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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政治】

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整体性与层次性论析 ∗
谢海军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结构呈现出整体性与层次性特征。 矛盾结构的整体性表现

为不同矛盾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协同性和系统性增强，矛盾结构的层次性表现为不同矛盾要素在不同领域发挥独
特功能并形成合力效应。 当前，既要注重矛盾整体性治理，形成不同矛盾要素治理的合力，又要突出矛盾治理中的
关键性和全局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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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 ① 主要矛盾转化涉及我国矛盾的全局性变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８－０００７－０５

１．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关联性增强

矛盾关联性是指不同矛盾要素之间互为条件、

相互嵌入、相互影响。 要解决某一项矛盾，必然会涉
及其他矛盾。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通过

化，需要我们在观察我国社会矛盾变化时跳出以往

经济发展来全面、 有效地带动其他矛盾解决的线性

囿于主要矛盾范畴的窠臼，从矛盾结构的整体性和

时代已经过去，不同矛盾要素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

层次性两个维度上进行分析，既要抓住矛盾的关联

逐渐增强。

性、协同性特点，从矛盾整体性上处理社会矛盾；又

其一，从矛盾宏观结构看，经济、政治、文化、社

要区分不同矛盾要素在矛盾系统中的独特功能，分

会和生态等不同要素的横向关联性增强。 当前，我

清主次、有的放矢地解决重点和主要矛盾。

国在经济发展、政治参与、文化需求、民生保障、环境

一、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整体性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来，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

保护等方面均存在某些矛盾，而要解决某一方面的
矛盾，必然涉及其他方面的矛盾。 就改革而言，任何
一项领域的改革都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协同推进。

化，我国社会矛盾结构也发生新的变化。 特别是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结构不是局部、单项的变

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密切联系、相互交

化，而是整体性、系统性和集成性变化。 全面深化改

融，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 ②

革、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整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

其二，从矛盾的微观结构看，基层社会矛盾的解

全面” 战略布局以及 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 等 话 语 的 提

决需要多个部门的相互配合。 现在，基层社会矛盾

出，都是对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结构整体性特征的

解决的难度很大，当某一个社会矛盾发生时，多个部

回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理 论 话 语 变 迁 及 构 建 研 究”
（１９ＺＤＡ００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全面深化改革中社会矛盾‘ 微治理’ 研究” （１７ＢＫＳ０７５） 。

作者简介：谢海军，男，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

７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８ 期

门需要协调解决。 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在治理基

展的根本动力。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使生产关系适

层矛盾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不同部门相互扯皮、推诿

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从而推动人类社

的现象。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剩下

会向前发展。 从这一点讲，基本矛盾在矛盾结构中

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要吃掉这些硬骨头，往往会

起着动力源的作用。 基本矛盾与其他矛盾的关系是

牵扯到许多部门的利益，出现“ 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

源与流的关系，其制约着其他矛盾的性质与属性，主

情况。

要矛盾和其他矛盾是基本矛盾属性的各种外在表现

２．我国矛盾结构中不同要素之间的协同性凸显

矛盾之间的协同性是指不同矛盾要素的变化，

都必须以其他矛盾相互配合为条件，否则，任何领域
的矛盾治理都难以达到最优化效果。

形式。 因此，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矛盾，必须从解决
基本矛盾入手。

２．主要矛盾在矛盾功能结构中具有化解矛盾的

牵引力功能

其一，从矛盾结构中最关键的两个要素来看，基

主要矛盾是基本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

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只有协同发力，才能达到推动经

体现和反映，其在矛盾的形成与治理过程中起着决

济社会发展的最优化效应。 在我国社会矛盾结构

定性、主导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

中，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所有矛盾中最基础、最重

的不同时期，能够准确分析纷繁复杂的矛盾体系并

要、最具有决定性的两个矛盾。 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的

善于解决主要矛盾，通过解决主要矛盾来带动其他

实践证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只有高度重视

矛盾的化解，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矛盾理

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并加以解决，才能推动经

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 党的十九大报告根据我国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

