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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的
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

任志江任志江11 刘雨薇刘雨薇22 邓邓 惠惠33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百年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探索出五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先后探索出五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其中其中，，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是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独特创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独特创造。。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

是一个全面学习苏联工业化方法的是一个全面学习苏联工业化方法的““舶来模式舶来模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是试图将苏联工业化内是试图将苏联工业化内

核与我国资源优势和现实需要相结合的理想建设路径核与我国资源优势和现实需要相结合的理想建设路径。。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化道路，，是通过与一般经济是通过与一般经济

发展规律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进行契合对接以确保在与人类共同价值目标融合的过程中实现我国现代发展规律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进行契合对接以确保在与人类共同价值目标融合的过程中实现我国现代

化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是是根据新阶段根据新阶段、、新矛盾新矛盾、、新目标新目标、、新任务而对新任务而对我国现代化建我国现代化建

设的总体架构设的总体架构、、战略部署战略部署、、布局安排等进行创新升级的结果布局安排等进行创新升级的结果。。

[[关键词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现代化道路现代化道路；；百年历程百年历程；；经验启示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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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面系统的社会变革作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面系统的社会变革，，现代化是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

然是最不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然是最不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革””。。[[11]]正因如此正因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近代以来的所有革命我国近代以来的所有革命，，

都是为了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国家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归根结底也是为了通过革命创归根结底也是为了通过革命创

造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造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于实践中不懈探索适合中国的现并在此基础上于实践中不懈探索适合中国的现

代化之路代化之路，，从从而最终实现国家富强而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民族复兴兴、、人民幸福的过程人民幸福的过程。。值此建党百年之际值此建党百年之际，，对中国共产对中国共产

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历程进行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历程进行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相关经验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相关经验启示，，对对

刚刚开启的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刚刚开启的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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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11 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百年历程的相关情况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百年历程的相关情况

构成构成

与特征与特征

道路类型道路类型

道道

路路

基基

础础

道道

路路

主主

体体

道道

路路

保保

障障

道道

路路

绩绩

效效

11..总体依据总体依据

22..具体理论具体理论

33..建设目标建设目标

44..建设载体建设载体

55..建设重点建设重点

66..建设路径建设路径

77..建设动力建设动力

88..资源特色资源特色

99..推进方式推进方式

1010..体制依托体制依托

1111..经济成分经济成分

1212..分配方式分配方式

1313..资源配置资源配置

1414..对外关系对外关系

1515..区域政策区域政策

1616..经济增速经济增速

1717..经济波动经济波动

1818..产业结构产业结构

1919..生活水平生活水平

2020..发展质量发展质量

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

现代化道路现代化道路

（（19211921——19521952年年））

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

基本纲领基本纲领

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

工业化理论工业化理论

由农业国变由农业国变

工业国工业国

““十年建设十年建设””或或

““二三十年二三十年””等等

农业农业、、轻工业轻工业

国营大工业国营大工业、、私私

人资本人资本、、合作经合作经

济共同发展济共同发展

““四面八方四面八方””

利用外资利用外资

外延粗放型外延粗放型

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

经济体制经济体制

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所有制并存

多种分配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方式并存

直接计划直接计划、、间接间接

计划与市场调节计划与市场调节

相结合相结合

独立自主基础上独立自主基础上

的对外开放的对外开放

均衡发展均衡发展

过渡时期过渡时期

现代化道路现代化道路

（（19531953——19561956年年））

过渡时期过渡时期

总路线总路线

苏联工业化苏联工业化

理论理论

由农业国变由农业国变

工业国工业国

““一五一五””计划计划

重工业整体重工业整体

中央大中型中央大中型

企业扩张企业扩张

““三大改造三大改造””

苏联援助苏联援助

外延粗放型外延粗放型

向计划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

的集权模式过渡的集权模式过渡

向单一公有制向单一公有制

过渡过渡

向单一按劳向单一按劳

分配过渡分配过渡

向中央指令性向中央指令性

计划过渡计划过渡

““一边倒一边倒””

均衡发展均衡发展

快速增长快速增长

高位高位∕∕平缓平缓

比较协调比较协调

贫困贫困

高高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现代化道路现代化道路

（（19571957——19781978年年））

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总路线

苏联工业化理论的苏联工业化理论的

中国化中国化

由三个现代化到由三个现代化到

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

由由““大跃进大跃进””先后先后

变为备战计划变为备战计划、、““洋洋

跃进跃进””

由由““以钢为纲以钢为纲””先后先后

变为国防军工变为国防军工、、基基

础工业础工业

一系列并举的一系列并举的

““两条腿走路两条腿走路””方针方针

拔高生产关系拔高生产关系

和进行阶级斗争和进行阶级斗争

通过群众运动通过群众运动

用劳动力进行替代用劳动力进行替代

外延粗放型外延粗放型

计划经济体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

分权模式分权模式

单一公有制单一公有制

单一按劳分配单一按劳分配

中央与地方的中央与地方的

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

““反两霸反两霸””

均衡发展均衡发展

相对慢速增长相对慢速增长

低位低位∕∕大起大落大起大落

严重不协调严重不协调

贫困贫困

低低

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

现代化道路现代化道路

（（19791979——20122012年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路线基本路线

““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理论

现代化现代化

由温饱先后升级为由温饱先后升级为

总体小康总体小康、、全面小康全面小康

由劳动密集型升级为由劳动密集型升级为

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

““两个大局两个大局””

发展思路发展思路

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

由引进吸收由引进吸收

走向自主创新走向自主创新

由外延粗放型向由外延粗放型向

内涵集约型转变内涵集约型转变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

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所有制并存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由政策性开放走向由政策性开放走向

制度性开放制度性开放

由非均衡向由非均衡向

均衡发展转变均衡发展转变

快速增长快速增长

高位高位∕∕平缓平缓

比较协调比较协调

由贫困先后升级为由贫困先后升级为

温饱温饱、、总体小康总体小康

高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现代化道路代现代化道路

（（20132013——20212021年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路线基本路线

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

全面现代化全面现代化

由全面小康向基本现代由全面小康向基本现代

化升级化升级

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

集型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升信息密集型产业升

级级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

展格局展格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内涵集约型内涵集约型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

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所有制并存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协调发展协调发展

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

高位高位∕∕平缓平缓

比较协调比较协调

由总体小康升级为全面由总体小康升级为全面

小康小康

高高

一一、、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19211921——19521952年年））

自诞生之日起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完成国家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就把完成国家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为

此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恢复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党就对如何在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们党就对如何在一个一穷二白的

农业大国实现现代化进行了持续探索农业大国实现现代化进行了持续探索，，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

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历史阶段、、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务实的工作态度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务实的工作态度，，使这一道路在基础使这一道路在基础、、主体主体、、保障方保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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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呈现出以下面呈现出以下1515点内容点内容：：((11))在总体依据上在总体依据上，，以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为总依据以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为总依据；（；（22））在具体理在具体理

论上论上，，以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理论为具体指导以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理论为具体指导；；①①（（33））在建设目标上在建设目标上，，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44））在建设载体上在建设载体上，，先后由先后由““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变为变为““一二十年时间一二十年时间””““二三十年二三十年””““十年建十年建

