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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化之路经历了从学习模仿他国模式，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

的现代化之路，再到新时代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历史演进过程。现代化实践的推进源于理论认

识的发展，在对现代化基本内涵和建设规律认识逐步深化的基础上，我国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道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成功经验，为世界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尤其为那些

既要加快现代化进程又要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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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中外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努力追求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明

确提出，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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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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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宏伟目标。这为理论工作者提出了继续深入研究现代化问题的新要求。本文首先说明现代化的基本涵

义、不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以及中国选择，然后分析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过程，尤其是

党领导下的百年探索之路，从而说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最后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道路的鲜明特点及其世界意义。通过研究发现，从世界各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选择看，不同国家实现

现代化的具体路径并不相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有着本质区别，

也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根本不同，这是一条既体现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又彰显中国特色

的现代化道路。表面上看，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从学习西方模式到学习苏联模式，再到形成中国特色的现

代化道路，其实质则是对于现代化的认识逐步深化，从最初器物技术的现代化到制度理念的现代化，再

到强调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路径选择

“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 罗荣渠，2012) ，同时也是一个连续发展、没
有终点的系统过程。在理论认识上，古今中外对于现代化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从不同的视角有不

同的界定。最初，人们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定义现代化，认为现代化就是指工业化，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

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推进到制度和思想方面，认为现代化不仅是经济上的现

代化，也包括制度的现代化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 不仅是器物层次的现代化，更要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和

精神文化的现代化，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由于现代化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

每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和道路也并不相同，因此要对现代化作出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准确界定非

常困难，直到目前现代化也没有一个统一定义和判断标准。我们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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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状态转变为发达状态的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是包含经济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的有机整

体，反映了一个国家技术变迁、制度变迁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其衡量标准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进行动态调整，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既定评判标准，也就是说现代化是相对现代化而不是绝对不变的

现代化。
在实践方面，人类实现现代化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资源禀赋和社

会历史文化的条件差异，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也呈现不同选择。欧美少数国家在近代率先实现现

代化，其中许多国家是通过对外扩张实现的，即走的是一条掠夺式现代化之路。在世界近代史上，美国

是通过殖民扩张一跃成为疆域辽阔的强大帝国的典型。美国的殖民扩张为美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开

辟了道路，提供了工业革命急需的原材料和商品销售市场，促进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而对于两次世界

大战后催生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来说，作为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

是封闭式发展道路，即为避免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动断绝商品、技术、贸易等与西方国家和世界市场

的联系，这种故步自封、僵化停滞所形成的闭关锁国的发展格局，明显不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正确

方向。二是在西方模式主导下推进现代化，即走的是一条依附式现代化之路，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受主

客观多种因素影响而被动选择的现代化模式。由于过多模仿依赖而缺乏自主创新，不少国家落入了后

发式现代化所特有的困局。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绝不能走掠夺式发展之路，不能把自身的发展建立在他国人民的痛苦之上，这既

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有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发展基因; 中国现代化也不能关起门来

搞建设，封闭僵化只能导致落后挨打。当然，中国现代化更不可能依附任何国家，不会接受西方国家按

照自己意愿强加给我们的现代化模式，而是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此，

习近平( 2014) 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

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是

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自立自强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选择，正是因为摆脱了对西方现代化的盲目迷信、摆脱了对苏联

现代化模式的照搬照抄，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不断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才得以超越后发式现代化

的困局，走出了一条让世界瞩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二、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演进

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坦途一片，而是充满曲折坎坷，既需要理论上拨开迷雾见月明，又要在实践

中咬定青山不放松。中国人民历经百余年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才找到了一

条正确的现代化道路。自鸦片战争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勇于

担当的中华儿女开始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开启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

局限，不管是器物层次的变革还是制度层面的改良，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无论是封建统治者发起的洋务运动还是农民阶级起义，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

派的戊戌变法抑或是革命派发起的革命斗争，其结果都未能实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也未能找到中国现

