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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实的中国个人：自释义

“现实的中国个人”主要关涉到现实，现实的人及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中国人及中国个人等几个方

面问题。何谓“现实”？现实是相对于历史或过去、未来或将来，现实还相对于抽象，相对于理想等

等。现实是个多义词。从字面上看，就是可见的存在物、现在、实在、实情、实景、实务、实物、事实、事

物、真实、实践、实际等等。所谓现实，我们认为主要有三种时态，即：历史的现实，现在的现实和未来

的现实。历史的现实是现在的现实的基础和前提；现在的现实是从历史的现实发展而来，是历史的现

实的结果，是未来现实的起点；未来的现实是在现在的现实基础上的发展与升华。现在的现实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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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它是历史的现实通向未来现实的中介与桥梁。历史关照现实，现实指向未来。现实在历史与未来

之间只是一个时间点。现实是无条件的，人们可以创造条件改变现实，实质上是在铸造未来。

“现实的人”及“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人，一般是指活在当下的人，是相对于抽象的人、历史的人、

未来的或理想（浪漫）的人而言的。同理，现实的个人是指活在当下的个人，有别于历史的个人，未来

的或理想的个人，甚至也有别于抽象的个人。问题在于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是什么关系呢？我们

认为“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内是相对一致的。但是，也不能不加任何

区别的混用。现实的人，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的个人。因为从字面上看，“现实的个人”是“现实的人”

在个体层面上的表述。“现实的人”，可指两个或多个以上的“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如果从数量

上看，并不等同于“现实的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人”相对于“现实的个人”具有某种抽

象性，而“现实的个人”相对于“现实的人”则更带有具体性、现实性、指向性[1]。

“现实的中国人”及“现实的中国个人”。在学理或抽象辨析意义上，“现实的中国人”与“现实的中

国个人”的关系如同“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之关系。从引申意义上讲，“现实的中国人”与“现实

的中国个人”关涉到现实的华人、国人、国民、公民、人民等等。中国人是一个多义概念，可从地理、人

种、国籍等方面界定。一般是由政府从国籍意义上界定中国人。“现实的中国人”及“现实的中国个人”

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具有现实差异性的概念。根据2011年国务院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境内居住的自然人总人口：1332810869。2011年人

口普查主要数据包括人口总量、家庭户规模、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地区分布以及人口流动等[2]

（我们对中国总人口、中国人、中国个人，这些问题不做具体的比较分析）。我们从政治、政治学视角审

视这些可靠的数据，主要涉及人口政治、家庭政治、性别（如妇女）政治、年龄（如老、中、青）政治、民族

政治、教育政治、区域政治、农村政治、农民政治、城市政治、工人政治、农民工政治及人口流动政治等

等。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应当处理好中国人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处理好“现

实的人”与“现实的中国人”、“现实的个人”与“现实的中国个人”的关系。如何看待现实的中国个人

呢？现实的中国个人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具体的中国个人。他们

都应当以一定的社会角色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这样的中国个人合乎逻辑的就应当

是指包括最广大的民众、群众、人民、干部、官员等等在内的所有现实的中国个人。

二、现实的中国个人：应当成为我国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是在 1982年提出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论与实践就从那时开始。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分为广

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指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

为党的历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的“主题词”。最初20世纪80年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

来20世纪90年代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1世纪以来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2年 9月 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首先指出：“把马克思主

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

[1]朱亦一：《“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的关系辨析》，〔哈尔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年第6期。

[2]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 1 号）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1104/
t20110428_303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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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这里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强调了四个问题:
第一，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对普遍真

理，对我国的具体实际以及如何结合的理解与把握等问题。第二，强调走自己的道路，这是做到第

一点的必然要求与结果。从走西方人的路到走俄国人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这是自 1840 年以来中

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轨迹。第三，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含义包括: 建设和社

会主义。其中,“建设”是相对于中国“革命”而言的，“社会主义”则关系到建设的性质、方向问题，是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更不是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第四，强调

这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的结论会给人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主要在于：只有社

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四个问题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1]。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初始经典要义。

从中共十三大到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标题中，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字样。十三大政治报告的

题目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十四大政治报告题目是“加快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十五大政

治报告题目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1997年 9月 12日）、十六大政治报告题目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

面”（2002年11月8日）、十七大政治报告题目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十八大政治报告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2]。

走自己的路，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体包括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的发展道路。其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在官方话语中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2006年 7月，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首次正式提

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其基本内涵：

“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3]2012年，

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16年 7
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明确表示：“我们要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4]

关于我国政治发展逻辑起点问题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亦呈现异彩纷呈的状态。经过梳理，我们以

为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观点：关于现实的人是政治学术体系的逻辑起点（王沪宁）；关于人民民生、民

权、民主是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刘尚希、关海庭、肖金明等）；关于党内民主是政治发展的逻辑起

点（胡伟、周淑珍、魏礼群、奚洁人、丁晓强等）；关于农村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李明等）；关

[1]乔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再定位及前瞻性审思》，《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2]习近平：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7/27/c_
1121391548.htm。

[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求是》2007年第

21期。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党建》2016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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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情、社情、世情是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闾小波、张明军、姚尚建、肖滨、唐皇风、程竹汝、程道平、任

平等）。以上我们所列举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虽然它们当中不少的研究成果是以“逻辑起

点”问题提出的。但是我们应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在作者内心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

