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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自信自立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

□郑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从国情世情出发的，经历了落后的近代中国向工业化先发国家学

习、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四个阶段。中国

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在国际上由受弱势窘境困扰向优势跨越发展、由跟跑到并跑并在

一些领域领跑的两个成功转换，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是因为: 在全球现

代化不断演进提升中，坚持自信自立，以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构建起现代化的强劲动力、以自立自强方式推进

现代化、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合作，形成较强的现代化内生发展能力。两个成功转换和

两大奇迹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富有活力、激励充分、可持续、优势显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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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强调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境界中要坚定道路自信，将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
重大原则之一。［1］在成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新时代新征程完成中国共产党的使
命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需要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
中汲取坚定道路自信的强大能量。从长时段视域
和全球视域看，中国现代化的演进，历史基础在于
近代中国选择向工业化先发国家学习，理论基础
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践基础在于中
国是工业化后发国家及其在国际上处于弱势地
位;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坚持自
信自立，从国情世情出发，为突破中国在国际上受
弱势窘境困扰逐步展开，经历艰辛探索实现的。［1］

一、落后的近代中国选择向工业
化先发国家学习

工业革命开启现代化进程及现代化理论起于
西方，但这并不是近代中国选择向工业化先发国
家学习的历史逻辑。近代中国在落后于世界发展
而挨打的情况下，寻求“师夷长技以自强”，才是学
习工业化先发国家经验的历史逻辑。

在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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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引领发展和中国逐渐落后的大分流，在很长时
期内国人对此没有认知，而是自认为中国处于盛
世。国人认知中国落后于世界，不是自觉认知，而
是被列强入侵后惊醒的，这是中国与工业化先发
国家差距拉大的历史悲哀。

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被
称为西学东渐。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
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并带来西方科技文化。中国接
受他们带来的科技文化，但国人并不认为自己落
后，因而只将其视为文化交流，还称不上主动向西
方学习。清朝允许西方传教时间很短，到雍正王朝
实行禁教，但仍有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禁而不止。

中国主动向工业化先发国家学习，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以武力入侵中国的情况
下，渐进认识到自己落后于世界，所作出的应对列
强的一种选择。国人在逐步认识到西强我弱后，
开始大量介绍国外情况。资料显示，1840—1861
年，中国文人学者写了 20 余部介绍国外情况的著
作。在当时，中文里还没有现代化一词，能够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自富思路，实际上是对
长久唯我独尊和处于盛世认知的突破。近代中国
主动向西方学习，具有阶段性特征，集中体现在具
有标识性意义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
等。西学与中国传统观念冲突，也打破了中国的
传统利益格局，因而遭到强烈抵制，经历极为艰难
曲折的过程。

一是为实现自强自富向西方国家学习发展工
业。国人认识到，西方国家“长”在工业，因而主张
学习西方国家工业之“长”以制夷。在这种认知
下，清朝政府的洋务派官员在维护封建皇权前提
下，主张摹习西方国家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以
“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以“自强”“求富”为目
标，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思路，开展了以由
上而下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工
业运动。这被称为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近
代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组织的较大规模发展工业
的实践，起于 1861 年底( 清咸丰十年) 。洋务运动
尽管在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停了下来，
但中国学习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创办江南制造总
局、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
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炼铁厂等民用工业，
在很长时期内延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
御外敌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这一过程中也培
养出一批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如此，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地位却没有改变。

二是在既定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学习西方国
家治理方法，实行戊戌变法，试图通过改良性质的
变法实现自强。洋务运动没有触及的旧制仍约束
着中国自强进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加速
了半殖民地化进程，这一危机迫使国人开始寻找
新的救国路径。改良派提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的治理方法，这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

从外因看，变革旧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促进
工业发展，是当时世界的一种潮流。19 世纪下半
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相互促
进，不仅使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德、英、法
等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也使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
在发展资本主义之后迅速强大起来。这启发改良
派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治理方法。

从内因看，受列强输入资本在通商口岸开设
工厂和洋务运动中兴办起一批工业企业影响，一
些觉醒的国人以有限的力量推进实业救国，发展
民族工业，以抵制洋商洋厂。这成为挽救民族危
亡的措施之一。到 19 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初步发展，为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和阶级基础。