代化的真正方向。随着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现代化终于迎来了强有力政党的领导，科学探

索现代化之路才真正开启。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

前提条件。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的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总体可以分为改

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阶段。前一个历史阶段为初步探索时期，后一个历史阶段为飞跃发展

时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 一) 近代以来以学习西方推进现代化的尝试( 1840 ～ 1921 年)

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虽然长时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盛世局

面，但在封建社会后期，明显大大落后于世界的发展，制度腐朽、技术落后，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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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清朝统治者却夜郎自大，以天朝上国自居，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无法改变。
1840 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惊醒了沉睡之中的国人，近代中国开始有了些许的变化，但被称为“睁

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及其好友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没能惊醒尚处于迷梦之中

的封建统治者，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卷土重来，方才如梦初醒，深感切肤之痛。以李鸿章、曾国藩、张之

洞等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打出“自强”“求富”的口号，开始向西方学习，发起洋务运动，力图维护摇摇欲

坠的封建统治。洋务运动一度轰轰烈烈，开办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近代中国似乎找到了实现现代化的

方向，但 30 多年后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使得通过洋务运动装备起来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

覆没，洋务运动彻底失败，这证明封建统治者自上而下发起的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洋务运动不是中国现

代化的正确方向。值得指出的是，封建统治者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只是表现在坚船利炮方面，“中国文武

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胡绳，1998) 。这表明，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根

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阶级无法担负起历史重任，不能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更不可

能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因此不可能带领当时的中国走向现代化，不可能实现救国救民的根本任务。
同样，农民阶级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不可能作为领导阶级实现现

代化。虽然持续 14 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大大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颁布

了充满资本主义色彩的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但由于当时恶劣的环境，也不可能付诸实践。资产阶

级作为一个新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对现代化建设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器物层次，而开始关注政治制度

的变革。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仿照日本发起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一百

零三天就宣告失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统治，虽然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但

最终革命果实被窃取，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能够带领中国实现现代化。这充分说明，资

产阶级由于自身具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其阶级局限性也

决定了它不可能甚至惧怕发动群众，无法带领广大人民走向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需要先进阶级及其政党

领导广大人民去实现。

( 二) 以学习苏联模式为目标推进现代化的努力( 1921 ～ 1978 年)

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历经 28 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利，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终于站了起来，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这是划时代的历史变迁。
民族自立自强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新中国满目疮痍、遍体鳞伤的社会面

貌焕然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发展之路。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确立，“一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国民经济基础和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中

国现代化开始加速推进。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主要是以学习苏联模式为目标。在中国实现现代化

( 一定时期表述为工业化) ，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的伟大梦想，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但是，

由于当时我们党尚缺乏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足够认识，没有太多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而

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给予我们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加之苏联模式在当时也的确取得

了巨大成功，因此，学习苏联似乎成为必然的选择。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 1991) 在《论人民民主专

政》一文中明确指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

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

党就是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以学习苏联模式为目标的现代化期间，我国取得了许多方面的成就。但是，这种“以苏为师”的现

代化模式存在明显的弊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缓慢。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56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1030. 7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166 元。随着苏联模式的弊端越来越多地

暴露出来，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在学习实践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积极探索，不断丰富关于工业化、现代化的认识。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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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

的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

泽东，1999) 。这标志着我国开始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并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

“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出现了失误和偏差，这说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任重道远，需要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继续前进。应

该看到，虽然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加之急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心理，我们党在

现代化的过程中走过弯路，有过失误，究其原因则在于这一时期党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不准

确、定位不清楚。但是，这一时期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精神财

富和宝贵经验。

( 三) 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为目标的努力( 1978 ～ 2012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拨乱

反正，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中国现代化建

设在前期近 30 年探索的基础上进入全新的阶段。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注意到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且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抓

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 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到 21 世纪中叶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四大把“加快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步伐”纳入大会主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在“四位一体”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自然环境和资源压力越来越突出，长期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环境

