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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话语的历史演变

陈冬冬　 齐卫平

　
摘　 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坚持的奋斗目标。 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有着不同的话语表达,分别表现为:以完成工业国转型为追求的

现代化国家目标话语、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指向的现代化国家目标话语、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为愿景的现代化国家目标话语。 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进程,从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历史

实践中汲取智慧、总结经验,有助于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实现。 总体来

看,其经验与智慧可以概括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根本保证;实现人民

利益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目标的价值旨归;对现代化内涵的准确认知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目标的科

学依据;对发展阶段的系统谋划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战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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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胜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乘势而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历史征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在为建设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虽然各个历史时期对现代

化内涵的认知有所不同,也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经验和教训,但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方向与目标始

终不变。 正是在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党领导人民不断加深对现代化的认知,推进了现代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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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不断丰富和发展。 从“工业国转型”“小康社会”到“民族复兴”的目标演进,呈现出中国共

产党推进建设现代化国家目标与时俱进的历史脉络。 总结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汲取实践智

慧,有助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迈出坚实有力的步伐。

一、以完成工业国转型为追求的现代化国家目标话语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国家衰败和社会

凋敝下工业生产落后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国家的工

业化建设问题,并多次描绘新中国未来工业化的前景。 1944 年,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伟大胜利

前夕,毛泽东就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
必需工业化。 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1]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较早提出把中国

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国的设想。 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

告,为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之后争取光明的中国之命运指明了方向,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由

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愿景。 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

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

国。” [2]1949 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基于即将建立新中国并领导国家建设的

现实考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

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

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最初认知就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开启了以

完成由农业国到工业国转型为追求的现代化国家建设阶段,实现向工业国的转型成为这一时

期现代化建设最具代表性的目标话语。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执掌国家政权,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条件

已经具备,发展现代工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实现由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到先进工业国

的转型成为新中国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党团结带领人民用了 3 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恢复国民

经济的任务,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3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次对过渡

时期党的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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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

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从毛泽东

对总路线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这条总路线包括两个核心任务:一是工业化,二是社会主义改造,
工业化建设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成为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随着对现代化认识的提高和实践的发展,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首次正式将现代化的目

标话语扩充为“四个现代化”,以“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

的国防” [5]为内容建构起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话语。 1956 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工业化建设、由农业国到工业国转型是本次大会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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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6],周恩来在谈到第二

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时强调:“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

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 [7]党的八大还描绘了新中国未来工业化建设的

蓝图:用 15 年时间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0 年到 100 年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

工业化国家。
1964 年 12 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结合国家建设的部署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化的

追求目标。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在不太长的历史

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

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8]。 并明确要在 20 世纪内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一

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

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这是中国共产党“四个现代化”目标话语的

完整表达,也意味着对建设现代化国家目标的认知形成了更加全面和科学的追求。
“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 [9]中国共

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描绘了建立工业国的愿景,新中国成立以后更加明确了以实现

由落后的农业国到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无论是“现代化

即工业化”的最初认知,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扩展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以完成工业国转型

为追求的现代化国家目标话语都是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话语表达的鲜明特征。

二、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指向的现代化国家目标话语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0],这对于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

义。 党中央以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探索新的国家建设道路,在拉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帷幕的同时,重新接续上现代化的追求目标。 在经历了长期“左”倾错误指导的曲折后,“现代

化”重新回到党的建设目标话语表达中。 邓小平再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并在思考中国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话语表达。
1979 年 3 月,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中国,邓小平在接见他们时提出了“中

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他解释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我们的概念

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11]随后也正式将 20 世纪末实现

“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调整为“中国式的现代化”。 同年,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在谈话中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意思,即“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

四个现代化。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

家’”。[12]这是邓小平首次用“小康之家”的说法诠释“中国式的现代化”,之后又在很多公开场

合的讲话中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小康之家”等同起来。 在“小康之家”的基础上,邓小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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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4 月会见古井喜实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提出了“小康社会” [13]的概念。
这个概念很有创造性,它既用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话语表述了现代化的概念,又以明确的观点

揭示了社会主义中国搞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区别。
众所周知,“小康”是中国传统社会“大同”理想表达中的一个概念,“小康”代表社会富足、

安康、礼义和公正的理想追求。 邓小平沿用这个概念不是传统文化的话语重复,而是把中国现

实国情与现代化目标有机连接的一种新语境。 在邓小平的阐述中,“小康社会”是表达中国追

求现代意义上国家建设的社会整体概念。 1983 年 2 月,邓小平到江苏、浙江和上海视察,一路

上看到各处建设繁荣发展的景象,受到鼓舞。 他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看来,四个现代

化希望很大”,并对“小康式”的中国现代化作了具体描述: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
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
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
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想往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
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

减少。[14]这些从现实得到的感知虽然不能代表“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标准,但无疑包含着超越