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
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倡议向西方学习发展科学文
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等。光绪
帝受维新派人士影响，于 1898 年 6 月 11 日颁布变
法纲领《明定国是诏》。其中的主要内容有: 改革
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 鼓励私人兴
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
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 训练新式陆
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衙门和无
用官职。《明定国是诏》是在慈禧太后面告光绪帝
“今宜专讲西学”后颁布的，但变法实践在实际上
损害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这就遭到
强烈抵制。历时 103 天后，慈禧太后于同年 9 月
21 日发动政变，光绪帝遭囚禁，康有为、梁启超分
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遭杀害。
这次在既定君主专制下的改良运动尽管失败，但
它成为了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为 13 年后的辛亥革
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从国家治理上对如何走向
现代化的一次尝试。

三是学习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沐浴过欧
风美雨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邹容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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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改
良主义，推动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辛亥革命建
立起共和政体，使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
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加速了中国工人
阶级成长。辛亥革命推翻“洋人的朝廷”，沉重打
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近代亚洲各国民族解
放运动产生广泛影响，列宁视之为“亚洲的觉醒”。
基于辛亥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促进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朝着现代化方
向前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形成

新中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人民的选择
和历史的选择。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互促
进。既然如此，为什么新中国没有遵循这一逻辑
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近代中国在洋务运动
告终后，由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
在中国的发展。国民党政府选择资本主义，在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中国又增添
了官僚资本主义，这三者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大
山，列强侵略的殖民掠夺、封建制度的约束、官僚
资本主义的压榨，不仅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滞缓，
发展成果也没有惠及全体人民，因而这一选择没
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新中国没有选择资本主
义现代化道路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
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
使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夺取新民主义革命胜
利和选择惠及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这得到了人民的认同和拥护。新中国选择社会主
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对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
用原理的揭示，以及对贫穷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
制度认识的选择。这一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
得到人民拥护的道路选择，是正确的选择。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完
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起新中国的根本社会条
件下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
战、百折不挠，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
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
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
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
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
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为
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道路探索形成逻辑和主要特征如下。

( 一) 把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统一于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统筹推进国家工业
化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构建起全国人民
齐心协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机制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
的“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国家战略目标，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秩序向稳和经济迅速
恢复发展，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和总任务，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
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
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P316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关
键时刻采取这一重大战略步骤，也就向全国人民
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这一总
路线和总任务明确把发展作为先进生产力标志的
工业化与适应工业化发展的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加以一并推进。为此，
1953 年起实施了国家“一五”经济计划，推动以工
业为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围绕国家工业化战
略的实施，一方面，到 1956 年国家基本完成对农
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 另一方面，
建立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践表明，公有
制经济的发展成为国家工业化乃至整个国家现代
化发展的基石，加之实行计划经济，可以在较低的
发展水平下集中力量解决快速积累工业资本和关
键技术攻关问题，为落后的中国突破在国际上的
弱势窘境创造了条件。［3］毛泽东于 1965 年 5 月重
上井冈山的一次谈话中说: 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
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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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
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
展，后来居上? 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就
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
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
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4］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
是改革开放后的实践，都验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战略远见。

( 二) 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人民当家作
主有机统一起来，构建起发挥人民在现代化
中主体地位的制度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站起
来了，全国各族人民进入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
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
胜利后，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和制定宪法之前
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就明确规定: “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
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各级
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加紧推进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法制建设。
1954 年 9 月，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举行，这次
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
民主集中制。”这就从宪法层面明确了新中国的国
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
国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是划时代
的，确保了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 三) 探索构建基于国情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结构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大规模经济建设
的展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
路。毛泽东于 1956 年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了
处理好十大关系的结构性命题: 重工业和轻工业、
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经济建

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
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
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是
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对这十大关
系的论述，主题是以苏联为鉴，根据国情走自己的
路，调动一切积极性。这一论述为中国现代化道
路的探索点了题，也明确了如何构建基于国情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结构体系的思路，是中国现代化
道路探索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对当时
及之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起着指导作用。

( 四) 探索构建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
产力为目标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体系

党的八大基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提出
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
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
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
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和文化需要。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转
变，中国形成了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任务指向。新中国成立起逐步明确提出
包括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
术四个方面的结构性任务，使现代化建设任务的
阶段性突破特征更为明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
路的开创

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点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道路的题。在 1978 年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讨论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形成的思想基础。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
“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
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
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
路。”［5］P163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共十二大首次
点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题。
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
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