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

其二，从矛盾结构的层次上看，矛盾结构的宏
观、中观和微观维度的协同性凸显。 在矛盾结构宏
观层面，需要侧重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矛
盾结构中观层面，需要创新体制机制，疏通矛盾治理
的“ 中梗阻” ；在矛盾结构微观层面，需要不断探索
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

里，疏通“ 微循环” 。 在改革的过程中，要统筹协调

判断，这等于抓住了“ 牛鼻子” 。 只有准确判断并妥
善解决主要矛盾，其他社会矛盾才能迎刃而解。

３．次要矛盾在我国矛盾结构系统中 会 起 反 向

作用

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对事
物发展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就是次要矛盾。 虽然
次要矛盾作用的发挥受制于主要矛盾，但次要矛盾

矛盾结构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否则，将会

与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制约与被制

导致我国矛盾治理结构的失衡。 习近平总书记指

约、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次要矛盾对主要矛盾的

出：“ 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

作用有反向影响，甚至在特定条件下与主要矛盾发

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 要更加注重

生相应的转化。 进入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发生变

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

化，导致次要矛盾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一

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 ③

二、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层次性特征阐释

些属于次要矛盾的内容被纳入主要矛盾范围。 从党
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来看，主要
矛盾的内涵主要集中在“ 物质文化” 方面，而政治、

矛盾结构的层次性是指不同矛盾要素在整个矛

社会、生态等领域的矛盾处于隐形状态，在理论上和

盾体系中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形成矛盾功能结构

实践中被划入次要矛盾范围。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

的不平衡性。 这些不同功能存在内在关联性，共同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

构成一个完整的矛盾功能闭合系统。

拓宽了主要矛盾的内涵结构，把一些领域的本属于

１．基本矛盾在所有矛盾中起着源头性的动力源

作用

在人类社会的所有矛盾中，基本矛盾起着源头
性、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
８

次要矛盾的内容，作为主要矛盾的内涵结构。 由此
可见，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
会互相转化的。

４．其他矛盾在矛盾结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

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整体性与层次性论析

的矛盾又会产生。 除了上述矛盾要素之外，现阶段

贯穿社会矛盾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 把人民群众的

我国矛盾结构中还存在大量的其他矛盾。 如人民群

需求作为一切矛盾治理的风向标和指挥棒，把人民

众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作为社会矛盾治

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矛

理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盾，管理落后与创新社会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等

感和安全感是否增强作为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 理

等。 这些矛盾分散在各个领域，在矛盾结构中也发

念的评价尺度。 二是实现矛盾治理主体多元化。 在

挥着各自的独特作用。

治理主体上，党委、政府、群众、社会组织要协同发

人民内部矛盾在当前广泛存在，成为政治生活

力、齐抓共管，避免党和政府唱独角戏，特别是要把

的主题。 随着“ 三大改造” 的基本完成，我国基本上

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实践中创造的“ 网格化” 治理、

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在我国政治生活中，阶级斗
争虽然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敌我矛盾基本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
矛盾在社会矛盾结构中的地位不能被忽略，如果处
理不当，必然会影响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解

决。 早在 １９５７ 年，毛泽东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作
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的重要讲话，指
明了解决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途径。 新时代，
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并妥善处理大
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 唯其如此，才能顺利解决
主要矛盾。
三、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治理的若干路径

“ 微治理” 等各种经验纳入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制
度设计中。 三是实现矛盾治理策略多样化。 在方法
论上，“ 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
头治理” ④ ；在矛盾治理的战略措施上，注重统筹推
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和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在治理手段上，要“ 着

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和法治化，
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 ⑤ 。

其二，完善改革动力与发展牵引力的协同发力

机制。 改革是我国的“ 第二次革命” ，是推动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作用非常突出。 鉴于我国
社会矛盾结构的整体性，实现社会矛盾有效治理，必

须注重构建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治理的协同发力机

完善新时代我国矛盾治理的路径，必须立足于

制。 通过改革为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协同治理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以新时