设设””等等；（；（55））在建设重点上在建设重点上，，优先发展农业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轻工业；（；（66））在建设路径上在建设路径上，，主要靠国营大工主要靠国营大工

业业、、私人资本私人资本、、合作经济共同发展合作经济共同发展；（；（77））在建设动力上在建设动力上，，通过公私兼顾通过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劳资两利、、城乡互城乡互

助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内外交流的方针，，照顾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八方””的利益的利益；（；（88））在资源特色上在资源特色上，，外国投资是资金来源之外国投资是资金来源之

一一；（；（99））在推进方式上在推进方式上，，总体呈现出外延粗放型特征总体呈现出外延粗放型特征；（；（1010））在体制依托上在体制依托上，，依靠新民主主义依靠新民主主义

经济体制保障经济运行经济体制保障经济运行；（；（1111））在经济成分上在经济成分上，，国营国营、、合作社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个体个体、、私人资私人资

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1212））在分配方式上在分配方式上，，与所有制结构对应与所有制结构对应，，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1313））在资源配置上在资源配置上，，直接计划直接计划、、间接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间接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414））在对外关系上在对外关系上，，主张独立主张独立

自主基础上的对外开放自主基础上的对外开放；（；（1515））在区域政策上在区域政策上，，要求均衡发展要求均衡发展。。

除上述构成与特征外除上述构成与特征外，，对这一道路还应注意如下几点对这一道路还应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第一，，凝聚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凝聚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不仅规定了新民主主不仅规定了新民主主

义工业化理论的性质和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方向义工业化理论的性质和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方向，，还在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初步实践中还在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初步实践中

验证了其科学性与有效性验证了其科学性与有效性。。19401940年年，，毛泽东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经济、、文化文化。。19451945

年年，，在党的七大上在党的七大上，，他进一步将其与党的基本纲领联系起来进行具体论述他进一步将其与党的基本纲领联系起来进行具体论述。。在此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他又他又

于于19471947年提出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年提出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事实上事实上，，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总路线的进一步展开命总路线的进一步展开，，为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这个为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这个““新社会新社会””和和““新国家新国家””指明了方向指明了方向。。也也

就是说就是说，，这一基本纲领不仅规定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性质和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方向这一基本纲领不仅规定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性质和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方向，，还还

在根据地在根据地、、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中进行过初步实践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中进行过初步实践。。这些实践结果表这些实践结果表

明明，，这一基本纲领符合我国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基本国情这一基本纲领符合我国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基本国情，，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确保了各阶段确保了各阶段

革命的成功和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革命的成功和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充分证明其科学性与有效性充分证明其科学性与有效性，，从而从根本上确保从而从根本上确保

了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和可行性了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第二第二，，基本经济制度与基本国情的一致性基本经济制度与基本国情的一致性，，是确保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正确性与可行性是确保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正确性与可行性

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环节。。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民主的新民主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我国当时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基本国情相适应同我国当时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基本国情相适应，，能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能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展。。正因如此正因如此，，毛泽东才于毛泽东才于19451945年指出年指出：：发展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不但是一个进步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而且是一个不可

避免的过程避免的过程””。。所以所以，，一方面一方面““要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要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另一方面，，““调节劳资间利害关调节劳资间利害关

系的政策系的政策””““使公私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②②这种立足于基本国情的基本经济这种立足于基本国情的基本经济

制度制度，，是确保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正确性与可行性的关键环节是确保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正确性与可行性的关键环节。。

第三第三，，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是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色是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色。。资本短缺和劳动力过资本短缺和劳动力过

剩剩，，是近代以来我国资源禀赋的主要特征和现代化起步的首要难题是近代以来我国资源禀赋的主要特征和现代化起步的首要难题。。为破解这一问题为破解这一问题，，我们党我们党

提出提出，，通过积极引进外资来解决现代化启动资金的大胆设想通过积极引进外资来解决现代化启动资金的大胆设想。。为此为此，，毛泽东在毛泽东在19451945年党的七年党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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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指出大上指出：：““在服从中国法令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外国投资外国投资

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③③为落实这一精神为落实这一精神，，中央还通过相关文件作了具体规定中央还通过相关文件作了具体规定。。如为吸引外如为吸引外

商到解放区投资商到解放区投资，，在在《《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规定中规定：：““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

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营合作的方针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营合作的方针”“”“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建立工厂，，发展发展

交通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④④不难理解不难理解，，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政策的提出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政策的提出，，不不

仅在于提出了解决现代化启动资金短缺问题的出路仅在于提出了解决现代化启动资金短缺问题的出路，，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

条开放的条开放的、、与世界现代化接轨的新路与世界现代化接轨的新路。。[[22]]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这一特点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这一特点，，显然不同于后来显然不同于后来

所选择的在封闭环境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苏联工业化模式所选择的在封闭环境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苏联工业化模式。。

虽然由于后来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其他多种原因虽然由于后来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其他多种原因，，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后过渡时期总路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后过渡时期总路

线的提出线的提出，，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被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被放弃了，，但这一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世界现代化一般但这一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世界现代化一般

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理论成果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理论成果，，不仅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二二、、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19531953——19561956年年））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条件的具备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条件的具备，，党中央根据现实情况和实际需要对党中央根据现实情况和实际需要对

此前的构想进行了修改此前的构想进行了修改，，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全面学习苏联工业化模式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全面学习苏联工业化模式，，由此践行由此践行

了我国第一条现代化道路了我国第一条现代化道路———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

特殊的时代背景特殊的时代背景、、内外环境和运行机理内外环境和运行机理，，使这一道路在基础使这一道路在基础、、主体主体、、保障保障、、绩效方面呈现绩效方面呈现

出以下出以下2020点内容点内容：（：（11））在总体依据上在总体依据上，，过渡时期总路线取代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过渡时期总路线取代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22））在在

具体理论上具体理论上，，以苏联工业化理论为具体指导以苏联工业化理论为具体指导；（；（33））在建设目标上在建设目标上，，依然是由农业国变为工业依然是由农业国变为工业

国国；（；（44））在建设载体上在建设载体上，，主要体现在主要体现在““一五一五””计划上计划上；（；（55））在建设重点上在建设重点上，，效仿苏联开始优先效仿苏联开始优先

发展重工业发展重工业，，并比较注重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平衡并比较注重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平衡；（；（66））在建设路径上在建设路径上，，学习苏联通过中央大中学习苏联通过中央大中

型企业扩张来实现工业化型企业扩张来实现工业化；（；（77））在建设动力上在建设动力上，，由由““四面八方四面八方””变为变为““三大改造三大改造””；（；（88））在资在资

源特色上源特色上，，苏联援助起到苏联援助起到““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⑤⑤（（99））在推进方式上在推进方式上，，体现体现

为为外延粗放型特征外延粗放型特征；（；（1010））在体制依托上在体制依托上，，由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由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

———苏联式中央高度集权型体制过渡—苏联式中央高度集权型体制过渡；；[[33]]（（1111））在经济成分上在经济成分上，，由由多种所有制并存向单一公有多种所有制并存向单一公有

制过渡制过渡；（；（1212））在分配方式上在分配方式上，，由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向单一按劳分配过渡由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向单一按劳分配过渡；（；（1313））在资源配置在资源配置