传统认知的新内容。
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话语表达中融入了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小康社会”是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其实质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他明确表示,不坚持社会主义,
中国的小康社会是建成不了的,“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

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 [15]。 说“小康”不离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思考中国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原则,用“小康社会”话语表达中国现代化,绝不是与西方国家现代化标准上的

比较,而是性质上的区别。 “小康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目标追求的概念是质和量的统一。 经

过数年实践探索,邓小平在 1984 年对小康社会有了量化标准的具体概念,即:“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 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

现代化。” [16]任何政策的变化都会在话语上得到表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小康社会”就成

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标志性话语而深入人心,“小康社会”也成为在综合考

量我国实际的基础之上对现代化国家目标作出的新的话语表达。
“小康社会”的内涵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践的深入发展而丰富拓展。 进入 21

世纪,我国如期走完“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实现了总体小康,顺利完成阶段性战略目标。 但

此时的小康社会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描述的:“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
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17]换言之,经过努力达到的小康社会还只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推进中一个

初步阶段的目标。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小康社会的目标作出新的论述:“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18]这是在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构想基础

上进一步形成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国由此开启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

阶段。 十六大报告还明确了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推进步骤,阐释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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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内涵,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
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小康社会的内涵从以“经济指标”为核心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等各领域,进一步丰富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和要求。

2012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肩负起祖国和人民的重任,向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了新的步伐。 党的十八大提出:“确保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19]很多研究者注意到“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的话语变化,但值得

注意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话语表达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已经出现,如“确保二○二○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0]“今后五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 [21]。 可

以看到,在党的十七大和党的十八大的中央文献资料中并未统一规范使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话语表述。 但是,党的十八大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替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意义

并不在于字面意义的话语变化,而是意味着历史已经进入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成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新的话语表达。 党的十八

大以来,从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论述的话语表达中可以看出党中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烈

使命感。 2013 年元旦,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话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号角

已经吹响。” [22] 2013 年 3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 [23]2014 年 6 月,习近平在《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 [24] 2016 年 1
月,习近平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讲话指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大幕正式拉开。
今后五年,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部署、来落实、来推进。” [25]2021 年

在元旦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指出:“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26]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话语传递出明确的时间指令,要求

全党对标时间表,努力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砥砺奋进,谱写夺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伟大胜利的时代新篇章。
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并用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到 2020 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虽然历经“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全面建

设”到“全面建成”的话语演变,但其核心要义从未改变,即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指向的现代

化国家目标话语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显著特征。

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愿景的现代化国家目标话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成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新时代伟大实践以取得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和发生深层次的、根本性

的变化,向国内外展示中国的创造性作为。 在当今世界全球治理遭遇一系列共同性难题的困

扰情况下,人们对现代化内涵的认知、道路的选择以及实践的拓展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经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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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路、中国智慧展现出强大的魅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依据不同历史时

期的具体情况,一以贯之地把为实现民族复兴为愿景的现代化国家目标而奋斗贯穿于实践全

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 28 年的英勇斗争,取得了民族独

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根本前提。 新中

国成立以后,在实现国家富强、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的动力推动下,坚持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

道路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选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指向直接相联系,民族复兴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愿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入,以民族复兴为愿景的现代化国家目标内涵逐渐扩展,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归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大要点之一,党的十六大继续强调

了“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 [27],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8]的“三位一体”总体布局。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伴随着现代化的实践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八大将民族复

兴的愿景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领域,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根据

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第一个百年是到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2 年,习近平在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29]

2013 年 5 月,习近平在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0]“中国梦”深刻道出了中国

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过程。 实现民族复兴与建设现代化国家虽然在话语表述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二者有本质

上的一致性。 一是目标追求相同。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二是战略步骤相同。 党的十九大报告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完成“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接续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新的步骤安排,“第一个阶段,从
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

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31]这一新的两步走战略为

实现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新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愿景的现代化国家目标指明了正确方向。 三是实现路径相同,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道路。 民族复兴和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在改革开放进

程中出现的“左”的和“右”的思潮,自觉抵制“歪路”和“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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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想,而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特

殊内涵的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愿景。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随着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任务的胜利完成,我国又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 肩负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砥砺奋进的历史使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朝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进军。

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话语演进的经验与启示

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演变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 不同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目标有着不同的话语表达,体现了明确的继承性和创新性。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实现现代化国家始终如一的目标和坚定决心,使中国共产党有信心

领导中国人民勇往直前战胜各种困难。 从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中汲取智慧、总结经验,有助于中

国共产党在新发展阶段顺利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有助于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接续奋斗中再创新的辉煌。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建设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根本保证

鸦片战争后,无数仁人志士为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因各种内部因素

和外部阻力致使他们燃起的希望一次次破灭。 这种困局因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而得到改变。 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不仅用事实证明了她是领导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而且也用成就证明