供动力机制，通过发展为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协

代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为主轴，深入分析

同治理提供牵引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强调

我国社会矛盾结构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征。 一方

要全面深化改革，改革被赋予时代特征和针对性，聚

面，把握矛盾结构的内在关联性，从矛盾结构整体性

焦于新时代完善制度建设和提升治理效能。 要把握

上提出矛盾治理的综合性措施；另一方面，抓住影响

新时代我国矛盾治理的整体性，就必须注重矛盾治

矛盾结构的关键性、全局性问题和主要矛盾要素，关

理结构中两个最关键和最重要要素的内在关联性。

注矛盾结 构 治 理 的 重 点 和 难 点， 牵 住 矛 盾 治 理 的

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的改革，不断为解决

“ 牛鼻子” 。

１．构建社会矛盾治理的合力和协同机制

针对我国社会矛盾结构出现的整体性、结构性

等特征，我们必须改变过去侧重解决单一矛盾要素
而忽视协同治理有关矛盾的倾向，构建矛盾治理的

主要矛盾提供动力源。 同时，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解
决也为基本矛盾解决提供了必要条件。 “ 我们要充
分估计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长期性。 没有发展，我们
制度就不可能完善；没有制度变革，我们的发展就会
因效率低下而困难重重。” ⑥

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使矛盾各种要素在矛盾

其三，提升新时代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协同

治理过程中发挥合力作用，从而达到治理效能的最

治理效能。 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基

优化。

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治理成为我

其一，在矛盾治理理念、主体、策略和方法上树

国矛盾治理的重点。 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次要

立系统性思维。 一是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 的矛盾

矛盾的解决。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纷繁复杂，特别是

治理理念。 矛盾治理理念事关长远、根本和全局。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交织在一起，这给我们积极化

当前，必须把“ 以人民为中心” 的理念作为一根红线

解各类矛盾带来不小的挑战。 我国现代化进程尚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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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风险社会时期，风险的内生性、叠加性、互动性、衍

关键性、全局性作用，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和其他矛

生型、变异性等特征凸显。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

盾在矛盾结构中的独特功能。

“ 黑犀牛” 事件和“ 灰天鹅” 事件等确定和不确定风
险随时都有出现的可能，一些微小的次要矛盾也可

能迅速传播，从而导致蝴蝶效应的产生，进而演变成

其一，在动力机制上，通过完善制度提升矛盾治

理的效能。 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来，我国社会矛盾治理
完成了从政策驱动到制度建设的转换。 要应对新时

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矛盾。 在新形势

代各种矛盾和风险的挑战，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根本，

下，我们要提升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协调治理效

通过完善和发展各项制度并强化制度的执行力，不

能，力争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

断提高我国社会矛盾治理能力。 这是因为，与政策

调：“ 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

等其他要素相比较，制度在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具有

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

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 因此，新时代在矛盾治理

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

的动力机制上，要着重通过改革，完善上层建筑，使

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 ⑦

其四，在矛盾层级结构上，要通过完善顶层设
计、推进中观机制改革和实现微观实践创新，形成集

矛盾治理的各项制度更加完善，进而将各种治理制
度转化为治理效能，最大限度减少各种社会矛盾，最
大程度增加社会和谐程度。

成效应。 我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单

其二，在牵引力上，通过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高

一的国家层面宏观治理或者基层社会治理都难以实

层次、多样性和差异化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现帕累托最优化。 因此，在矛盾治理方面，要发挥党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人民群

委、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 根

众的需求呈现多元化、高层次的特点，这就需要通过

据我国矛盾治理的层级性，既要发挥中央的宏观顶

高质量发展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

层设计功能，又要大胆放权，发挥地方的积极作用，

方面，在经济领域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这是解决新

还要注重基层社会微观实践创新，使各个主体之间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 新时代经济发展不

密切协同。 在矛盾治理的顶层设计上，要发挥中国

能走传统粗放型的老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共产党在矛盾治理中的总揽全局的作用，发挥中国