上上，，向中央指令性计划过渡向中央指令性计划过渡；（；（1414））在对外关系上在对外关系上，，开始走上开始走上““一边倒一边倒””的道路的道路；（；（1515））在区域在区域

政策上政策上，，实行均衡发展实行均衡发展；（；（1616））在经济增速上在经济增速上，，实现了快速增长实现了快速增长；（；（1717））在经济波动上在经济波动上，，呈现出呈现出

““高位高位∕∕平缓平缓””的特征的特征；（；（1818））在产业结构上在产业结构上，，比较协调比较协调。。

除上述构成与特征外除上述构成与特征外，，对这一道路还应注意如下几点对这一道路还应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第一，，对苏联式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对苏联式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必然派生出必然派生出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和以实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和以实

现这两者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现这两者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重工业投资规模大重工业投资规模大、、技术要求高技术要求高、、周转时间长等特周转时间长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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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征，，与我国当时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与我国当时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为此为此，，我们党效仿苏联的做法我们党效仿苏联的做法，，

通过对制度变革来营造适合这一现代化道路的资源配置制度通过对制度变革来营造适合这一现代化道路的资源配置制度、、宏观政策环境和微观经营机宏观政策环境和微观经营机

制制，，[[44]]于是就使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经由于是就使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经由““三大改造三大改造””逐步过渡到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逐步过渡到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

———苏联式中央高度集权型体制—苏联式中央高度集权型体制。。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毛泽东在国民经济恢复前后放弃了新民毛泽东在国民经济恢复前后放弃了新民

主主义社会理论主主义社会理论，，转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转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第二第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生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现代化道路的不科学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生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现代化道路的不科学性。。首先首先，，过过

渡时期的起点存在矛盾渡时期的起点存在矛盾。。一方面一方面，，根据总路线的表述根据总路线的表述，，过渡时期的起点是过渡时期的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成立””。。⑥⑥这就意味着这就意味着，，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上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上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但我们党过去一直认为但我们党过去一直认为““要想在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那只是完全

的空想的空想””。。⑦⑦所以所以，，如果这种直接过渡的新认识能成立的话如果这种直接过渡的新认识能成立的话，，那我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就有问那我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就有问

题了题了。。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根据当时党中央引用列宁关于根据当时党中央引用列宁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提法的提法，，⑧⑧和和

毛泽东此后多次提到毛泽东此后多次提到““中国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国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均意味着过渡时期的起点均意味着过渡时期的起点

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但我国历史上并未有过资本主义社会但我国历史上并未有过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事实上，，这是造成总路线和这一现代化道这是造成总路线和这一现代化道

路存在隐患的深层原因路存在隐患的深层原因。。[[55]]其次其次，，““主体主体””与与““两翼两翼””之间存在矛盾之间存在矛盾。。毛泽东将总路线的毛泽东将总路线的““一化一化

三改三改””任务比喻为鸟的主体和两翼任务比喻为鸟的主体和两翼，，希望通过拔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发展希望通过拔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发展。。事实上事实上，，这也这也

是提出是提出““总路线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总路线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⑨⑨这一论断的根本原因这一论断的根本原因。。这种违背生产力与生产这种违背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原理的做法关系原理的做法，，不仅造成不仅造成19531953年和年和19561956年两次急躁冒进年两次急躁冒进，，也导致后来出现也导致后来出现““两翼先飞两翼先飞、、主主

体滞后体滞后””的结果的结果。。

第三第三，，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学说的错误理解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学说的错误理解，，是造成前苏联工业化模式和这一现代化道路是造成前苏联工业化模式和这一现代化道路

不具有可持续性的理论原因不具有可持续性的理论原因。。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列宁将科技进步和资本有机列宁将科技进步和资本有机

构成提高纳入研究视野构成提高纳入研究视野，，得出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得出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必然比制造消费品的那个部门增长得快必然比制造消费品的那个部门增长得快””

的结论的结论。。⑩⑩这就意味着这就意味着，，在扩大再生产中在扩大再生产中，，不仅生产资料的增长要比消费资料的增长更快不仅生产资料的增长要比消费资料的增长更快，，而而

且这种增长也必须与两个部门所需增加的生产资料保持适当的比例且这种增长也必须与两个部门所需增加的生产资料保持适当的比例。。然而然而，，斯大林却曲解了上斯大林却曲解了上

述经典作家的原意述经典作家的原意，，将这一学说发展为将这一学说发展为““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规律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规律””。。显显

然然，，这就会造成一种绝对化的认识这就会造成一种绝对化的认识，，即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可以不受科技水平和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可以不受科技水平和两大部类

比例关系的制约比例关系的制约。。事实上事实上，，这是导致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长期以重工业优先这是导致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长期以重工业优先

发展观为指导的深层理论原因发展观为指导的深层理论原因。。虽然虽然““一五一五””计划期间我国竭力保持各产业间的综合平衡计划期间我国竭力保持各产业间的综合平衡，，但但

由于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注定了这种平衡必然是勉强和脆弱的由于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注定了这种平衡必然是勉强和脆弱的。。正因如此正因如此，，““一五一五””计划从一开计划从一开

始就受到农业始就受到农业、、轻工业等发展滞后的影响轻工业等发展滞后的影响，，并在实施中变的日渐严峻并在实施中变的日渐严峻。。

不难看出不难看出，，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实质上是一个兼具历史局限性与客观必然性的全面学习苏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实质上是一个兼具历史局限性与客观必然性的全面学习苏

联工业化道路的建设模式联工业化道路的建设模式。。[[66]]由于在资源配置方式过渡中市场作用衰减的渐进性由于在资源配置方式过渡中市场作用衰减的渐进性，，加之负责经加之负责经

济工作的领导人重视经济关系与产业结构的基本协调济工作的领导人重视经济关系与产业结构的基本协调，，所以所以““一五一五””计划能够在重工业优先发计划能够在重工业优先发

展的情况下得到较好的实施展的情况下得到较好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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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社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19571957——19781978年年））

鉴于苏联问题鉴于苏联问题““揭盖子揭盖子””和和““一五一五””计划后期诸多问题的暴露计划后期诸多问题的暴露，，为更好地推动我国现代化建为更好地推动我国现代化建

设设，，2020世纪世纪5050年代中后期党中央探索出苏联模式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年代中后期党中央探索出苏联模式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并在其指导下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条现代化道路并在其指导下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条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

复杂的历史背景复杂的历史背景、、特定的思维方式和独到的理论特色特定的思维方式和独到的理论特色，，使这一道路在基础使这一道路在基础、、主体主体、、保障保障、、

绩效方面具有以下绩效方面具有以下2020点内容点内容：（：（11））在总体依据上在总体依据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始终发挥着指导作始终发挥着指导作

用用；（；（22））在具体理论上在具体理论上，，以苏联工业化理论的中国化形式为具体指导以苏联工业化理论的中国化形式为具体指导；（；（33））在建设目标上在建设目标上，，由由

开始时的三个现代化逐步升级为四个现代化开始时的三个现代化逐步升级为四个现代化；（；（44））在建设载体上在建设载体上，，由由““大跃进大跃进””先后变为备战先后变为备战

