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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历史视野看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经验

——基于习近平有关重要论述的分析

■ 孙代尧

[ 摘 要 ]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是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 40 年积累的宝贵

经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要揭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经验，需要

把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放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从世界历史视野看，中

国改革开放 40 年经验主要体现在“三个紧密结合”上：一是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紧密结合起来；二是把走自己的路与走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之路紧密结合

起来；三是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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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是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

时代。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

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

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

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要有

这样的理论自觉，更要有这样的理论自信”［1］，

因为“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

变，才能与时代同行”。改革开放 40 年积累的

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

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2］。而要揭示中国

改革开放 40 年经验，需要把改革开放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放在世界历史进程的

大背景下考察。从世界历史视野看，中国改革

开放 40 年经验主要体现在“三个紧密结合”上。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66 页。　

［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9-20 页。　

一、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

众化紧密结合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

主义，它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紧

扣中国实际、紧扣时代脉搏、紧扣人民大众的

期盼，从而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不

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续写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

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

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3］科学社会主义是一

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指出：“马克思列

宁主义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历史唯

物主义为理论基石，必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

高理想，必须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必

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必须坚持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与社会化大

生产相联系、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的基础，必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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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必须坚持改革和完

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机制，等等。”中国改

革开放的进程和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充分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遵循了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1］。

改革开放 40 年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理论、制度和文化，都有其“理论生长点”

和基本原则遵循，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

及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对社会

主义不断进行探索的基础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创新。

离开了这个“理论生长点”和基本原则的创新

和发展，都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搞

改革开放，“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

没有丢毛泽东”［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

论出发，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求真务实；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

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相统一，跑好历史“接力赛”；坚持党对

一切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坚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作为根本任务，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和分配制度，筑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

础；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

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等等。

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科

学社会主义，其根本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和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人民

立场和理论原则，传承和延续了科学社会主义

的核心主旨和内在精髓。我们说改革开放没有

丢老祖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丢科学社会

主义基本原则，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中国特

［1］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

学习体会和认识》，《求是》2008 年第 7 期。　

［2］《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69 页。　

色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

主义”等所谓主义，其根本的道理就在这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

时代内涵，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

科学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应了时代主题

变化、新技术革命兴起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

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当代新技术革命

和新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

邓小平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

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3］时代主题的变化，

要求我们对世界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研判，在世

界的整体联系中明确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实

现工作重心转移，抓住发展的机遇；要求我们

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充分肯定全面深化改革和

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要求我们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兴起带来的机遇和

挑战，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最新

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

更加强大的能力；要求我们坚持“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

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新技术革命推动

了经济全球化，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

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只有以开放的

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才能在开放中博采众长、

不断完善自己，并引领世界发展潮流；新技术

革命带动的新工业革命，加速了工业化和现代

化的浪潮向全球扩散，只有坚持新发展理念，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才能在新工业革命进程中走在前列，推

动高质量发展，建成现代化强国；新技术革命

的发展也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马

克思主义，只有充分认识、积极引领新科技革

命和工业革命进程的社会主义理论，才是现代

的、科学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时代发展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作出了有力的回应，成为与时代并进的

［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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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而落后于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只

会阻碍经济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同

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而社会主义在中国则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

断开辟发展新境界，这并非偶然。中国 40 年改

革开放提供的重要启示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1］中国的实践充

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

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

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2］。

世界面临的挑战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能

不能回答和解决 21 世纪产生的新问题？这就要

求我们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指出，“与时代同步伐，

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

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

所在。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

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

时代内涵”［3］，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

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

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

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4］。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在回答时代和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

的重大课题中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原创性

贡献，是 21 世纪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新征程中，只有遵循历史逻辑，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中国道路才能

越走越宽广，中国理论才会越来越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照抄照搬现成的理

论和别国发展模式，而是找到了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形成了“中国自己的

［1］《人民日报》2018 年 4 月 11 日。　

［2］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第 19 页。　

［3］《人民日报》2018 年 4 月 25 日。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66 页。　

模式”。邓小平说，“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

这些“框框”，不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而是僵化的苏联模式及其相应的理论和观念。

“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

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

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

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5］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

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

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6］。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共