第 6 期 郑有贵 坚持自信自立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 · 19 ·

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
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
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
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
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P2 － 3基于这一认知
逻辑及实践的展开，中共十三大作出“我国的社会
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并基于这
一国情的判断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路线，制定了到 21 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
代化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形成逻辑和主要特征
如下:

( 一)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

虚会上鲜明指出: “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
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
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
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5］P164 － 165

1984 年 6 月 30 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友人时，强调
小康建设必须以坚持社会主义为前提。他指出:
“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
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
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
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
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6］P64在开创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进程中，中国共产
党基于新中国成立后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
结，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从新的实践和
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飞跃。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程中，从理论和实践上科学回答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阶段、任务、动力、
战略、政治保证、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问题。

( 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一起抓

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放开前，尽管没有明确
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经济建设在实
质上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中国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经济建设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类似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口号的冲
击，但全国人民以“抓革命，促生产”等方式对现代
化建设的干扰予以抵制，全国经济建设在实践上
没有中断，而且国家一直围绕工业化配置资源。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
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化建设上，坚持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既
防范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冲击经济建设现象的发
生，更是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到现代化建设上。
另一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旗帜鲜明地反对资
本主义，打击各种扰乱现代化建设秩序行为。坚
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致力于实现现代化建设
进程中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促
进，国家综合实力大幅度跃升，进而创造了经济快
速发展奇迹，社会呈现和谐进步态势。

( 三) 以改革开放促进现代化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抉

择。实践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
运的关键一招，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促进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快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实现从生
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
历史性突破，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
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 四) 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
结合起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促进
现代化的体制机制

以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是必须作出的选择。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革命
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前，从避免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出发，设想社会主义经
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苏联通过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体制实现了工业的快速推进。基于马克思、
恩格斯对经济体制的设想和苏联的成功实践经
验，新中国在成立初期选择了资源在计划体制下
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倾斜配置，进而在较短时期
内就破解了如何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历史性命题，但这一过程中
也存在经济发展缺乏活力的问题。从增强发展活
力和解决当时面临的大量返城知识青年就业难等
现实问题出发，也基于城乡集市贸易、农村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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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个体手工业发展的实践，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
步放活市场。在市场取向改革激活经济实现快速
发展的实践基础上，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作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6］P373突破了长
时期内认为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
范畴、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范畴的束
缚。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
于这一理论认识的重大突破，在党的十四大上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7］P226中国选择的不是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而在市场经济前加了“社会主义”四个字，即
选择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中，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成功地把社
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这不同于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设想，不同
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实践，不同于改革开
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不同于苏
联、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
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创新性地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及其实践，使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坚实又充满活力。

( 五) 以人为本科学推进现代化建设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
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而深刻认识和回答了社
会主义现代化中的重大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在以人为本方面，强调以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
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
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全面发展方
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
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协
调发展方面，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
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
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在可持续发
展方面，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
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
地永续发展。［8］P166 － 167以人为本科学推进现代化建

设，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
识的深化，也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创造

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
大时代命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党的二十大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
质要求等重大问题。这次大会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
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
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
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9］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新发展理念引
领现代化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
进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把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与战略措施作为
整体协调统一推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厚植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这些
都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加清晰，对马克思主义
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 一)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讲话中提出要

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并阐明了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和相互关系。党
的十九大将坚持新发展理念明确为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
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
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021 年
1 月 11 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强调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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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从根本宗旨、问题导向、忧患意识等方面把
握好新发展理念。［10］P171 － 172新发展理念这一系统
的理论体系，不是凭空得来的，是在深刻总结国内
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
础上形成的，是在传承党的发展理论基础上为解
决中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深化
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
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深刻回
答了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
和实践，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加安全发展的必由之路，明
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开拓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新发展理念引领
着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
变革。

( 二) 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促进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

中国共产党作出并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党的二十大对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作出全面部署，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发展的方向:一是在经济建设上，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指
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
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
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
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二是在政治建设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党的二十大指出，人民民主
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应有之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
民主;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
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
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三是在文化建设上，推进文
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党的二
十大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
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
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
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
华文化影响力。四是在社会建设上，增进民生福
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党的二十大指出，为民造
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要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
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五是
在生态建设上，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党的二十大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
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
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
碳发展。［11］“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共产党对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重要成
果，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在实践中，按照“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整体性目标要求，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各方面相协调，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
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协调发展。