赋予发展高质量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发展

特色的政党制度优势。

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坚定不移坚持，同时必须坚

国家矛盾治理的顶层设计要转变为治理优势，

持科学发展，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坚持以提高发展

也离不开基层社会的贯彻执行。 只有严格落实中央

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

能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矛盾治理效果的最优化。 基层

领域社会矛盾的治理。 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也可以创造性地探索新的实践模式，经过试点后，可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以吸纳为国家治理的政策和制度。 此外，连接国家

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把公平正义价值取向贯穿各个

治理顶层设计和微观治理的中间环节，主要是中观

领域和方方面面。 比如，在政治领域，要扩大公民的

的体制机制建设。 顶层制度和理念设计要转化为基

有序参与，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在民生领域，要

层治理效能，还必须有中观的体制机制建设。 只有

注重解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住房、收入分

这样，才能使“ 静态” 制度设计通过“ 动态” 的体制机

配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制建设，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效能，从而避免出现“ 中

特别是要规范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在生态领

梗阻” 现象。

域，要注重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

的路线方针政策，使顶层制度设计“ 落地生根” ，才

２．针对新时代社会矛盾结构的层次性特征进行

差异化治理

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⑧ 另一方面，要注重非经济

和谐共生。
其三，提升新时代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化解其他

针对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层次性特征，必须立

矛盾方面的主线作用。 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

足于新的历史方位，抓住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方面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进入新时代，我

有针对性地进行差异化治理。 在矛盾差异化治理

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落后

中，既要发挥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

的社会生产转变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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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整体性与层次性论析

３． 奏好矛盾治理“ 整体性” 和“ 重点性” 的 “ 协

记指出：“ 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
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突出的问

奏曲”

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⑨ 当前，我
国要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区
域发展不平衡、群体收入不平衡等突出矛盾，让人民
群众体会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同时，
在解决不充分问题时，不能沿用过去单纯追求经济
总量扩张的老路，需要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
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高层次、
多样性和差异化需求。
其四，防范一些次要矛盾衍生为较大的社会风
险。 次要矛盾在整个社会矛盾结构中的功能处于次
要地位，这并不表明次要矛盾在社会矛盾中处于可
有可无的地位。 特别是我国目前处于现代化进程的

统筹兼顾是我们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找到的
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在《 党委会的工作方

法》 一文中，将其形象地比喻为“ 弹钢琴” 。 他强调：
“ 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
其他方面的工作。” ⑩ 解决现阶段我国纷繁复杂的矛
盾就像弹钢琴一样， 要奏好矛盾治理 “ 整体性” 与
“ 重点性” 的“ 协奏曲” ，发挥协同效应。 在我国社会
矛盾治理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矛盾治理的“ 整
体性” ，运用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 四位一体” 战略布局，从矛盾治理
理念和战略上体现出矛盾治理的“ 整体性” 工作方
法。 另一方面，要抓住中心工作突出“ 重点性” 。 着
重把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涉及全

中后期，工业化和信息化相互叠加，已经具备了“ 现

局性、关键性矛盾作为重点，带动其他矛盾治理，做

代性” 的风险。 社会中出现的一些较为次要的社会

到牵一发而动全身。

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可能最终演变成较大社会冲突
和重大事件。 国家工作人员在处理社会次要矛盾
时，要树立风险意识，积极防范各类矛盾，实现风险
关口前移。 完善社会矛盾和风险预警机制，健全重

注释
①④⑨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推广和完善“ 网格化” 管

告》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１５、１１ 页。 ②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

理、社会“ 微治理” 等有效治理方法。 构建社会风险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识别、预警、评估和处置等体制机制，在矛盾处于萌
芽状态时及时进行风险识别，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避
免小矛盾衍生为大的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演变为社
会矛盾。

政》 第 １ 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８８、６８ 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坚
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８ 页。 ⑥樊纲：
《 制度变革与中国转型》 ，《 全球化》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 ⑦⑧《 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 第 ２ 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８２、７５ 页。 ⑩《 毛泽东
选集》 第 ４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１４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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