计划计划、、““洋跃进洋跃进””；（；（55））在建设重点上在建设重点上，，由由““以钢为纲以钢为纲””先后变为国防军工先后变为国防军工、、基础工业基础工业；（；（66））在在

建设路径上建设路径上，，尝试了一系列并举的尝试了一系列并举的““两条腿走路两条腿走路””方针方针；（；（77））在建设动力上在建设动力上，，总体延续了拔高总体延续了拔高

生产关系和进行阶级斗争的方法生产关系和进行阶级斗争的方法；（；（88））在资源特色上在资源特色上，，试图试图通过群众运动用劳动力进行替代通过群众运动用劳动力进行替代；；

（（99））在推进方式上在推进方式上，，呈现出显著的外延粗放型特征呈现出显著的外延粗放型特征；（；（1010））在体制依托上在体制依托上，，两次实践了计划经两次实践了计划经

济体制的分权模式济体制的分权模式———毛泽东—毛泽东““虚君共和虚君共和””体制构想体制构想；；[[77]]（（1111））在经济成分上在经济成分上，，除调整时期除调整时期

外外，，总体坚持了单一公有制总体坚持了单一公有制；（；（1212））在分配方式上在分配方式上，，总体坚持了单一按劳分配总体坚持了单一按劳分配；（；（1313））在资源配在资源配

置上置上，，总体坚持了总体坚持了中央与地方的指令性计划中央与地方的指令性计划；（；（1414））在对外关系上在对外关系上，，总体呈现出总体呈现出““反两霸反两霸””的的

特征特征；（；（1515））在区域政策上在区域政策上，，延续了此前均衡发展的方针延续了此前均衡发展的方针；（；（1616））在经济增速上在经济增速上，，在横向和纵向在横向和纵向

对比中都属相对慢速增长对比中都属相对慢速增长；（；（1717））在经济波动上在经济波动上，，呈现出呈现出““低位低位∕∕大起大落大起大落””的特征的特征；（；（1818））在在

产业结构上产业结构上，，总体呈现出总体呈现出严重不协调严重不协调的特征的特征；（；（1919））在生活水平上在生活水平上，，不仅贫困不仅贫困，，且改善甚缓且改善甚缓；；

（（2020））在发展质量上在发展质量上，，效果较差效果较差、、质量较低质量较低。。

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推进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推进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11））初始极端化阶段初始极端化阶段————““大跃进大跃进””时期时期。。

在农业改造在农业改造、、反右运动反右运动、、反反““反冒进反冒进””中中，，毛泽东找到通过中央与地方毛泽东找到通过中央与地方““两条腿走路两条腿走路””来加速来加速

推进现代化的路径推进现代化的路径，，并由此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的转轨并由此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的转轨。。由于由于对钢铁工业重对钢铁工业重

要性的片面认识和非常做法要性的片面认识和非常做法，，当时出现这一道路当时出现这一道路初始的极端化推进阶段初始的极端化推进阶段————““大跃进大跃进””，，并并最最

终使其变为大灾难终使其变为大灾难。（。（22））被迫暂停与局部纠偏阶段被迫暂停与局部纠偏阶段———调整时期—调整时期。。虽然经过三个阶段的调整后虽然经过三个阶段的调整后

国民经济不仅全面好转国民经济不仅全面好转，，还探索出还探索出““三自一包三自一包””““吃穿用吃穿用””计划和计划和““四化四化””目标等成果目标等成果，，但这但这

都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的前提下所做的局部纠偏都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的前提下所做的局部纠偏。（。（33））特殊推进阶段特殊推进阶段———备战时期—备战时期。。鉴于国际鉴于国际

形势的重大变化形势的重大变化，，我国从我国从““三五三五””计划开始大规模进行以国防军工为重点的大小计划开始大规模进行以国防军工为重点的大小““三线三线””建建

设设。（。（44））调试改进阶段调试改进阶段————““洋跃进洋跃进””时期时期。。由于备战和由于备战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进行调整恢结束后在进行调整恢

复的同时复的同时，，党中央试图通过大量引进国外资金党中央试图通过大量引进国外资金、、技术技术、、设备设备，，来以来以““新跃进新跃进””的方式实现以往的方式实现以往

的诸多经济规划和目标的诸多经济规划和目标。。虽然这一尝试仅开了个头便结束了虽然这一尝试仅开了个头便结束了，，但仍对这两年和此后的国民经济但仍对这两年和此后的国民经济

造成不少影响造成不少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需要指出的是，，除上述内容外除上述内容外，，这一道路还应注意以下几这一道路还应注意以下几点点：：

第一第一，，从总路线的内涵看从总路线的内涵看，，““鼓足干劲鼓足干劲””是要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主观能动性；；““力争上游力争上游””是要努力走在是要努力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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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前列世界前列；；““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体现了数量与质量体现了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从结构看从结构看,, ““鼓足干劲鼓足干劲””和和

““力争上游力争上游””是手段是手段；；““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是要求是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目标是目标。。[[88]]从实质看从实质看，，总路线既体总路线既体

现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现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的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的。。从灵魂看从灵魂看，，““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速度是总路线的灵

魂魂””。。从方法看从方法看，，工业与农业工业与农业、、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是试是试

图图通过群众运动和一整套通过群众运动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办法来加速实现现代化。。从前述表中不难看出从前述表中不难看出，，总总

路线的上述核心要素贯穿路线的上述核心要素贯穿19781978年前除调整时期外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年前除调整时期外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第二第二，，这一总路线的内生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的不科学性这一总路线的内生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的不科学性。。

首先首先，，主要矛盾与根本任务存在矛盾主要矛盾与根本任务存在矛盾。。主要矛盾决定根本任务主要矛盾决定根本任务。。虽然毛泽东在虽然毛泽东在19571957年将党的年将党的

八大确定的主要矛盾恢复为两个阶级八大确定的主要矛盾恢复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两条道路的矛盾，，但他却将实现工业化作为这一时期的但他却将实现工业化作为这一时期的

根本任务根本任务，，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的总路线和现代化道路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的总路线和现代化道路。。这就导致此后党的中心工作不断受到阶这就导致此后党的中心工作不断受到阶

级斗争干扰并最终转移到阶级斗争上级斗争干扰并最终转移到阶级斗争上。。其次其次，，主观意愿与客观规律存在矛盾主观意愿与客观规律存在矛盾。。为在一穷二白的为在一穷二白的

基础上基础上““力争上游力争上游””，，总路线将总路线将““鼓足干劲鼓足干劲””作为方法作为方法，，试图在拔高生产关系和进行阶级斗争试图在拔高生产关系和进行阶级斗争

的推动下的推动下，，通过群众路线和通过群众路线和““两条腿走路两条腿走路””来实现现代化来实现现代化。。这不仅违背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这不仅违背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

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第三第三，，要素投入比例的硬约束与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要素投入比例的硬约束与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是造成苏联工业化理论中国化是造成苏联工业化理论中国化

的成果的成果————““积极平衡积极平衡””理论存在重大谬误和这一总路线诸多内生矛盾的理论原因理论存在重大谬误和这一总路线诸多内生矛盾的理论原因。。为有效落为有效落