( 三) 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把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与战略措施作为
整体协调统一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时
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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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演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党
的二十大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
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并对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全面部署。“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
义，都是事关全局的战略重点，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是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相统一的有
机整体，实现了把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与战略
措施作为整体加以协调统一推进。

( 四) 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厚植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将国家制度
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纳入到 21 世纪中叶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分别就修改宪法、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作出部署，在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上迈
出了新的重大步伐。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指出，
党要更好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加快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突出坚
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
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
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
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
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党的二十大
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1］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
革向广度和深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
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明显提高，持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
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的成功，不仅成功地突破了旧中国长久徘徊和极

低发展起点的现实困境的既有发展趋势［11］，更是
成功突破了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
弱势窘境及其对发展空间的锁定，实现在国际上
由受弱势窘境困扰向优势跨越发展和由跟跑到并
跑并在一些领域领跑的两个成功转换，在几十年
的时间里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
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
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全新选
择，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示
范和引领作用。

五、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
两个转换和两大奇迹的原因

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
化模式。［1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是独
具特色的发展道路。2021 年 7 月 6 日，习近平在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主旨
演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
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
索作出新贡献。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
发，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这条道路，不仅
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
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既发
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
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
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
都应该受到尊重。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交流
互鉴现代化建设经验，共同丰富走向现代化的路
径，更好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谋幸
福。”［10］P427党的二十大指出:“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
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
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
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
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
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要坚
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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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1］这
次大会还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
要求。这些都明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刻要
义，也深刻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成功创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原因。下面，基于内生发展
能力视域，从发展动力、自立自强、国际合作三个
方面探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以及实现在国际上由受弱势窘境困扰向优
势跨越发展和由跟跑到并跑并在一些领域领跑两
个成功转换的原因。

( 一) 发展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
坚持人民至上构建起现代化原动力成功走
出的

党的二十大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
质属性，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人民至上为根
本立场创造的道路，与资本主义资本至上的现代
化道路有本质区别。

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遵循资本至上。现代化
的发展除与科技革命、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外，还
与资本至上联系在一起。工业集资本密集和技术
密集于一体，资本是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
用的生产要素。正因为如此，资本至上不仅渗透
到生产方式，还渗透到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在资
本至上逻辑下，工人由资本雇用，工业化先发国家
以羊吃人的方式剥夺农民，以资本享有剩余索取
权剥削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支配政治经
济运行，决定社会生产、生活、交往规则，影响人的
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这尽管成就了物质财富增
长，但造成人的异化和人的价值被贬低，劳资关系
始终严重对立。面对资本至上导致的社会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一些行动，如构建社会福利体
系，但都没有改变资本至上逻辑，这是资本主义社
会财富集中和两极分化现象得不到扼制的原因
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遵循以人民至上的根本立
场。2015 年 11 月 23 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发展为了人
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3］

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

基于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激
发出的人民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强劲动力。

( 二) 自立自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
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点成功走出的

党的二十大指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1］中国坚持自我积累和创新发展，以自立自强
方式推进现代化，这是统筹国情世情的必然选择。

自立自强推进现代化是中国国情的内在要
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化进程中，有的国
家通过“搭便车”实现现代化。但是，对于人口第
一大国和有大量农村人口的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必须以内生发展能力提升为基础，试图通过依赖
外部力量实现现代化没有可行性。

自立自强推进现代化是外部发展环境所致。
在国际上，新中国现代化发展受两个方面因素的
约束。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掠夺他国财富和扼制
他国发展的情况下，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的中国，
依赖外部力量不仅发展受限，还会陷入依附地位。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新中国自成立
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一，受到美国为首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他们基于霸权主义和
零和博弈思维，通过封锁禁运等方式遏制中国的
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便车”可以搭乘，
除了自立自强，别无选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开始寻求民族独立
促进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是自立自强的基础。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
锁禁运，新中国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有被
扼杀，而是成功走出了自立自强之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自立自强在发展成果上的重
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上冷战局势的
缓和，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抓住这一
时机，利用好国内和国际两个资源促进现代化发
展。中国立足自立自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努力，国家综合国力增强，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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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程。
( 三) 国际合作: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成功走出的
在全球化进程中，一国的现代化发展不可能