了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华民族实现建设现代化国

家宏伟目标的保证。
首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

力量,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新时代党的执政实践和历史经

验所作出的重大政治论断,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逻辑。 “我国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

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 [32]党的全面领导是当代中国全部事业发展进步

的根基与前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最大优势和最根本经验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无论是毛泽东强调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33],还是习近平

提出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34],这些话语表达都体现出坚持党的领导

对领导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具有不可或缺的根本性意义。
其次,坚持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领导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

实践基础上得出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 有了这个开天辟地,才有了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才有了改革开放的翻天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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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才有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和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

革。 中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

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顺利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

确立,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社会变革,把现代化建设引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的道路。 1978 年党中央果断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
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现代化建设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的综合国力实现大幅度提

升,到 2010 年,国家 GDP 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到一个新站

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接续奋

斗的实践中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得到提

高,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实现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实践,证明党的全面领导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最后,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图伟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
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35]领导伟大社会革命就必须要勇于自我革命,坚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

命才能更好地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指的是依靠自我规范、自我约束、
自我监督的制度化建设,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保持党的健康发展,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

水平。 党的自我革命主要包含内外两种方式和途径,一是通过党内整风和主题、专题学习教育

活动,加强党员自我约束,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端正思想,激浊扬清,防止各种不良风气腐蚀

党的肌体;二是通过党外监督,包括党派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等,让共产党人时刻感受人民的需

求,回应人民的期待,满足人民的要求,坚决抵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享乐主义等不正之风。
中国共产党在发扬自我革命精神、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进程中,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提供重要保证。
(二)实现人民利益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目标的价值旨归

建党百年来,人民话语始终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从毛泽东的“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到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都鲜明体现了人民在我们党执政实践

中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一批批爱国仁人志士追赶现代化的奋斗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先

进国家发达水平的刺激,他们作出的努力无疑值得后人敬佩。 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

成功之道,在于把人民利益的关切融入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追求,现代化国家的价值旨归是代表

广大人民群众利益。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目

标,体现了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取向。 毛泽东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

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36]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践行初心和使命,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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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给新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带领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以全面建设和建成小康社会为指向的中国式现代化

目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施以政府为主导、以
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开发工作,使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由实现温

饱、全面小康到逐步走向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

指出:“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建设美丽中国。”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指导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了现代化国家的

内涵。 习近平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他强调:“我们建设的现

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并具体阐述了五个要点,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

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四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37]这些内容涉及面很广,其中人民

利益占据突出位置,凸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的价值旨归。
(三)对现代化内涵的准确认知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目标的科学依据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内涵丰富、指向明确的话语表达。 对现代化内涵的

准确认识有助于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提供科学依据。 其一,中国共产党立足

本国实际领导建设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各个国家由于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
实国情和发展环境不同,对现代化道路会作出不一样的选择。 虽然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

标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但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坚持却一以贯之。 邓小平强调:“现在我

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38]其二,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建设的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实践的深入推进,其“全面”的
特质日益凸显。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努力方向主要集中在经济意义上的考

量,无论是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还是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都是从经济尤其是重

工业指标着眼;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同

时,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进一步丰富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话语;党的十七大和十

九大又分别增加了“和谐”和“美丽”的话语表达,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化国家的内涵;党的十九大

以来,现代化国家的内涵更加突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人的全面发展等话语表达,现代

化的全面性成为显著特征。 其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的现代化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

现代化。 美好生活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孜孜不倦的追求,建立大同社会的梦想便是古人对

美好生活的话语表达。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更是肩负“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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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新中国,创建社会

主义制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为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奋斗。 习近平指

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9]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描绘 2035 年建

设现代化国家的远景目标时指出:“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40]努力使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奋斗

目标,体现了满足物质文化需要与更高层次生活需求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
(四)对发展阶段的系统谋划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战略性安排

设立发展目标,并为完成目标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规划,从战略高度统筹全局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 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在 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41]改革开放开启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党的十二大再次

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87 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实现现代化国家目标的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这个任务已经基本

实现。 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
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

代化。” [42]

在即将迈入 21 世纪的历史关键点上,1997 年党的十五大又将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中的第

三步细化为“新三步走”战略,在2000 年完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将21 世纪前50 年划分为:
“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

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
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

国家。” [43]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确立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时间表,对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作出规划。 2017 年在即将完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的经

济社会发展再次作出战略性安排,把未来三十年分为前后两个十五年,形成新的两步走战略。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使得中国实现现

代化的目标更加清晰明确,体现了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核心作用。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经过 13 个五年规划(计划),我们已经为实现这个目标奠定了坚实

基础,未来 30 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 [44]党中央提出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纵深推进

的行动纲领,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思想指南。 新时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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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武装,以再创新的辉煌成就续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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