实总路线的要求实总路线的要求，，毛泽东用毛泽东用““积极平衡积极平衡””理论取代了此前的苏联工业化理论理论取代了此前的苏联工业化理论。。对此对此，，他指出他指出：：

““平衡是暂时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相对的的”“”“不平衡是经不平衡是经常的常的，，绝对的绝对的””，，所以所以““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 这这

就意味着就意味着，，生产中要生产中要““向先进的定额看齐向先进的定额看齐”“”“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不难看出不难看出，，这是这是

要从过往以短缺要素为标准进行平衡要从过往以短缺要素为标准进行平衡，，变为以变为以““过剩过剩””要素为标准进行平衡要素为标准进行平衡。。虽然生产要素之虽然生产要素之

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在既定科技水平下的替代比例是有限度的但在既定科技水平下的替代比例是有限度的，，即存在边际技术替代率即存在边际技术替代率

递减规律递减规律。。

四四、、改革开放时期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时期现代化道路（（19791979——20122012年年））

19781978年以来年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我们党逐步探索出社会主义初级我们党逐步探索出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及其基本路线阶段理论及其基本路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现代化建设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三步走””的战略规划的战略规划。。鉴于不同阶鉴于不同阶

段的主要矛盾段的主要矛盾、、使命任务使命任务、、具体理论等皆有所不同并由此造成诸多差异具体理论等皆有所不同并由此造成诸多差异，，所以可以所以可以20122012年为年为

界划分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界划分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

在时代特征和指导理念等的综合作用下在时代特征和指导理念等的综合作用下，，新时期现代化道路在基础新时期现代化道路在基础、、主体主体、、保障保障、、绩效方绩效方

面具有以下面具有以下2020点内容点内容：（：（11））在总体依据上在总体依据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发挥着总体指导作发挥着总体指导作

用用；（；（22））在具体理论上在具体理论上，，邓小平的邓小平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具体指导工具理论是具体指导工具；（；（33））在建设目标在建设目标

上上，，明确为现代化明确为现代化；（；（44））在建设载体上在建设载体上，，由温饱先后升级为总由温饱先后升级为总体小康体小康、、全面小康全面小康；（；（55））在建设在建设

重点上重点上，，由劳动密集型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产业；（；（66））在建设路径上在建设路径上，，提出并践行提出并践行““两个大局两个大局””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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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思路的发展思路；（；（77））在建设动力上在建设动力上，，持续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推进市场化改革；（；（88））在资源特色上在资源特色上，，由引进吸收走向由引进吸收走向

自主创新自主创新；（；（99））在推进方式上在推进方式上，，由外延粗放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变由外延粗放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变；（；（1010））在体制依托上在体制依托上，，逐步逐步

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111））在经济成分上在经济成分上，，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多种所有制并

存存；（；（1212））在分配方式上在分配方式上，，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1313））在资源配置上在资源配置上，，逐步确逐步确

定定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1414））在对外关系上在对外关系上，，由政策性开放走向制度性开放由政策性开放走向制度性开放；（；（1515））在区域政在区域政

策上策上，，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转变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转变；（；（1616））在经济增速上在经济增速上，，呈现出快速增长的特征呈现出快速增长的特征；（；（1717））在经济在经济

波动上波动上，，呈现出呈现出““高位高位∕∕平缓平缓””的特征的特征；（；（1818））在产业结构上在产业结构上，，逐步走向比较协调逐步走向比较协调；（；（1919））在生在生

活水平上活水平上，，由贫困先后升级为温饱由贫困先后升级为温饱、、总体小康总体小康；（；（2020））在发展质量上在发展质量上，，效果较好效果较好、、质量较高质量较高。。

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推进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推进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1））解决温饱时期解决温饱时期。。这一时期这一时期，，党中央一方党中央一方

面通过实施面通过实施““新八字方针新八字方针””开始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开始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另一方面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大门另一方面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大门，，同同

时还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大幕时还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大幕，，经济发展局面由此焕然一新经济发展局面由此焕然一新，，并于并于19871987年提前实现温饱目标年提前实现温饱目标。。

（（22））解决总体小康时期解决总体小康时期。。虽然这一时期先后遭遇价格虽然这一时期先后遭遇价格““闯关闯关””失败失败、、治理整顿影响治理整顿影响、、亚洲金融亚洲金融

危机冲击危机冲击，，但在但在1992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的带动下十五大的带动下，，世纪之交我国不仅世纪之交我国不仅

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还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还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99]]（（33））接力解决全面小康时期接力解决全面小康时期。。这一时这一时

期期，，一方面一方面，，主导产业由前一阶段的建材主导产业由前一阶段的建材、、电子电子、、新一代家电等新一代家电等，，逐渐向汽车逐渐向汽车、、房地产房地产、、ITIT

产业等过渡产业等过渡；；另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加入随着加入WTOWTO，，我国进入全方位的制度性开放阶段我国进入全方位的制度性开放阶段。。

除上述内容外除上述内容外，，对这一道路还应注意以下几点对这一道路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贯穿和指导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贯穿和指导着““三步走三步走””战略中的每一步战略中的每一步，，从根本上保从根本上保

障了障了19781978年以来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年以来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基本路线是执政党根据国家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而基本路线是执政党根据国家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而

提出的总揽全局的行动纲领提出的总揽全局的行动纲领，，[[1010]]其功能和作用相当于此前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其功能和作用相当于此前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过渡时期总过渡时期总

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781978年以来形成的这一基本路线年以来形成的这一基本路线，，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

依据依据，，以以““一个中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为核心为核心，，概述了党在初级阶段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概述了党在初级阶段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需要指需要指

出的是出的是，，这一路线贯穿和指导着这一路线贯穿和指导着““三步走三步走””战略中的每一步战略中的每一步，，从根本上保障了从根本上保障了19781978年以来现年以来现

代化道路的科学性代化道路的科学性。。

第二第二，，总体顺应和符合了总体顺应和符合了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的要求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的要求，，是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务实管理论务实管

用和新时期用和新时期现代化道路切实可行的理论原因现代化道路切实可行的理论原因。。根据我国人多地少根据我国人多地少、、一穷二白的国情一穷二白的国情，，自然应重自然应重

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因如此正因如此，，19781978年年，，邓小平提出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的““三步走三步走””战战

略并着手分步解决温饱等问题后略并着手分步解决温饱等问题后，，显然就符合了当时我国劳动力丰裕而资本显然就符合了当时我国劳动力丰裕而资本、、技术稀缺的资源技术稀缺的资源

禀赋特点禀赋特点。。正是在此基础上正是在此基础上，，我国不仅提前解决了温饱问题我国不仅提前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在解决还在解决““总体小康总体小康””和和““全面全面

小康小康””问题的过程中先后两次实现资源禀赋优势的升级问题的过程中先后两次实现资源禀赋优势的升级，，从而在静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从而在静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

优势的过程中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和主导产业更替优势的过程中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和主导产业更替。。事实上事实上，，这种升级过渡对这种升级过渡对““三步走三步走””战略战略

