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根中国国情
顺应世界大势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
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一个具有
5000年中华文明历史、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东
方大国历经艰辛磨难，浴火重生，实现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
长足提升；70年来，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70年弹
指一挥间，70年沧桑巨变。追根溯源就是一句话，

我们走出了符合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第一，植根中国国情实际，坚定不移走社会
主义发展道路。

道路问题，是决定国家发展的根本性方向性
问题。 改革开放前 30年中国建立较为完整的工
业体系，为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大规模深化拓展
奠定了基础。但是，传统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
体制，难以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配置效率不
高的问题。前 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
没有缩小，还在拉大。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极大地激发了全体人民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创造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的中国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始终立足中国国情、

根据中国实际， 着力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
断增进人民福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

第二，顺应时代进步潮流，坚定不移走和平
发展道路。

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正处在加快现代化强
国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坚决维护与着力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更为重要。

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受益者， 也是维护者和
贡献者。 面对大发展、 大调整、 大变革的世界，

中国将坚定不移促进世界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

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 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朝着更加开放包容、 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

不断为世界和平发展、 增进人类福祉作出应有
的更大贡献。

第三，顺应世界大势大局，坚定不移走开放
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总体上是一个经济自
给自足为主的落后农业大国，实现从落后农业大
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历史性转变是紧迫而艰巨
的重大任务。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向各个
国家和地区开放， 用开放倒逼自身改革。40多年
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不仅解决了外
汇短缺、资本短缺问题，解决了低收入国家内需
不足的问题，吸纳了极其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充分
就业，而且学会了运用世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
经验、国际通行规则和惯例。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获益者，也是
贡献者。中国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
外开放格局，将对标世界最好水平、国际最高标
准，坚定不移地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持续提
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全面
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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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融合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等文明元素。新
中国成立 70年来， 中国最成
功的探索、 最伟大的成就，就
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一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

与之相联系，创立了不同于苏
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构建了富有中国实际的
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具有中
华民族核心价值要素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这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有三
大文明元素： 一是社会主义，

二是现代化，三是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 这是由中国革
命、 建设和改革独特的历史、

独特的实践造就的。因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
的，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
史进程中形成的，是在中国共
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实际相结合、探索社会主义新
路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
大特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而非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具有丰富的内涵，从
其承担的现代化使命与世界
的关系来看，实际上是一条非
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毫无疑
问，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认真学
习和借鉴了世界上包括西方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

但学习、借鉴的目的不是
要搞资本主义，而是要为我所

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也从来没有隐
瞒过这一点。国际社会近几年有一种舆论，说中
国的成功不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这种说法不仅把
资产阶级等同于社会主义阶级，而且混淆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中国搞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鉴了西方
各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
规律的形式，但有着中国自己的鲜明特点。其中，

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驾驭宏观经
济的发展。

中国创造性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
非西方化道路， 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
且经受了一系列严峻的斗争和考验，现在正在接
受新斗争和考验。这些斗争和考验同样体现了这
一现代化道路对于今天和明天发展的意义。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受关注的国家之一，

其中一个关注点就是现代化战略会不会在美国
的打压下受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济
遥遥领先，只有苏联、日本曾经接近过。对于盟友
日本，美国通过各种手段致其屈服。现在，中国的
GDP总量达到了美国的 63%。但中国既不是苏联
也不是日本，完全有信心和能力在各种打压下实
施已经确定的战略化目标。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 李君如

中国减贫经验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在过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们必须要了解中国过去 70年的历史。 要
了解取得这些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是怎么
样发展起来的。 深究这背后的原因和理由，

对于全球包括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提出， 中国的发
展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
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
选择，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有很多
国家看到了在短时间内脱贫致富的可能，

从而也纷纷开始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 中
国的发展非常有特色， 可以成为很多国家

借鉴的榜样， 这些国家也可以考虑如何更
好地借鉴中国经验， 为自己国家的发展作
出更多的参考。

过去 40多年里，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 从邓小平开始， 中国产生
了巨大的、 飞速的发展。 邓小平 “南方谈
话” 非常重要， 他说到我们必须要开放，

要改革，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而且从这
个事实中寻求真理， 开放人们的思维， 等
等。 他提出， 要从古代的伟人思想中进
行学习， 也要向世界各国敞开国门， 学
习国外的先进经验。 可以看到， 邓小平
“南方谈话” 之后的中国启动了重大的发展
引擎， 人均 GDP从 2000美元增长到 1万 8

千美元。

中国之所以取得这样良好的发展成果，

有以下几个原因。 直接的改革实践是一个
重要原因。 中央政府放权到地方政府也很
重要， 还有不断学习以及启动发展引擎的
作用等。 中国之前所进行的是商品经济，

并不是市场经济， 但后来慢慢意识到， 发
展市场经济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宏观经济
管理来说， 从 1993 年开始转型。 在国有
企业改革开始之后， 改革力度大大加深。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经济增长
率快速提升。

在这样快速增长的过程中， 中国人民
的贫困现象基本消失。 改革开放之初， 中
国还有 85%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下。 但明
年， 绝对贫困， 也就是每天收入在 1.95美
元之下的情况将会在中国被根除。 我认为
中国的继续发展对本国和世界都很重要。

中国将会继续向其他国家学习， 世界也可
以开始更多地学习中国。 引用朱熹的话
说， 就是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
水来。”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 世界银行中国、 蒙古和韩国局前局长）

中国与美国：四十年风云变幻

我最早到访中国是 1971年随尼
克松总统访华， 之后便与亨利·基辛
格博士合作共事， 于 1973年设立了
美国早期在北京的联络处。 因此，我
亲眼见证了中美关系数十年来的发
展轨迹。