产党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

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

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

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不可辩驳的

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

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7］。马克思主

义是科学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

魂，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

武器，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同时，要坚持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

“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

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

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

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8］。进入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推动了

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

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的认识，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

［5］《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61 页。　

［6］《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3 页。　

［7］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 页。　

［8］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求是》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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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

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

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

会主义”［1］。实践经验证明，坚持科学社会主

义基本原则，同时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的必由之路。这是 40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的宝贵经验之一。

二、把走自己的路与走人类文明共同

发展之路紧密结合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开放的世界和向世

界开放的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是在坚持科学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吸收人类优秀文明

成果并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创新。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语义中，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中国特色”，首先是指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特色，即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

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道路”，“走

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强调：“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

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

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铁一般

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

中国！”［2］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我

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

其他什么道路。”［3］我们“要有志不改、道不

变的坚定”［4］，“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

易帜的邪路”［5］。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从中国的国情

出发，同时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习近平指出，“文明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1 页。　

［2］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第 13 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289 页。　

［4］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第 24 页。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0 页。　

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

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

重要动力”［6］，“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

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7］。只有通过文明

交流互鉴，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和理论创新的空间

才能越来越开阔。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中，既有中国自己创造的，也有

从别国借鉴来的属于经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

东西。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借鉴别国

经验并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依

法治国、民主选举、保障人权等，也是对人类

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并与中国国情相

结合，体现了政治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

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8］；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

史的思想的继承，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

“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思想的批判性继

承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是对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

共同价值”［9］的弘扬，等等。

概括起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10］，用宽广视野吸收人

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把走自己的路与

走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之路紧密结合起来，提供

了可以向世界分享的中国经验。从这个角度上

讲，中国经验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解决

了中国问题，又蕴含着解决人类问题的普遍价

值，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58 页。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59 页。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69 页。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522 页。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3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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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

结合起来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中国走向

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1］，也是中国发

展和世界发展双向互动的过程。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中国始终把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

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时也“始终把为人

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为

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2］。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中国的

问题，也等于五分之一的世界问题。”［3］占世

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摆脱贫困，本身就是对

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中国实现现代化，不仅

能够使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事业兴旺起来，也

使我们能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全人类作

出更大的贡献。［4］习近平说：“解决好民族性

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

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

题提供思路和办法。”［5］中国开展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

方化”的神话，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贡献了经济

发展、国家治理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

国方案，提供了发展模式的新选择。习近平指出：

“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

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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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

践，使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

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

［1］《人民日报》2016 年 9 月 4 日。　

［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6 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04 年版，第 1240 页。　

［4］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47 页。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340 页。　

［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

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 页。　

会主义伟大旗帜，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拓展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

需要中国。”［7］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发展

起来，也不断释放出自身发展的红利，努力实

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习近平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道路，是一条在开放

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

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中国是经

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经济快

速增长，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了持续强

大的推动。中国同一大批国家的联动发展，使

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中国减贫事业的巨大

成就，使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包容。中国改革开

放持续推进，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

要动力。”［8］

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塑中，中国对人类

社会作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中国在世界的角

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参与者，到今天变为全

面融入、贡献和引领者。

就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变化来看，改革

开放 40 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融入

全球体系，做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坚定推动

者、引领者，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

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

更多公共产品。”［9］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让

各国在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顺风车”“便

车”中实现共同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的倡

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开创了

国家间合作发展新模式，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动能。此外，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累计

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 2 万亿美元，对外投资

总额达到 1.9 万亿美元，我国多年来对世界经济

增长贡献率超过 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

［7］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第 30 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484 页。　

［9］《人民日报》2016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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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稳定器和动力源。［1］

就中国与世界政治关系的变化来看，中国

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力量构成，而且

开拓了国际关系的思想维度。中国恪守维护世

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

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破除“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中国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自己定位为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

设。中国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同构建人

［1］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第 11 页。　

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

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携手建设持久

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

美丽的世界。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为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为国际社会应对诸多全

球性问题，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

步，为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贡献了立意高远、

极具智慧的中国方案。

（本文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工程资助项目“中国经验”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孙代尧，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教授，北京 100871 ﹞

（责任编辑：程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