的顺利实施和温饱的顺利实施和温饱、、总体小康总体小康、、全面小康主要指标的分步完成全面小康主要指标的分步完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第三，，新时期现代化道路不仅在内涵上开始契合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新时期现代化道路不仅在内涵上开始契合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而且在其推进的几而且在其推进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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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都呈现出历史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个阶段都呈现出历史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与此前相比与此前相比，，这一现代化道路最突出的特征是不仅注这一现代化道路最突出的特征是不仅注

重强国重强国，，还尤为强调富民还尤为强调富民。。温饱温饱、、小康小康、、现代化不仅是以一种生活水平来形象地表达发展层次现代化不仅是以一种生活水平来形象地表达发展层次

和建设目标和建设目标，，而且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而且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过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过程，，从而与国际上从而与国际上

现代化建设的一般演进轨迹趋于一致现代化建设的一般演进轨迹趋于一致。。事实上事实上，，““三步走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都以富民强国为其出战略的每一步都以富民强国为其出

发点和落脚点发点和落脚点，，这就使其在内涵上开始契合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这就使其在内涵上开始契合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不仅如此不仅如此，，这一道路所经历这一道路所经历

的三个阶段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条件下形成并被推进的的三个阶段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条件下形成并被推进的，，都被打上了如前所述的历史都被打上了如前所述的历史

烙印烙印。。此外此外，，它们还都具有与时俱进的发展性它们还都具有与时俱进的发展性。。如解决温饱问题时产生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解决温饱问题时产生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脱节的问题脱节的问题，，解决总体小康问题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解决总体小康问题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又产生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脱节的但又产生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脱节的

问题问题，，解决全面小康问题时则试图解决这一新问题解决全面小康问题时则试图解决这一新问题。。

改革开放时期现代化道路是重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与我国具体改革开放时期现代化道路是重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与我国具体

实际结合并与时俱进创新后的成果实际结合并与时俱进创新后的成果。。其实质是努力将我国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与一般经济发展规其实质是努力将我国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与一般经济发展规

律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进行契合对接律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进行契合对接，，从而确保在与人类共同价值目标融合的过程中实现民族从而确保在与人类共同价值目标融合的过程中实现民族

复兴复兴。。

五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20132013——20212021年年））

20122012年以来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时代特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时代特点、、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使命任务等进行了使命任务等进行了

新的研判新的研判，，在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在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对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新的安排对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新的安排

和部署和部署，，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

新时代现代化道路在基础新时代现代化道路在基础、、主体主体、、保障保障、、绩效方面具有以下绩效方面具有以下2020点内容点内容：（：（11））在总体依据在总体依据

上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继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继续发挥着总体指导作用发挥着总体指导作用；（；（22））在具体理论上在具体理论上，，新发展理念是新发展理念是

具体指导工具具体指导工具；（；（33））在建设目标上在建设目标上，，强调全面现代化强调全面现代化；（；（44））在建设载体上在建设载体上，，由全面小康向基本由全面小康向基本

现代化升级现代化升级；（；（55））在建设重点上在建设重点上，，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升级信息密集型产业升级；（；（66））在在

建设路径上建设路径上，，提出构建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77））在建设动力在建设动力

上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驱动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驱动力；；（（88））在资源特色上在资源特色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99））在推进方式在推进方式

上上，，日渐体现为内涵集约型日渐体现为内涵集约型；（；（1010））在体制依托上在体制依托上，，深入深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111））在在

经济成分上经济成分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所有制并存；（；（1212））在分配方式上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1313））在资源配置上在资源配置上，，明确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明确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1414））在对外关系上在对外关系上，，

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515））在区域政策上在区域政策上，，要求协调发展要求协调发展；（；（1616））在经济增速上在经济增速上，，保持中保持中

高速增长高速增长；（；（1717））在经济波动上在经济波动上，，保持保持““高位高位∕∕平缓平缓””的特征的特征；（；（1818））在产业结构上在产业结构上，，比较协比较协

调调；（；（1919））在生活水平上在生活水平上，，由总体小康升级为全面小康由总体小康升级为全面小康；（；（2020））在发展质量上在发展质量上，，效果较好效果较好、、质量质量

较高较高。。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推进经历了如下两阶段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推进经历了如下两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

年年。。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复杂环境下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复杂环境下，，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稳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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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求进的总基调中求进的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经济建设取得新的成就使经济建设取得新的成就，，人民人民

生活不断改善生活不断改善，，并由此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并由此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许多新要求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许多新要求，，2121 从而推从而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党的十九大以来的四年党的十九大以来的四年。。随着随着20182018

年中美贸易纠纷和年中美贸易纠纷和2020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愈发突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愈发突出，，不不

少国家的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少国家的民粹主义势力抬头，，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在习近平新发展理念的指引在习近平新发展理念的指引

下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脱贫攻坚任务圆脱贫攻坚任务圆

满完成满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顺利实现。。

除上述内容外除上述内容外，，对这一道路还应注意以下几点对这一道路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第一，，新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新进程中时代化新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新进程中时代化、、应用化应用化、、具体化的产具体化的产

物物，，是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方法和行动指南是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方法和行动指南。。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理论成果中最重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理论成果中最重

要的部分要的部分，，是管全局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根本、、管方向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管长远的东西，，[[1111]]具有战略性具有战略性、、纲领性纲领性、、引领性引领性。。具具

体来说体来说，，创新解决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创新解决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协调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解决的是人与绿色解决的是人与

自然和谐问题自然和谐问题，，开放解决的是内外联动问题开放解决的是内外联动问题，，共享解决的是公平正义问题共享解决的是公平正义问题。。

第二第二，，要根据新时代基本国情的要根据新时代基本国情的““变变””与与““不变不变””，，准确把握新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内涵与准确把握新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内涵与

特征特征。。新时代以来新时代以来，，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变化了一个变化了””和和““两个没有变两个没有变””，，即即新时代我国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

有变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这种这种““变与没变变与没变””,,体现了永恒发展体现了永恒发展

的绝对性与阶段稳定的相对性的辩证关系的绝对性与阶段稳定的相对性的辩证关系。。虽然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并非但并非

静止不变静止不变、、停滞不前停滞不前，，而是一个动态变化而是一个动态变化、、阶梯上升阶梯上升、、不断发展的量变积累过程不断发展的量变积累过程。。这就既需要这就既需要

继续立足于初级阶段的现实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继续立足于初级阶段的现实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也需要根据变化了的主要矛盾也需要根据变化了的主要矛盾，，将新时代的将新时代的

主要任务从解决主要任务从解决生存性问题或低层次物质满足问题生存性问题或低层次物质满足问题，，转移到解决高质量发展欠缺及结构性矛盾转移到解决高质量发展欠缺及结构性矛盾

问题上问题上，，[[1212]]也即着力也即着力解决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上来上来。。因此因此，，在新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中在新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中，，应应

根据基本国情的这种根据基本国情的这种““变变””与与““不变不变””，，准确把握现代化建设内涵与特征的变化准确把握现代化建设内涵与特征的变化，，切实做到对切实做到对

症下药症下药、、有的放矢有的放矢。。

第三第三，，对对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完善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完善，，是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是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等难以有效深入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未能有效提升的深层原因改革等难以有效深入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未能有效提升的深层原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就

是通过改革公共政策的产生是通过改革公共政策的产生、、执行执行、、调整方式来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调整方式来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以充分发挥市场在以充分发挥市场在

