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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多义词，目前没有统一定义，大致有

三种解释。一是基本词义，指不同字典对现代化的解释；

二是理论涵义，指不同理论对现代化的系统阐述 ；三是

政策含义，指不同国家关于现代化的政策解释。根据韦

氏词典，英文单词“现代化”诞生于 18 世纪。中文单词“现

代化”出现于 20 世纪初。现代化科学是采用科学精神

和科学方法，系统研究现代化现象的一门交叉科学，是

现代化研究、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知识的系统集成。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现象。从现象角度看，现代化是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的世界前沿，以及追赶、

达到和保持世界前沿水平的行为和过程。形象地说，现

代化犹如一场人类发展的国际马拉松比赛，跑在前面的

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跑在后面的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 ；

发达国家可以掉下来，发展中国家可以赶上去，位置转

换有一定规律性。《中国现代化报告》发现，在大约 50

年里，发达国家降级为发展中国家的比例约为 10%，发

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的比例约为 5%。其中，发达

国家就是现代化国家，发展中国家是非现代化国家，现

代化是动态变化的。

现代化是一种文明进步。从内涵角度看，现代化是

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范式转变，以及人的全面发展

和自然环境的合理保护，同时文化多样性长期存在并发

挥作用。在 18—21 世纪末期间，世界现代化进程大致

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其中，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经济

向工业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其主要特

点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等 ；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

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其

主要特点包括知识化、信息化和绿色化等。21 世纪没有

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国家，可以采用综合现代化路径，

实现从半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从半工业社会向知识社

会的转变。综合现代化是两次现代化协调发展并持续向

第二次现代化转变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工

业化和第一次现代化为主、两次现代化并重、知识化和

第二次现代化为主。

现代化是一个发展目标。从政策角度看，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被作为一个发

展目标。其中，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其目标

是保持现代化水平 ；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其

目标是早日实现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实现程度，

大致有三种水平，一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当年世界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二是平均实现现代化，达到当年世

界发达国家水平 ；三是全面实现现代化，达到当年世界

前沿水平。

中国现代化的阶段划分

中国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

的起步和发展受到世界现代化的巨大影响。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时间，目前仍然存在争议。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19 世纪中叶（1840—1860 年）可

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化

的启蒙思想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如果说，16 世纪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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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模式演进

【摘要】现代化既是一个世界现象，也是一种文明进步，还是一个发展目标。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
标在不断演进，它既反映我们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化，也体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本文从现
代化科学角度，简要梳理从 19 世纪中叶到 21 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的阶段划分、目标演进和模式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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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化的萌动，17—18 世纪是中国现代化的中断，19

世纪是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那么，20—21 世纪是中国现

代化的全面展开。从 19 世纪算起，中国现代化将是一个

持续约三个世纪的历史过程（19—21 世纪）。

目前，中国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现代化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清朝末年（1840/60—1911 年）

的现代化起步，二是民国时期（1912—1949 年）的局

部现代化，三是新中国（1949 年至今）的全面现代化。

第一阶段，现代化起步。主要包括三次运动 ：洋务

运动、维新运动和立宪运动。其中，洋务运动主张制造

近代军事装备，建立近代工业，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

发展教育文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主张。

第二阶段，局部现代化。大致分为三个小阶段 ：北

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早期和战争时期。在此期间，民

族工业和现代交通得到发展，北平研究院等一批科研机

构被建立，高等学校也有较大发展，孙中山的《建国方略》

和三民主义得到有限推行。日本侵华战争导致中国现代

化进程的中断。

第三阶段，全面现代化。1949 年新中国成立，拉开

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序幕。根据其特点，可分为三个小阶段。

一是 1949—1977 年，实行计划经济，推进“四化”建设。

二是 1978—2001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工业化为重点。三是 2002 年以来，积极参与经济全

球化，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等。

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特点。其一，人口规模最大。目

前世界上约有 20 多个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2019 年

中国人口超过 14 亿，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总和。其二，

后发追赶型。英国现代化起步于 18 世纪中叶，中国现

代化起步于 19 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比英国晚

了约 100 年。其三，发展不平衡。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平

衡，工业化优先，城市化滞后，城乡差距大。地区不平衡，

东中西部收入差距较大。工业与农业不平衡，长期以农

养工，农业发展滞后，工农差距大。2006 年取消农业税，

工业开始反哺农业。其四，错失三次重大机遇。第一次

是 1793 年错失第一次产业革命扩散的机遇。第二次是

1842—1860 年错失第二次产业革命起步的机遇。第三

次是 1957—1976 年错失第三次产业革命技术转移的机

遇。其五，资源和环境压力巨大。2010 年中国人均工业

资源的大部分指标低于世界平均值。目前中国已是一个

石油净进口国，环境压力引人关注。

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演进

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发展目

标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实现民族复兴等。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1 世纪 50 年代，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不断

