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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意蕴
刘 学 韩广召

深
入
理
解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本
质
要
求

吴
淑
丽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
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这一重大论断明确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具体标
尺，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具有举旗定向的深远意
义。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
方面来理解。

一、方向维度：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
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
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
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用
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
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实现了从
“现代化后发国”到“世界现代化
增长极”的转变，创造了经济快速
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在世界大变局中，我国要实现的
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艰巨
性和复杂性都前所未有。只有坚
持党的领导，才能使我国现代化
建设无惧风雨，始终拥有最可靠
的主心骨。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确
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方
向前进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
找寻到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唯一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
发展，焕发出科学社会主义在21
世纪的新活力。历史告诉我们，
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持
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只有旗不变、道
不改，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二、主体维度：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谁为主体，是衡量各国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尺度。实践
证明，只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
的，现代化之路才能走得对、走得通，走得稳、走得好。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发展不是单向度
的。中国式现代化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本质要求，这是
对西方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超越。以资本为中心、以利
益为尺度的发展模式，使一些国家物质富足而精神贫乏。
我国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
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因此要坚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
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由谁当家作主，反映着不同政权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
党真正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从人大“开门立法”到政府“开门问
策”、从“小院议事厅”到“屋场恳谈会”，我们党不断完善民主
制度、拓宽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
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统一，让人
民真切体会到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由谁享用现代化成果，体现着不同国家现代化的本质区
别。不同于西方为少数人谋利益、致使两极分化的现代化，中国
式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新征程上，我
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做好，也要将“蛋糕”切好分好，主动自觉
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着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持
续增进民生福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发展维度：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影响现代化水平的关键
因素。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本质要求。党中央
系统谋划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
是对西方线性发展观的超越。新征程上，为实现高质量发展，
需要深入推进改革创新，系统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促进有效市场与有
为政府有机结合，不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充分性、协调性。

能否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现代化面临的重
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既
是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力争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实际行动为建设
清洁美丽世界贡献力量。

四、世界维度：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自身发展贡献世界

如何处理本国与他国的关系，彰显着不同现代化模式的
胸怀与格局。中国式现代化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
质要求，是和平发展而不是国强必霸的现代化、是合作共赢而
不是零和博弈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血
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
不搞扩张，始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坚定做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式现代化既发展自身也造福世界，将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作为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和全国人民长期实践探
索的成果，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
机结合，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
窠臼，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课题，改变了“东
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路径。
（作者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
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成功推
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回首新中国成立73年来历史，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在这一进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

新中国成立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始
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探索。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
后，明确提出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但当时是要建
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利用各种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等基本
具备了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生产力后，再采取和平
方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入社会主
义社会。

1953年中国开始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党中央提
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总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苏联
创造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参照苏联的经验，设想用大
约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点时间，在大力推进和实现工业
化的同时，生产关系也相应地、逐步地以和平方式向公有制
和计划经济转变。但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却在
1956年底就提前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没有
发生苏联当年出现的生产力遭到破坏的情况，反而保障了
“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建
立起能够保障国家安全的现代国防工业和相对独立完整的
国民经济体系，以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教训，这些都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
了宝贵经验和物质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
时期，一开始是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弊病的纠正。这种
纠正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
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四
是整个世界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趋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对
社会主义和国际形势的重新认识。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
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
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中国开启大刀阔
斧的改革，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改革开
放的探索中，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逐渐成熟。中
国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
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这是一个动态
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一成不变的模式，
中国由此跳出了思想和理论教条，实事求是地选择适合中
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经
济总量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已经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
到2010年的第2位，占世界经济的总量也由1978年的1.8%
上升到2012年的12%左右。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多、人均
资源匮乏、环境压力大、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一些发
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集中凸显出来，其中
发展方式粗放，生态环境恶化，居民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
距过大三个问题最为突出。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仅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且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深刻改
革，续写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奇迹，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日益成熟、特征
日渐显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非常丰富。从横向来看，它是各
领域全面进步的小康；从纵向来看，它意味着中国要具备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能力，能够在全面小康的基础上乘势
而起，加快奔向现代化。这是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中国不能只满足于经济的
增长，而要转变发展方式，在领域转型升级，打造面向现代
化、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内核。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确立了“五位一体”的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不断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离不开改革。因此，中国在新时代全
面深化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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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目标。和以往摸着石
头过河不同，新时代的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转向系统
集成、全面深化。现代化治理体系，必须紧紧依靠法治，法治
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因此，中国在新时
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对科学立法、公正执
法、严格司法、全民守法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坚持依法治
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
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现代化道路有了更坚实的
法治保障。中国要实现艰巨繁重的现代化任务，离不开各地
区、各部门、各单位、各团体密切配合，通力合作，这就需要中
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共产党健全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领导人大、政
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
单位、基层群众性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
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增
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根本扭转
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取得并巩固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
利，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