的压力，高消耗、高污染和低产出的增长方式使得资源环境已经达到上限，难以为继，因此，将生态文明

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同的高度尤为必

要，基于此，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 四)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2012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新时代国内国际环境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速度换挡、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的挑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成为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整体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规律的科学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社会

改革的主线。同时，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加，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

的高度以宽广的视野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对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作出了“两步走”的战略规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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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现代化的关键是在“中国之制”基础上实

现“中国之治”，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进一步拓展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容，深化了现代化与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丰富了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内涵( 刘卓红，2021)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完整准

确客观理解新发展理念，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对新阶段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运用，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我国现代

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效路径。
综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科学技术不断变迁、逐步实现工业化的过程，更是一个

社会制度变迁、不断建立健全社会制度、进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有其独

特优势，后发优势明显。中国现代化道路以其正确的理念、健康的发展、丰硕的成果获得了世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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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迸发出旺盛的生命活力，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既打破了视西方现代化模式为人类社会终极模式且

不可改变、不可战胜的神话，又有效地避免了苏联现代化模式所固有的局限和不可持续性，从而成为人

类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新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1978 年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为 3679 亿元，人均 GDP 仅为 385 元，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2020 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突破 100 万亿

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 17%，人均 GDP 连续两年超过 1 万美元，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

期稳定两大奇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点

中国现代化建设从最初学习西方到以苏为师，再到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走过

了非同寻常的现代化探索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苏联现

代化模式的严重弊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主导的现代化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种种尝试未能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先进阶级、没
有一个先进政党的领导。对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而从封建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

制度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首先需要一个

强有力政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鲜明的特点和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

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主导的现代化。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全国人民才有了主心骨和顶梁柱，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经受各种风险挑战，才

能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特

征。近代以来，几乎各种政治力量都对实现现代化作出过尝试和选择，但均告失败，是中国共产党科学

回答了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个重大问题，逐渐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道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为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制

度基础;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富起来，为实现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如今，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任何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都有其核心理念，本质上就体现为实现现代化的宗旨是什么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在于，我们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以人民

为中心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

展指向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中国一

切发展进步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是现

代化的根本动力所在。其次，人民是建设现代化的主体，是现代化国家的创造者和根本力量，是中国现

代化事业的贡献者和建设者，只有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历史的

选择、人民的选择，勇于探索的中国人民在反复比较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最后，现代化建

设要确保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只有让参

与建设现代化的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立足中国国情的现代化

中国国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依据和立足点。纵观我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立

足国情，能否对国情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化的进展是否顺利。新中国成立后

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偏差和失误，走过曲折道路，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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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没有搞清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搞明白，路线方针政策

的制定脱离了国情。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1979 年，邓小平在对来访的日

本首相大平正芳谈到我国的现代化时，用了“小康之家”这个概念，就是指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这一

概念，就是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旨在强调中国现代化不同于西方

的现代化。随着对国情的认识深入，邓小平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

基本理论问题，作出了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中国共产党人把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国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国情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和提升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完善现代

化的基本内容，对于计划和市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等认识逐步深化，创

造性地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实践中快速推进。党

的十九大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提出的“两步走”战略规划，必将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全体人民勠力同心如期实现。

(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坚持和平与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翻开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发现大国崛起通常都是通过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

扩张实现的，它们在追求自身发展、实现本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伤害。环顾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思维依然存在，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

相威胁往往成为一些国家解决国际争端的首选。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归于失

败，那些幻想依靠武力征服世界的国家最终都未能得逞。中国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

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也传承了中华文化的和平基因。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

族，中国文化富有和平的基因，“和为贵”的思想已经深入国人骨髓之中，我们无比珍视和平发展的宝贵

机会，对战争带给我们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正是这种追求和平发展的期盼成为我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永恒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不仅不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威胁，反而是和平力量

