使自己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这

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②坚持抗战、团结、进

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由

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

极反共的政策，团结抗战的局面逐步发生严重危机，出现了

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针对这种情况，1939年7月，

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

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

动，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 ③巩固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

固，中国共产党总结反“磨擦”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发展

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

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中间势力主要是



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中间势力需

要一定的条件：一是共产党要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们

的利益；三是要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

得胜利。 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

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他们采取两面政策，既

主张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为此，共

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他们，即贯彻又联合又斗

争的政策，斗争不忘统一，统一不忘斗争，二者不可偏废，

而以统一为主。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应坚持有理、有利、有

节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上述原则和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实施，

对于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3、中国

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为了胜利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密切地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在斗争实践中不断

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中国共产党首先着重党的思想建

设，要求党员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

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培育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

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等。 （1）毛泽

东在1939年10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