演进。它既反映我们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化，也体现我国

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这里简要梳理 20 世纪 50 年

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演变。

第一个现代化目标 ：20 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20

世纪 50—70 年代，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

战略目标。1954 年 9 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

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

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

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 年 12 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

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

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两步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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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

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975 年 1 月，周恩来在第四届

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

四个现代化。从现代化科学角度看，“四个现代化”实际

是四个部门和方面的现代化，是农业、工业、国防和科

技四个部门和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农业和工业现代化属

于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属于政治领域的现代

化，科技现代化大致属于文化领域的现代化。

第二个现代化目标 ：205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中

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三步走”发展战略。20 世纪 80 年代由邓小平同志

提出。第一步，从 1981 年到 1990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温饱水平。第二步，从 1991 年

到 2000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

小康水平。第三步，从 2001 年到 2050 年左右，达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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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1987 年，邓小平

同志说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

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

水平。”

“新三步走”战略安排。第一步，从 2001 年到 2010 年，

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

宽裕。第二步，从 2011 年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三步，从 2021 年到 205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

提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

民生产总值比二零零零年翻一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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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十六大报告提出 ：“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

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

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07

年十七大报告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

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

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二〇二〇年比二〇〇〇年翻两番。

2012 年十八大报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

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

一番。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

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

显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

第三个现代化目标 ：2050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21 世纪 20—50 年代，“建成现代化强国”成为中国

现代化的战略目标。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从 2017 年

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 2020 年到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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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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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步走”发展战略、“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到“两

步走”战略安排，三者一脉相承，后者有所创新。相对

于“三步走”发展战略，“两步走”战略安排有三个创新

（图 1）。一是把“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三步战略细分为

20 年、15 年、15 年三个阶段。二是把“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第三步目标，提前到 2035 年，提前了 15 年。三是把

2050 年目标提高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变迁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模式在不断演

变。在起步阶段，属于封建王朝主导的现代化，采用工

“三步走”发展战略：70 年（1980 ～ 2050）

“两步走”战略安排：30 年（2020 ～ 2050）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温饱水平 小康水平 基本实现现代化

基本实现
现代化

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1980 1990 2000 2020 2035 2050

图 1  “三步走”发展战略和
        “两步走”战略安排的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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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优先模式。在局部现代化阶段，属于集权政府主导

的现代化，沿用工业化优先模式。在全面现代化阶段，

目标和模式发生很大改变。这里简要梳理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的模式变化。

根据“三步走”发展战略、“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和“两

步走”战略安排，从 1980 年到 2050 年中国现代化大致

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前 20 年（1981—2000 年）、中 20

年（2001—2020 年）和后 30 年（2021—2050 年）。根

据《中国现代化报告》的研究和建议，中国可以采用综

合现代化路径。根据世界现代化的规律，综合现代化路

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工业化为主、工业化和知识化并重、

知识化为主。1980—2050 年中国现代化的三个阶段与

综合现代化路径的三个阶段大体重合。

第一阶段模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工业化为重

点。“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前 20 年，大致属于综合现代

化第一阶段。主要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工业化

和第一次现代化为重点，并启动信息化和环境保护。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推进工业化。同时，世界范围的

环境保护、高技术和信息化浪潮日趋高涨。1984 年国家

环境保护局成立。1986 年中国推出高技术发展计划，同

年召开全国信息化问题讨论会，探讨中国信息化的道路。

90 年代，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

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进展，顺利完成三步走战略前两

步目标。

第二阶段模式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新四化”同

步推进。“三步走”发展战略的中 20 年，大致属于综合

现代化第二阶段。主要特点是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

教育，并取得巨大成就。在此期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

尚没有完成，但第二次现代化的许多要素已被采用，属

于两次现代化并行、工业化和知识化并重时期。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1997 年

中国科学院完成和提交题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

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1998 年，国务院设立信息

产业部，全面推进中国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 ；批准中

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启动中国国家创新体

系建设。从而，揭开中国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篇章。

2002 年十六大报告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

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2012 年十八大报告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同步发展。2020 年，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

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工业化基

本完成，全国平均达到初等发达水平，部分地区已达到

发达或中等水平。

第三阶段模式 ：建议以生活质量为发展主题和以知

识化为重点。“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后 30 年，大致属于

综合现代化第三阶段。主要特点将是以人民为中心，以

生活质量为发展主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 ；以知识化和第二次现代化为重点，全面落实新发展

理念。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可因地制宜，选

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当前，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根据现代化

规律和我国国情，全国平均将进入综合现代化的第三阶

段，以人民为中心，以生活质量为发展主题，以经济质

量和环境质量为支撑，三个质量一起抓。同时，发达和

中等发达地区将以提高生活质量为发展主题 ；初等发

达地区可采用生活质量和经济建设两者并重的发展模

式 ；较不发达地区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等，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实现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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