的增长，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并且努力促进发展中国家一道

去实现现代化，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

现代化建设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统一的模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规避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

严重弊端，又实现了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全面超越，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驳斥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没有不同。但是，实现现代化可谓条

条大路通罗马，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更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各国有权根据自己国

家的具体国情、历史传统等选择自己适合的现代化道路。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统摄之下，西方

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标杆，就是其他国家的模板，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宣称“历史已经终结”，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只能因循西方现代化之路。事实上，一些按照西方现代化逻辑完全模

仿西方现代化模式，脱离本国实际国情的国家，最终却陷入了现代化的困境之中，甚至导致经济社会发

展长期停滞不前。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

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 习近平，20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就在于中

国共产党能够把“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又不盲目迷信照

搬照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取得的辉煌成就有力驳斥了“西方中心论”，充分证明了现代化不是

西方化、美国化，现代化也不是资本主义化，中国的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体制参

照和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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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了传统现代化的局限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体现基本国情和时代特点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过程，是对现代

化的内涵理解逐渐加深的过程，也是现代化视野逐渐宽广的过程。在现代化探索的早期，人们曾把现代

化等同于工业化。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化以工业化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业化，

现代化的涵义比工业化要深得多、广得多。现代化的视野也不仅仅只关注经济的单方面增长，而是全面

发展的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而且要聚焦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不仅要实现经济总量的跃升，而且要实现协调发展，全国一盘棋，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地区发

展差距较大等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实现工业化，而且要改变传统现代化过程中部分

国家出现的人与自然对立的做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整个现代化建设之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实现自身发展，还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展现了发展中国家寻求现代化道路的示范性

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经验，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本，也为世界各国在取得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样本，更为发展中国家既保

持快速发展，又坚持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其示范效应既是广泛、深刻的，又是

现实而具体的( 章忠民、魏华，2018)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推进现代化快速发展

离不开几个关键因素: 一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只有由先进阶级的优秀分子组成的政党才能

带领本国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顺利推进现代化; 二是建设现代化必须有广大人民的积

极参与，离开人民群众参与的现代化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形成现代化建设的合力; 三是现代

化建设必须对本国的基本国情有清醒认识并作出科学判断，只有准确把握本国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

才能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路线。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能否把

握好这三个关键因素，正是现代化建设成败得失的关键。中国方案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为希望

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各个国家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既能保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又能

保持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示范。

五、结 语

中国现代化建设经历了理论认识的逐步深入和漫长实践探索的艰辛过程，最终找到了一条既不同

于苏联现代化又与西方现代化有本质区别的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初

步摸索阶段，由于缺乏一个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现代化之路注定不可能成功。随着 1921 年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的现代化展现出崭新的面貌，现代化建设开始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科学探索。但是，

真正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在全面学习苏联现代

化模式受挫以后，中国开始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实现道路，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

的积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快速推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科学决策，抓住机遇，化危为机，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

将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未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依然充满机遇与挑战。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充满更多不稳定性和

不确定性，世界局势纷繁复杂，世所罕见的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尚未结束，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的

思维甚嚣尘上，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必将经受更多严峻外部挑战。作为一个执政 70 多年的政党，中国共

产党依然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作为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也依

然面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巨大压力。机遇大于挑战，有压力更有动力。只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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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撸起袖子加油干，一代接着一代干，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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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undred Years of Exploration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ath and Its Global Ｒelevance

Hu Leming1 ＆ Ning Yang2

(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2．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

Abstract: China＇s modernization has gone through a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from learning from other countries，to independ-
ently exploring China＇s own modernization path in the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then to the new journey of comprehensiv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ization practice stem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un-
derstanding，and China has finally blazed a path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based on the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s and construction laws of modernization． The diligent exploration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ath have provided Chinese approaches and new choices for other countries，especially for other develo-
ping countries which want to speed up modernization and maintain their independence．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Chinese Approaches; Global Ｒel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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