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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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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之路，是基于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理想社会的自我认识而作出的自觉选择。

新中国的头30年，中国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又以和平的

方式成功发展。这就破除了现代化道路“西方中心主义”的教条，为多元现代化贡献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也破解了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历

史性难题，即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向现代化的跨越。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从1949

年到今天，人民共和国从积贫积弱的穷国迈向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其关键性的路径就是

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与西方现代化通

过军事扩张与商业贸易相互联手，以实现对世

界资源赤裸裸的掠夺和垄断不同，新中国是通

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合乎国情的方式，

从另外的起点和路径，同样取得了令世界瞩目

的现代化发展成就，从而为中国的强国富民之

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

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

一、“一穷二白”的现代化起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现代化才开始

正式起步，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在此之

前，东西方列强对中国独立国家地位的侵犯，

以及由此带来的外力冲击，虽然客观上促使中

国为应对生存挑战而出现了某些具体方面的现

代化运动，但这些现代化努力屡屡因突如其来

的战乱、干扰和破坏而受挫。这是中国共产党

最终赢得胜利并获取全国政权的历史大背景。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

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任

务，并指出要“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

系问题”。[1]从1949年到1952年，中国共产党以

强有力的手段，先后成功地解决了稳定市场物

价、统一全国金融、遏制通货膨胀、调整工商

业结构及完成土地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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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地稳定了一百年来始终处于动荡状态的中国

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动员能力极强的现

代国家体制。

面对整个国家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而贫穷

落后的国情，特别是新中国喘息未定而不得不

投入抗美援朝战争所唤起的痛苦记忆，中国共

产党不能不强烈地意识到加快工业化建设的紧

迫性和必要性。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

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

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

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

不能造。”[2]这怎能不令人着急？同年9月，周

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第一次鲜明地

提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工业国家”[3]的目标。然而，工业化

需要巨额资金，新中国既不能靠殖民掠夺积累

巨额资金，又因资本主义大国的封锁和威胁，

很难通过外贸、利用国际分工，获取李嘉图所

说的“比较经济利益”。因此，要加快工业化

建设，在国外，只能寻求苏联的援助，而苏联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使其在20世纪

50年代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这样一

个现实的榜样，让“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

天”成为流行一时的口号。在国内，因资源高

度不足，也只能采取国家集中调配和调拨资源

的办法，把有限的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到优先

发展的重工业。就解决事物轻重缓急的步骤来

说，穷国的当务之急是脱贫致富，而弱国的当

务之急则是脱弱致强。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

积贫积弱的国家，所以，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

业化道路是大国的致强之路，这样的选择并没

有错。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

农业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海外开拓所形

成的资本积累，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

条件下，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如果不

经过相当惨烈的积累过程，是断然难以成功

的。事实也是如此，在党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

下，新中国通过强力改造和改变中国传统的小

农经济，迅速积累起了工业化资金。

1952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新中国

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41%，

手工业总产值增长了83%，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25%。[4]如此惊人的工业现代化发展速度当然不

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依靠高积累。高积累之所

以能够完成，是因为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从

上面的统计数字中，也不难发现工农业发展拉

开了差距，这一差距经过“大跃进”、人民公

社和大炼钢铁的高潮后进一步拉大。随着国家

经济建设方面的困难频频出现，1962年1月，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劝告党内同志：

“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

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我

看是不行的。”[5]1963年1月，周恩来第一次

提出了概念比较完整的现代化，他说：“我们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

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

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

化。”[6]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还明确提出了分两步

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

划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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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7]这

样一个比较理智和理性的现代化建设方案，虽

因一年多后的红色革命风暴而被置之脑后，但

就其目标来说，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80

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619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1949年的466亿元增长了15.1倍，