过去 25年来， 我的大部分工作
都集中于促进人员往来，以便为中美
两国的友好交往奠定坚实基础。 这些
年来，那些曾经毫不起眼、甚至微不
足道的人员交流已经变得举足轻重，

获得了重大战略意义。 贸易、 投资、

旅游、体育、文化、科学、教育已成为
中美两国政府高级战略磋商的常设
议题。

不过，尽管政府设定了合作基调
和法律框架，但这些关系却大多由非
政府个人或私有机构在进行日常管
理。 此类非官方关系如今构成了中美
交往的主流部分，并已形成其自我运
转的动力。

起初，中美两国交流时，就像在
摇动一部简单的单线战地电话进行
沟通，一端是基辛格博士，另一端是
周恩来总理。 现在，我们之间的联系
更像是通过一条巨大的光缆在进行，

数百万条信息同时双向传输，而其中
大部分都是两国政府看不见或不介
入的。

我常常被问及，在已经改变和重
塑世界近 50年后， 中美关系是否可
以经受住压力？ 我坚信是可以的。 冲
突是否可以避免？ 我相信也是可以

的。 中国太大，无法加以遏制；中美两国
关系太过复杂，无法加以瓦解。 我们打
交道已经数十年，既彼此竞争，也相互
合作， 同时一起处理出现的严重危机。

我本人以及众多的美国学者和专家共
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警告不要把中国
当成对手。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
行， 重点应放在务实的解决方案上，而
不是意识形态的声明上。

文化交流是目前两国最有发展潜
力的领域。 在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正遭
遇紧张和分歧之际，长期伙伴之间的文
化合作可表明，中美关系仍令人欣慰地
在延续着。

1973年美国在北京建立了联络处，

这其实就是中美两国正式关系开始的
信号。 这个联络处提供了中美关系互访
机制，中美双方之间开始加深更加多的
了解。 这么多年来，中美两国的交往体
量非常大，联系也非常繁忙。 1973年的
时候我在联络处做政治处主任，我自己
亲眼目击了当时的发展，亲眼见证了中
美关系的发展轨迹。 而文化交流是中美
两国外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年中国邀请美国水平不高的乒
乓球队访华， 这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
的前奏。 从此之后，两国开始了持久和
密切的交往，一直延续到今天。2012年，

观看姚明在休斯顿火箭队首秀的中国
观众达 3 亿人， 跟美国的全部人口一
样多。

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正处于战略性
不信任状态，但是由于中美文化机构已
经合作多年， 所以仍有较大回转余地。

中美的关系如同一座冰山，虽然在海面
上能够看见战略性不信任的锯齿状的
边缘，但是在海平面以下却存在着由战
术性信任维持的庞大的非官方关系，它
们能够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 数十年
来，中美一直在彼此竞争和合作，我相
信中美未来将延续相互依存的关系，并
且最后总是令人愉快的。

（作者为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

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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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藏学：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

《道藏》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
库，比《四库全书》更重要。它可以代
表中国文化。中国之所以能避免像西
方、特别是欧洲那样在宗教方面发生
战争，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
道，特别是中国的道藏，这是很多中
国人没有意识到的。但道藏并不是民
间信仰， 而是历朝统治者主张的、重
要的精神代表。

“道藏”这两个字，第一次出现在
东汉时代洛阳宫廷的藏书机构里。这
个地方是所有知识和思想的汇集地，

是古代中国的珍藏。

从南北朝一直到明朝御制的道
藏经 ， 最后一套就是明朝时期的
《正统道藏》。 1926 年上海涵芬楼印
出了 350套 《道藏》， 这之后， 日本
和法国道藏学的科学方面的研究开
始进行。 随后中国学者也从科学方
面来研究这套重要的材料。 近几十
年里， 将 《道藏》 作为中国重要的
文化遗产， 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也
是人文科学的胜利。

首先， 对于研究宗教的人士来
说，研究《道藏》非常重要。 大部分的
西方宗教经典都是按照自己的历史
脉络记载、阐发和演绎的，但是中国
的文化常新、视野开阔。 《道藏》将印

度佛教的思想和中国的思想合起来，符
合新的时代、新的成就和新的哲学。

其次， 研究 《道藏》 重要的是道
教的分类方法。 道藏分为 “三洞”， 即

洞真、 洞玄和洞神， 是中国思想的一
大特色。 洞真是致力于自我修养和个人
精神完善；洞玄，包含了道教群体科仪
法事；洞神，是民间的宗教，但皇帝和礼
部对它也有合法性要求，这也是中国宗
教的特色。 这三个部分：自我修养、集体
活动以及个人到庙里拜菩萨，体现了中
国宗教的多元化。

最后， 近几十年来的学术中， 有
几个人贡献很大。 一个是陈垣， 陈垣
说我们的文化有危机， 有了这种危机
意识， 中华文化就能够可持续发展。

另一个是陈国符， 他编制了一本很有
学术性的道藏经书。 最后是任继愈，

他和年轻的学者一起研究道藏。

需要强调的是，道藏之外从未出版
的很多著作一般鲜为人知，尚需进行大
量研究。不过，也应当指出的是，一百年
前，道藏研究尚且乏人问津甚至几乎还
不存在， 如今它已成为一个持续拓展、

前途无量的领域。

在这一方面，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
伟大的例证，显示中华文化在其生生不
息的历史发展中， 总是在与时俱进。绵
延不断、持续更新，这是我们能够保持
信心和希望的理由所在，从而不仅对中
华文化， 而且对全世界的文明怀有信
心、抱有希望。

（作者为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第
五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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