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然而，，由于对由于对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

致使不少党政部门多年来屡屡充当经济活动的主角致使不少党政部门多年来屡屡充当经济活动的主角，，在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土地在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土地、、劳动力劳动力、、

资本资本、、创新等要素方面创新等要素方面，，尚存在明显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尚存在明显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干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干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

作用的发挥作用的发挥。。

显而易见显而易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是根据新阶段根据新阶段、、新矛盾新矛盾、、新目标新目标、、新任务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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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而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架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架构、、战略部署战略部署、、布局安排等进行创新升级的结果布局安排等进行创新升级的结果，，有力确保了现有力确保了现

代化建设新征程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良好开局代化建设新征程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良好开局。。

六六、、经验启示经验启示

第一第一，，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变迁的社会历史范畴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变迁的社会历史范畴。。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

会的转变过程会的转变过程，，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面社会变革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面社会变革，，因此是一个系统变迁的社会历史范畴因此是一个系统变迁的社会历史范畴。。它它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到目前为止尚无统一的现实标准到目前为止尚无统一的现实标准。。[[1313]]从历从历

史看史看，，由于近代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欧美等先行发达国家为价值目标由于近代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欧美等先行发达国家为价值目标，，因此现代化常因此现代化常

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但并不等于或专属西方化但并不等于或专属西方化。。从现实看从现实看，，现代化日渐成为一个全面系统的现代化日渐成为一个全面系统的

工程工程，，其内涵获得不断扩展和丰富其内涵获得不断扩展和丰富，，目前一般包括经济目前一般包括经济、、政治政治、、文化文化、、社会社会、、生态生态、、科技科技、、人人

的现代化等的现代化等。。其中其中，，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基础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基础，，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根本保证，，[[1414]]文文

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有力支撑，，社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社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长久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长久

保障保障，，科技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强大动力科技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目的归宿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目的归宿。。

第二第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由理论先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由理论先进、、思想坚定思想坚定、、组织坚强组织坚强、、作风优良作风优良、、领导有力的领导有力的

政治组织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现代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现代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不仅其本身需要理不仅其本身需要理

论先进论先进、、组织坚强组织坚强、、领导有力的政治组织来推进领导有力的政治组织来推进，，而且对因利益关系调整而可能遭遇的各方面而且对因利益关系调整而可能遭遇的各方面

阻力和困难阻力和困难，，也只有靠思想坚定也只有靠思想坚定、、作风优良的政治组织才能有效解决作风优良的政治组织才能有效解决。。我国近代以来农民起我国近代以来农民起

义义、、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的种种尝试辛亥革命等的种种尝试，，皆因领导力量的内部原因和外部条件制约皆因领导力量的内部原因和外部条件制约

而屡失现代化机遇而屡失现代化机遇。。[[1515]]直到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直到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才真正开才真正开

启了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启了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此因此，，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百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百

年探索的首要根本经验年探索的首要根本经验。。[[1616]]

第三第三，，在党的百年探索历程中在党的百年探索历程中，，五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都始终贯穿一个不变的初心使命和五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都始终贯穿一个不变的初心使命和

共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价值追求。。虽然在历史背景虽然在历史背景、、内涵特征内涵特征、、推进情况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别推进情况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别，，但从前文不难但从前文不难

看出看出，，百年来的五种现代化道路都贯穿一个不变的初心使命和共同的价值追求百年来的五种现代化道路都贯穿一个不变的初心使命和共同的价值追求，，即都是为了实即都是为了实

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还是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还是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

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抑或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抑或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现代化道路代现代化道路，，都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经济水平下对人民富裕都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经济水平下对人民富裕、、国家富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诉求民族复兴的诉求。。

可以预见可以预见，，无论今后在实现基本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无论今后在实现基本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什么问题，，这一初心使命和价这一初心使命和价

值追求都不会变值追求都不会变。。

第四第四，，应与时俱进地拓展深化对现代化的认识应与时俱进地拓展深化对现代化的认识。。由于由于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所以所以

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渐进丰富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渐进丰富、、逐渐成熟的过程逐渐成熟的过程。。鉴于鉴于其核心和基础是工业其核心和基础是工业

化化，，所以毛泽东多次强调必须将中国这一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所以毛泽东多次强调必须将中国这一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虽然确定了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虽然确定了

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当时已认识到这是不够的但当时已认识到这是不够的。。为此为此，，周恩来指出周恩来指出：：““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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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其他的都不搞了”“”“因为重工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因为重工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

随后随后，，他又于他又于1954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强大的如果我们不建设强大的

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

困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他首次提到四个现代化问题这是他首次提到四个现代化问题。。鉴于认识的深化鉴于认识的深化，，19781978

年后年后，，我们党一方面逐步用我们党一方面逐步用““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来代替来代替““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以降低过高的阶段性目以降低过高的阶段性目

标标；；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持续探索现代化的科学布局持续探索现代化的科学布局，，从初始的经济从初始的经济、、政治政治、、文化文化““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发展发展

到新时代的经济到新时代的经济、、政治政治、、文化文化、、社会社会、、生态生态““五位一体五位一体””，，并在新时代侧重关注政治并在新时代侧重关注政治、、社会现社会现

代化的同时代化的同时，，强调以人为中心和全球关怀的内外双重价值取向强调以人为中心和全球关怀的内外双重价值取向。。[[1717]]同时同时，，党中央还提出国家治党中央还提出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大大推动现代化由局部从而大大推动现代化由局部、、浅层向全面浅层向全面、、纵深发展纵深发展。。

第五第五，，能否在立足我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遵循产业演进一般规律能否在立足我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遵循产业演进一般规律，，直接关系到今直接关系到今

后全面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能否顺利实现后全面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能否顺利实现。。国情决定道路国情决定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决定命运。。世界各国的世界各国的

实践证明实践证明，，现代化必须在立足各自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遵循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现代化必须在立足各自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遵循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新民新民

主主义现代化道路主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就是中国共产党在2020多年革命和局部执政实践中多年革命和局部执政实践中，，将国外现代化先行国将国外现代化先行国

家的一般规律与根据地和解放区建设实际相结合家的一般规律与根据地和解放区建设实际相结合，，并经分析总结与归纳提炼后的产物并经分析总结与归纳提炼后的产物，，是新民是新民

主主义社会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主主义社会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并且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集权模并且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集权模

式过渡的渐进性式过渡的渐进性，，所以过渡时期现代化建设才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原则下得到较好的实施所以过渡时期现代化建设才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原则下得到较好的实施。。

19781978年后年后，，两种现代化道路的先后形成和两种现代化道路的先后形成和““三步走三步走””战略的分步实施战略的分步实施，，则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则使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面貌焕然一新展面貌焕然一新。。事实证明事实证明，，能否在立足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遵循产业演进一般规能否在立足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遵循产业演进一般规

律律，，直接关系到今后全面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能否顺利实现直接关系到今后全面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能否顺利实现。。

第六第六，，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科学稳妥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科学稳妥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正是正

确处理市场与政府这一经济体制核心问题的正确选择确处理市场与政府这一经济体制核心问题的正确选择。。从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历程中可以从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历程中可以