年均增长9.4%，揆诸世界现代化历程，这样的

成就相当出色。[8]新中国最重要的成就当属军

事国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

并不拥有先进武器，却能够获得最后胜利，说

明中国只要确立起大一统国家和中央集中统一

的领导，就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强国抗衡。新中

国在军事工业上的发展速度也远超世界所有国

家，随着“两弹一星”等尖端军事技术的掌握

和运用，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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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在国家实力迅速增强的同时，

此时的民力也到了穷尽的地步。1979年中国工

业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4892亿元，比1949年

的120亿元增长了40多倍；1979年工业总产值

达到4681亿元，比1949年的142亿元增长了将

近33倍。但同时期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却只有

3%—4%。从国家“一五”计划到上世纪70年代

末的30年间，国家几乎把投资重点完全注入重

工业，重工业占工业总投资89%，轻工业仅占

11%，农业投资不及工业投资的20%，从而造成

了农村经济的萎缩及生活日用品供给的严重不

足。[9]所以，国家强大与人民的实际生活之间

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后

发现代化国家，要迅速增强国家实力，不能不

依靠全体人民的巨大牺牲。新中国前30年，中

国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建构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工农业和科学

技术的进步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而通过一场相

当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实现了私有财产权

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的集体化，这一庞大

的集体资产成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

资本。如果把现代化作为漫长的历史流程，可

以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虽有不少

失误，但它以与众不同的方式为中国现代化建

设铺垫了坚实的基础。没有毛泽东那一代中国

人的无私奉献,很难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局

面。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对毛泽东以及毛泽

东时代的许多严厉以至于过火的政策和措施能

予以善意的理解。

二、开辟现代化的新路径

新中国虽然赢得了独立开展现代化的权力，

但如果历史停留在1976年不再转动，中国就算

拥有强大的国力也难以维持下去。1978年，中

国与美国、日本、德国等现代化国家在GDP的

差距分别是16.2、6.9、4.2倍。如果按照人均

GDP计算，这个差距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分别

是76、66、82倍。[10]保持经济活力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之本。

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刚刚复出的

邓小平重申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宗旨，并特别强调：“不搞现代化，科学技

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

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

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

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

靠的保障。”[11]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2]由此，

中国现代化征程开始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

平正芳会谈时，首次把“四个现代化”具体

化为“小康之家”，并称之为“中国式的现代

化”。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在沿用“四

个现代化”即侧重于物质文明层面的同时，提

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

会主义国家”，将邓小平提出的“小康”设想

进一步具体化，即“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

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

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

总产值翻两番。实现了这个目标，……人民的

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13]在邓

小平的设想中，小康社会这一“中国式的现代

化”，只是中国由温饱型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

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本着实事求是的态

度，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

时又构想了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这

一构想随后被写进中共十三大报告之中。这就

是：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

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

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

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

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十三大报告提出了“为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目标。[14]这样，现代化

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方

面的目标。在邓小平绘制的现代化蓝图上，中

国人民一波三折地跋涉，至1992年中共十四大

正式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

标，从而开辟了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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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至2000年，“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

二步目标胜利实现。从1978年到2000年，GDP从

3645.2亿元增长到99214.6亿元，GDP年均实际

增速为9.7%，人均GDP从222美元提高到949美

元。[15]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

历史性跨越。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设计的“三步

走”战略，对第三步只作了一个大致的构想，

在即将走完前两步目标的时候，需要把第三步

目标和步骤进一步具体化。为此，1997年9月，

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21世纪我们的目标是，

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

番，人民小康生活更加宽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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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经过艰苦努力，2001年11月10日，中

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这不仅拓展了

中国的发展空间，并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目标高度契合，也给世界经济带来

了发展机遇。

沿着“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2002年11

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在重申“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基础上，首次把“社会更加和谐”

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提出要把

一个“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

小康”社会转变为一个“全面的”小康社会，

从而第一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

标，即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

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目标包括：在

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2020年国内生

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

竞争力明显增强，以及政治、文化全面发展

等。[17]2007年11月，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将

“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

要求，把GDP指标修改为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增加了“人均”两个

字，并对实现这一目标增加了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等

更高要求。同时，对现代化的内涵又进行了拓

展，加上了“和谐”两个字，提出“建设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8]现代化

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至2010年，

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成为全球增长的引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

