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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2019 考研政治高频考点画划话

—新民主主义理论

帮学堂 文娟

第四期我们将展开毛中特这门课程的高频考点梳理，本期老师将重点带领大家一起了解

毛泽东思想当中最重要的内容—新民主主义理论。

【温馨提示】本周考研政治新大纲即将公布，9.19 晚 7 点，文娟老师将通过免费公开课，

为大家详解新大纲变化对考研政治的实际影响。

【直播课参与方式】文章中扫扫二维码获取免费名额。

【微信密码】考研政治 文娟懂你

【新民主主义理论逻辑图】

新民主主义理论

理论形成

路线纲领

道路经验

近代国情和时代特征

实践基础

革命对象

革命动力

革命领导

革命性质和前途

政治纲领

经济纲领

文化纲领

革命的道路

革命道路内容及意义

三大法宝

考频：

10-27、10-28、11-5

13-10、14-11

考频：

10-10、12-10、14-12



扫一扫二维码 获取新大纲详解

2

模块一 理论形成

【考点一】 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认清国情，是认清和解决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近代中国，已经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

封建性质的社会，这是最基本的国情。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

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

要的矛盾。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十月革命

的影响下，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随

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近代中国革

命以五四运动为开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考点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一是基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为中华民族找到出路；二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需要，以及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概况和总结。

模块二 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考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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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表述了总路

线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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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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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贫困落后和一切灾祸的总根源。

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和封建军阀实行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经济

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

中国革命“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

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

和民主革命两个基本任务，既是相互区别，又是相互统一的。

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买办

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对民族工商业的

巧取豪夺，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也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无产阶级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

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它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的，而

且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产生的。中国无产阶级是新的社会生产

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其中的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中农是无产阶

级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工人阶级对于农民

的领导，是实现革命领导权的基础。

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它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

者和自由职业者，同样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

带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

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明显的动摇性。因

此，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争取它，对其动摇性和妥协性进行批评和斗争，

在经济上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又斗争又联合，是合乎实际的，是争取革命胜利的

需要。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区

别新旧两种不同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根本的标志是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还

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富于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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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性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外，还有自身的特点和优点。一是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身

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

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坚决和

彻底。二是它分布集中，有利于无产阶级队伍的组织和团结，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形

成强大的革命力量。三是它的成员中的大部分出身于破产农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

使无产阶级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共同团结战斗。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不是自然而然得来的，而是在与资产阶级争夺

领导权的斗争中实现的。“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

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

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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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无产阶级及其政

党实现对革命的领导必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这是实现领导权的关键。

总结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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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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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新的内容和特点，集中表现在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处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的革命范畴，它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在政治上争取和

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在经济上保护民族工商业，容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它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不是无产阶

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

度和改造小生产的私有制。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互相联系、紧密衔接的，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

具体提法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

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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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专政。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

必然趋势。”

在党的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的“一次革命论”的错误在于，只看到了民主革命与

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主张把社会主义革命阶

段的任务放在民主革命阶段来完成，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使中国

革命蒙受了重大损失。而右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在于，只看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的区别，而没有看到两个革命阶段的联系，主张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

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放弃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同样使

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

总结：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

【考点二】 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1.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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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国体——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

2.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

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党在民主革命

时期，逐步认识到土地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形成了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雇农，团

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没收官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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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官僚

资本，包含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

义经济纲领中极具特色的一项内容。

革命 革命性质 对象 领导阶级 指导思想 前途

旧民主主

义革命

资产阶级革

命

反帝

反封建

资产阶级

（主要）
三民主义 资本主义国家

新民主主

义革命

资产阶级革

命

反帝

反封建
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

通过新民主主义国

家到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

革命

无产阶级革

命
反资 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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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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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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文化。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

模块三 革命道路和基本经验

【考点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1.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

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斗争中，毛泽东相继写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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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

1938 年 11 月，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把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先占农村，后取城市，

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作为革命道路确立下来。

2.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外无民主

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另一方面，近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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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可能性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同样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当之所以能够深入农村积蓄革命力量，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最终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并夺

取政权，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中国是众多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半殖

民地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第二，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深受反动统治阶级

的多重压迫和剥削，革命的群众基础好。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为在农村

建设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客观条件。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

创立、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强后盾。第五，党的领导的有力量及其政策的不错误，为农村

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主观条件。

4.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容和意义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根本在于处理好土地革命、武装斗

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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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农村根据地建

设和土地革命的强有力保证；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战略阵地，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开

展土地革命的依托。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三

者的密切结合和有机统一。

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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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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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

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首先，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状况所决

定的。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

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中国共产党所领

导的革命力量，要战胜作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集中代表的国民党所领导的强大的反革

命力量，就必须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最

广泛的统一战线。其次，是由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

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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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的联

盟，主要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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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

统一战线的经验：党在领导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强调必须坚持独立

自主的原则。必须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在同顽固

派进行斗争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先后经过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等几个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正确处理好与资产阶级

的关系。

2.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这支军队只能是而且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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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毛泽东建军

思想的核心。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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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唯一宗旨。

3.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始终放在首位，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在领导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总之，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是战胜敌人的两

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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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认

真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独创性的革命理论。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解决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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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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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基本统一，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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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

治前提。

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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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知识点都是考查选择题，侧重点在于平时的练习。文字版的整理出选

择题经常出现的考点，希望大家一定认真看，有任何不明白的可以及时帖子留言。本周考研

政治新大纲即将公布，9.19 晚 7 点，文娟老师将通过免费公开课，为大家详解新大纲变化对

考研政治的实际影响。

【免费公开课获取方式】：直接扫一扫文章二维码获取课程。

【微信密码】：考研政治 文娟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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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同一时间结合新大纲

中特基础理论高频考点汇总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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