看出看出，，哪种现代化道路下的市场机制运行较好哪种现代化道路下的市场机制运行较好，，这种现代化建设就执行得较好这种现代化建设就执行得较好，，反之亦然反之亦然。。这这

是因为是因为，，市场的调节作用不仅会使政府获得比行政指令外更准确的信息市场的调节作用不仅会使政府获得比行政指令外更准确的信息，，还可以使企业等市场还可以使企业等市场

主体因接收到准确信息而有效避免预算主体因接收到准确信息而有效避免预算““软约束软约束””。。当然当然，，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市场的不足也市场的不足也

需要政府来及时补充需要政府来及时补充，，尤其在教育尤其在教育、、医疗医疗、、养老养老、、权力等领域权力等领域，，其过度市场化问题需要政府今其过度市场化问题需要政府今

后加大矫正力度后加大矫正力度。。因此因此，，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科学稳妥地发挥政府科学稳妥地发挥政府

的作用的作用，，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正确选择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正确选择。。

第七第七，，党全面执政前党全面执政前3030年两种现代化道路的先后选择年两种现代化道路的先后选择，，为后为后4040余年及今后现代化建设的余年及今后现代化建设的

推进既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推进既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也提供了难得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也提供了难得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虽然虽然19781978年前的现代化建年前的现代化建

设出现不少挫折设出现不少挫折，，但仍使我国取得了骄人成就但仍使我国取得了骄人成就。。值得指出的是值得指出的是，，前前3030年的相关实践为此后提年的相关实践为此后提

供了正反两方面经验供了正反两方面经验。。仅以仅以““大跃进大跃进””和备战期间计划经济体制的两次分权为例和备战期间计划经济体制的两次分权为例，，虽然为配合虽然为配合

““大跃进大跃进””和备战而进行的体制下放带来不少问题和备战而进行的体制下放带来不少问题，，但却解构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但却解构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

苏联式中央高度集权型体制苏联式中央高度集权型体制，，初步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毛泽东初步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毛泽东““虚君共和虚君共和””体制构想模式体制构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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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大力发展工业的局面和地方大力发展工业的局面，，从而为从而为19781978年以后的市场化增量改革创造了条件年以后的市场化增量改革创造了条件，，避免了后来避免了后来

苏联苏联““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式的灾难性改革式的灾难性改革。。此外此外，，这两次体制下放和分权失败的教训说明这两次体制下放和分权失败的教训说明，，在不改变在不改变

单一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单一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只寄望于通过权力收放来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是不可只寄望于通过权力收放来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是不可

能的能的，，这就为这就为19781978年后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反面经验年后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反面经验。。事实上事实上，，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重要原因的重要原因。。

第八第八，，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变革效果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变革效果，，最终应以实践标准最终应以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更为具生产力标准和更为具

体的体的““三个有利于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衡量与检验标准来衡量与检验。。为充分发挥生产关系为充分发挥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生产力与经济基础

的促进作用的促进作用，，19781978年前年前，，我们党一方面通过我们党一方面通过““三大改造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向单一公有向单一公有

制和指令性计划的基本经济制度过渡制和指令性计划的基本经济制度过渡；；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又先后提出又先后提出““抓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促生产””和和““抓纲治抓纲治

国国””等口号等口号，，试图通过阶级斗争和人的思想革命化来推进战略实施试图通过阶级斗争和人的思想革命化来推进战略实施。。但这种超越国情和违背经但这种超越国情和违背经

济规律的做法济规律的做法，，结果只能事与愿违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与之相反与之相反，，19781978年后年后，，我们我们根据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和一根据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和一

穷二白的国情穷二白的国情，，一方面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诸多环节通过市场化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诸多环节；；另一方另一方

面面，，通过对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通过对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相关制度和各类组织的创新发展相关制度和各类组织的创新发展，，来促进经济基础与生产力来促进经济基础与生产力

的健康发展的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外经济史都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外经济史都一再证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并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并不

完全取决于主观愿望完全取决于主观愿望，，人们只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人们只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去做在规律允许范围内经过努去做在规律允许范围内经过努

力可以达到的事情力可以达到的事情。。正因如此正因如此，，邓小平才于新时期在实践标准的基础上提出生产力标准邓小平才于新时期在实践标准的基础上提出生产力标准，，并进并进

而将其具体化为而将其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三个有利于””标准标准。。事实证明事实证明，，实践标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三个有利于””标标

准是科学认识一切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根本视角准是科学认识一切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根本视角，，也应成为衡量检验现代化道路绩效和中国也应成为衡量检验现代化道路绩效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标准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标准。。☆☆

注注 释释：：

①①由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由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所以所以19781978年前一般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年前一般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

②②《《毛泽东选集毛泽东选集》（》（第第33卷卷），），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11991年年，，第第10601060、、10821082页页。。

③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1994年年，，第第377377页页。。

④④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第1616册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992年年，，第第152152页页。。

⑤⑤薄一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上卷），），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71997年年，，第第306306页页。。

⑥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19531953年年99月月2525日日，，第第11版版。。

⑦⑦《《毛泽东选集毛泽东选集》（》（第第33卷卷），），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11991年年，，第第10601060页页。。

⑧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第44册册），），中央文献按出版社中央文献按出版社，，19931993年年，，第第698698页页。。

⑨⑨《《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文集》（》（第第66卷卷），），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91999年年，，第第301301页页。。

⑩⑩《《列宁全集列宁全集》（》（第第22卷卷），），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41984年年，，第第126126页页。。

《《力争高速度力争高速度》，《》，《人民日报人民日报》》19581958年年66月月2121日日，，第第11版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第77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92年年，，第第5454页页。。

《《打破旧的平衡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人民日报人民日报》，》，19581958年年22月月2828日日，，第第11版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第33卷卷），），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20202020年年，，第第1010页页。。

《《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993年年，，第第159159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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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ennial History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CPCThe Centennial History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CPC’’s Exploration on Modernizations Exploration on Modernization

Ren ZhijiangRen Zhijiang11 Liu YuweiLiu Yuwei22 Deng HuiDeng Hui33

Abstract:Abstract: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explored five different ways of moderniza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explored five different ways of moderniza--

tion, among which, the new-democratic modernization, is a unique creation that combine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tion, among which, the new-democratic modernization, is a unique creation that combine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general law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a.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Marxism and the general law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a.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is anperiod is an““imported modelimported model””that comprehensively learns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methods. The modernization inthat comprehensively learns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methods.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s an ideal way that tries to combine the core of the Soviet Union industrialization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s an ideal way that tries to combine the core of the Soviet Union industrialization

with Chinawith China’’s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practical needs. The moderniz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 a new eras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practical needs. The moderniz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 a new era

means to ensure that Chinameans to ensure that China’’s modernization is achieved in the process of merging with the common value of mankinds modernization is achieved in the process of merging with the common value of mankind

by aligning with the general law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world civilization. Theby aligning with the general law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world civil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the result of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moderniz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the result of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overall structure, strategic deployment, and layout arrangements of Chinaoverall structure, strategic deployment, and layout arrangement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accordance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stage, new contradictions, new goals, and new missions.with the new stage, new contradictions, new goals, and new missions.

Key words: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Modernization; Centennial History; Enlightenment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Modernization; Centennial History;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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