大报告正式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其GDP指标修改为：到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并增加了“发展平衡性、协

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要求；在重申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同时，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进一步

拓展为“五位一体”，增加了“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促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19]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从党的

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期。按照十九大的战略安排，2020

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战略重点是打好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三

大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将转到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按照十九大的战略谋

划，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较之过去

提出的奋斗目标提前了15年，即2035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原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

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调整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被纳入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原来的“国家”改成了

“强国”，其内涵包括五大文明全面提升、实

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综合国力

和国际影响力领先、基本实现共同富裕。[20]这

就进一步提升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要

求，也使现代化建设目标与“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有了更好的对接。可见，现代化的阶段目

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前进中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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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现代化的程度和要求也是与时俱进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双重超越

何谓现代化？其实并没有准确的定义。人们

通常所说的现代化，是指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

发展阶段，这种发展阶段之所以得到肯定，也

是通过西方社会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与传统国家

的社会发展水平相比较而产生的概念。由于世

界现代化运动都起源于商业资本主义，而资本

主义又最早产生于西方并在西方国家获得了全

面开展，后来者之现代化基本上是参照或效法

西方进行。所以，长期以来，“现代化就是西

方化”“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似乎是得

到证实的统一评判标准。但是，随着现代化的

进一步开展，它现在的表现早已摆脱了资本主

义的狭隘局限，日益成为一个意义更加广泛、

涵盖范围更加博大的新定义，其性质和意义都

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见，现代化是一个多

方面的变化过程，不同时期现代化的内容全

然不同，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也有自身的规

律。一些西方国家力图把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当

作“普遍性知识”加以渲染和推广，既不符合

千差万别的历史现实，也有悖于世界历史发展

的大势。

中国现代化之路，是基于中国对自身发展道

路和理想社会的自我认识而作出的自觉选择。

1982年9月，邓小平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

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

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

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

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

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

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

论。”[21]正是秉承务实和创新的方法论，中国

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路。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征程

中，中国既自觉地以后进者的姿态吸收和学习

“异域知识”，但又从未因此而盲信西方基于

自身实践所建构起来的那一套“现成答案”，

也不企图获得一种西方“历史公式”的裁量

权，而是通过始终如一又令世人震撼的战略清

醒，将共同富裕作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追求，

将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战略

抉择。经过70年的跌宕起伏，新中国的头30

年，中国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为后

来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的40

年，中国GDP突破90万亿元，占世界GDP的比重

从1978年的1.8%升至2018年的16.1%，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位居全球第一，

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水

平。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实验中，中国用

如此短的时间、在超十亿级人口的大国，以和

平的方式成功发展，破除了现代化道路“西方

中心主义”的教条，超越了西方国家“强权独

占”的发展逻辑，避免了因个人利益至上所造

成的社会利益分立，以及由此导致的阶级阶层

的利益对抗，为多元现代化贡献了中国经验。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也破解了

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难题，即在经济

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实

现向现代化的跨越。社会主义理想反映了人类

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其最终指向是实现人的

自由而全面发展。但是，社会主义在东方国家

成为现实实践，也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

想。因此，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

然”和“两个决不会”的辩证统一关系，把美

好的理想与活生生的现实统一起来，就不仅是

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难题。纵观社会

主义的百年实践，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

义虽然创造了工业化的历史辉煌，但也制造了

短缺、饥荒等一系列问题，最终未能逃脱失败

的命运。新中国的前30年，由于始终没有摆脱

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苏联社会主义教条的

羁绊，国家现代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改革开

放以后，人民共和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勇于探

索变革，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选择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

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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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不

仅印证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

律的辩证关系，也使社会主义百年实践获得了

新的生命力，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

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就是建立在这样成功和独特

的现实基础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中国必将沿着“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迎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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