孤立进行。中国选择和倡议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建
共享合作推进现代化，这是不同以往的选择。工
业化先发国家的发展，除内在因素外，还与掠夺他
国财富、扼制他国发展有关。美国学者斯文·贝
克特不赞成将其美化为“商人”资本主义或“重
商”资本主义，而是使用了能够反映其野蛮性、暴
力性的“战争资本主义”这一概念。［14］P6 － 7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美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享用了战胜
国的成果，除以其强势对工业化后发国家实施军
事干预外，还通过 1944 年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实行美元霸权，1973 年 10 月又使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接受用美元结算石油交易实现美元与石油
挂钩，加之以资本实力实行强势垄断，形成了财富
由他国向其流入的路径。然而，一些人不仅对这
样一种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
霸凌行径的事实于不顾，还加以包装，将资本主义
道路唯一化。时至今时，资本主义在国际关系上
仍延续弱肉强食之道，却以被粉饰了的所谓公正、
平等加以掩盖。

中国跳出零和博弈思维，坚定奉行互利共赢
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囯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
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
民。中国倡议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成为践行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现代化的典范。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促进了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先后成立
“丝路基金”、发起设立“亚投行”，为“一带一路”
项目推进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秉
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
路精神，坚持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全方位推进与沿
线国家间务实合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基本形
成“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一大批
合作项目落地生根，高峰论坛的各项成果顺利落
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与联合国、东盟、非
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
和合作规划对接，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开辟了世
界经济增长新空间，搭建了国际贸易和投资新平
台，拓展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新实践，作出了增进

各国民生福祉新贡献，成为了共同的机遇之路、繁
荣之路。事实表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既为世
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
辟了新天地。［15］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
全球开放合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共
建“一带一路”成绩斐然、硕果累累，成为深受欢迎
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中国以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推进国际现代化建设合作，验证了不
实行掠夺式发展、排他式发展，是可以更好促进各
国现代化的。

基于文明自觉成功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破除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论调，验证了西
方现代化道路并非具有唯一性。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以其先行实现物的现代化的强势，推行其发展
模式，提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是对非资本
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否定，目的在于为维系美国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即以其较强实力的资本
纵横全球，使弱势国家陷入对先行发达资本主义
强国的依附和自殖民化，实际上也实现对发展中
国家发展空间的锁定。不仅如此，还输出所谓的
普世价值进行颜色革命，加之以强大的军事力量，
对他国道路的选择进行干预。正因为这些淋漓尽
致的利益指向及多管其下的措施，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难以突破弱势窘境的
困扰。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探索
现代化道路中，经历了落后的近代中国向工业化
先发国家学习、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四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实现在国际上由受弱势窘境困扰向
优势跨越发展和由跟跑到并跑并在一些领域领跑
的两个成功转换，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
稳定两大奇迹，是因为在全球现代化不断演进提
升中，坚持自信自立，以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构建
起现代化的强劲动力、以自立自强方式推进现代
化、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国际
合作，形成较强的现代化内生发展能力。两个成
功转换和两大奇迹，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
富有活力、激励充分、可持续、优势显著的道路，是
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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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ain Self － confidence and Self － reliance and Explore
in the Ｒoad of Chinese － style Modernization

ZHENG You － gui
(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China’s exploration in the road of modernization is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world sit-
uation，and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learning from industrialized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early mod-
ern age，advancing on the road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advancing on the road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successfully finding the way of Chinese － style modernization． The CPC and the peo-
ple under the CPC’s leadership have created a road of Chinese － style modernization，having realized two suc-
cessful transformations( i． e．，transformation from disadvantaged underdevelopment to advantageous leapfrog de-
velopment，and transformation from being dropped behind to racing side by side and finally taking the lead in
some fields) and created two rarely － seen miracles(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long － term stability of
society) ． These are made owing to the following reason: during the evolution and improvement of global moderni-
zation，we always maintain self － confidence and self － reliance，construct a powerful motive force for moderniza-
tion based on people orientation，promote modernization by the way of self － reliance，and boost international co-
operation in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and form a powerful modernization capacity of intrinsic development． The two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two miracles have proven that the Chinese － style modernization is a road of vitality，suf-
ficient motivation，sustainability，and obvious strengths．
Key words: the road of Chinese － style modernization; self － confidence and self － reliance; motive force for de-
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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