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抓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事业全面推进。在经济领域，中国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提
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施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
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
险攻坚战，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政治领
域，中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
建立和完善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巩固和发展了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
治局面。在文化领域，中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
引领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党全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显著增

强。在社会领域，中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
贫困，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平安中国、健康
中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发展了人民安居乐
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在生态领域，中国树立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保
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制度，着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在外交领域，中国面对加速演进的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

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正向着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经过7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将基
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至2035年，将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新的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也正在破解目
前世界面临的重大难题。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
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很多
方面引领着人类进步方向和潮流。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验

回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实事求是是贯穿始终的基本特征。从这一特征出发
总结历史，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经验：

第一，中国的现代化，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
导。人民的意志主要通过执政党来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坚持党的领导，一
方面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
是领导一切”，不留治理死角；另一方面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
领导，坚持“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不各行其是。只有这样，才
能形成推动现代化的合力，也才能抵御各种风险挑战。坚持
党的领导，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永葆生机活力。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的现
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其本质归根结底是让最广大人民掌
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国家的主人，决定国家的发展道路，这就要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是着眼于最广大人
民长远的根本利益。这就需要增强决策的前瞻性、全局性和科
学性，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全过程人民民主，让国家的决策及
其执行都能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中国的现代化任重道远，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与
时俱进。在制度建设和发展战略谋划上，既要行稳致远、统筹
兼顾，又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一是要立足基本国情，在统
筹“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
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发展来推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
领域建设。二是要把握好地域上和群体上的先后，允许一部
分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合法劳动先富
起来，进而实施均衡发展战略，推动共同富裕，协调好平衡与
不平衡的辩证关系。

第四，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推进的过程，要始
终保持斗争精神和勇于创新。新的事物不断涌现、新的问题层
出不穷，许多东西还没有成熟就过时了，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的那样：改革没有完成时、创新是第一动力。国际、国内形
势不断变化，历史任务不断更新，要及时研判形势，辨明历史方
位，争取历史主动，通过理论、制度、实践等各个方面的不断创
新，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

员，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华思想研究院学术委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

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要论断，内涵丰

富、思想深刻，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需要我们深入学习

领悟。本版今约请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以飨读者。

全面学习深入领悟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宣
告：“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我
们要深刻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深刻意蕴，增强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
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深刻阐明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情意蕴

大国之大，在于人口规模之大。超大型国家如何实现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一个世纪性难题。作为世
界第一人口大国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所独有的人口规模巨大这个基本国情，既是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优势和红利，更是检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质量和成色的严峻考验和巨大挑战。中国式现代化
是“14亿级”超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再小的问题乘以“14
亿级”都会变得很大，这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
的，也是最伟大的”。我们要坚持从人口规模巨大这个基
本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用好人才这个第一
资源，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14亿多人口的现
代化，这意味着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都将进入现代化行
列，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将为之改变。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深刻

阐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意蕴

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是中国式
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所在。共同富裕是中国共
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体
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本质要求。从我们的责任就是“坚定不移走共同
富裕的道路”到“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新时代10
年，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统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打赢了人类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丽史诗，创造了人类发展
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奇迹。新征程上，我们党将团结带领人
民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
人民生活品质，全体中华儿女必将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幸福和荣光。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深刻阐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意蕴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
求。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要“富口袋”、实现家家“仓廪实
衣食足”，也要“富脑袋”、实现人人“知礼节明荣辱”。正
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
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
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
活。”经济建设高潮之后，必然会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
潮。我们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当高楼
大厦像雨后春笋般矗立在中华大地之时，中华民族精神
的丰碑也应高耸于天地之间。推动“两个文明”相互促
进、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定能顺利向前推
进。新征程上，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文化强国，
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
础、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深刻

阐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态意蕴

大自然是万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文

明发展的总趋势。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
对自然界的胜利。以往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虽然创造了前所未有
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生态文明
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关系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站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高度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新征程
上，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
价，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和“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而是要坚
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创造更
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进程中，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中国。

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深刻阐明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和平意蕴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关乎人类
社会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过往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所走
过的现代化道路，往往伴随着战争、殖民和掠夺，是以本国为
“刀俎”、以他国为“鱼肉”并予取予求的现代化。中国始终是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从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到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再到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之所以选择
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源于对
中华文明底层基因的深刻领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深刻认知，对人类世界和平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一穷二
白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中国靠的不是对外军事
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和维护和平。新征程上，中国
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在坚
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
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作者均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

心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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