质的规定性前提下，我们对“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

这两种表述不做严格的区别；第二，逻辑起点与研究起点、历史起点从学理上讲是有所区别的。逻辑

起点是研究对象的最本质规定，是研究对象的最基本单位。逻辑起点坐落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阶

段，而不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阶段里。逻辑起点是事关科学研究全程的关键支点，它是前科学理论研究

阶段的终极目标，又是后科学理论研究阶段的初始起点。逻辑起点既不同于研究起点，又有别于历史

起点。研究起点以问题为逻辑，有多少问题就有多少相关的研究起点。相对于历史起点而言，无论是

研究起点还是逻辑起点都具有某种从属性或被动性。因为“历史从哪里

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逻辑起点是基于对研究起点和历

史起点最抽象的理性概括。它们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可用图1所示。

基于我们对逻辑起点与研究起点及历史起点问题的辨析，我们以为

以上的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可归类为“研究起点”与“历史起点”可能更为贴切一些。

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所关切的不仅仅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起点及其方方面面具体问题的研究起点，而是要超然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的历史起点与其诸多研究起点之上。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是什

么呢？从学界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看尚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认为“现实的中国个人”应当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

三、现实的中国个人：以马克思“现实的个人”为理论依据

我们把“现实的中国个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主要依据马克思主

义关于人与政治、“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的有关理论。

关于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最早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的第一卷第一章中提出：“人是天

生的政治动物”。这句话表达的是人与政治的关系。其基本要义是：人天生与政治有关，人类是群居

动物，而政治所要表达的最基本的正是社会关系，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思考与行为几乎就是

一种本能；人类是通过政治来定义的，也就是说，人类正是因为参与了政治才称其为人的，政治是人类

的本能，也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基础。

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本质有一种喻证：“人天生是社会动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

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从更广泛意义说是‘社会动物’”，马克思还进一步强调，“人不仅是

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是罕

见的事”[2]。在这里，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的区别不在于“人”、“天生”、“动物”上，而在于是“政治”还是

“社会”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侧重于“人与政治”亦即社会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则侧重于“人与社

会”亦即政治的关系。正是基于这个区别或者说有所侧重，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才有了共同的论域和

对话的基础。为使群体生活有序就必须有政治。这里的“人”、“群体”、“社会”以及“政治”具有同质态

的语意旨向。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43页。

图1

逻辑起点

研究起点 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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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天生”主要是指“人”的本性及与生俱来的和群性。从每个个体人的出

生开始，就必然开始了其自身的社会化进程。社会人必须参加社会生活，以及包含在社会生活中的政

治生活。如人的居家、结社是其人性的本身需求。而人的“天生”并不意味着“人”一出生，就具有参与

政治的意识与能力。人有婴儿期、幼儿期、童年期、青春期、成年期、老年期。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具

有不同的“政治性”或社会性。具体可分为婴儿期的政治性/社会性，幼儿期的政治性/社会性，童年期

的政治性/社会性，青年期的政治性/社会性，成年期的政治性/社会性，老年期的政治性/社会性。相关

研究表明，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的政治性或社会性存量主要是从童年期以后开始并加速度的。因此，应

该从童年期开始着手，加强对青年政治、成人/中年政治、老年政治以及“性别政治”问题的研究。人的

政治生活意识、兴趣和能力等均要靠后天习得。这个习得过程就是人类的个体人不断地从自然人向

社会人亦即政治人的政治发展过程。尤其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彼消此长的问题。现实中的人的政治性在政治化过程中的要素

或存量会与日俱增，只能越来越远离人初始的自然属性，但永远不能告别人的那份初始的自然属性，

或者说日趋政治化过程中还存留着的那种初始的自然属性，已经是对初始的那份自然属性的异化。

只要为人，就永远不能告别他或她那种初始的位于彼岸的自然属性。

其二，人的政治性与政治化问题。所谓人的政治性是指人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之所以为

人的本质属性亦即社会性，相对于人的自然性。所谓人的政治化是指人成为社会人、政治人的过程。

这一过程，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起始于作为人类个体的人产生，人作为类的存在物永远处于从自然人向

社会人亦即政治人的飞跃的历史进程之中；然而对于作为类的人存在的每一个个体人来说，则从他或

她出生的时日起便开始了他或她个人的政治化的生命历程。

其三，人的社会政治化与政治社会化问题。从人类大历史观来审视，人的政治化亦即：从社会政

治（国家）化到政治（国家）社会化[1]。一方面，社会政治化指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彼此消长过程中，

不断改写由政治社会所长期把持的“原生态政治”，通过增大政治的社会涵容量并增强其社会功能，从

而形成新的顺应历史潮流的“衍生政治”过程。社会政治化具有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融合、互补以及

后者对前者覆盖等“新政治”形态；具有诸项超越“原生态政治”价值的价值；其主要主体是第三部门、

社区以及责任政府等方面[2]。另一方面，政治社会化则主要是使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的基础上，逐步

通过获取政治知识与能力，逐步形成政治意识与政治心理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涉及政治成员与政治

体系的相互互动的持续过程。这两方面互动的缩略图景便是：社会政治——国家政治——社会政

治。即从社会政治，聚焦并经过国家政治的历史中介，上升到更高历史阶段上的社会政治。人：自然

人——社会人——政治人。这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普适性大道或总体趋势。

关于“现实的个人”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理解，经历了费尔巴哈的“一般人”，即“抽

象的理性人”到“现实的人”、“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内，有时分开使用、有

时同一使用这两个概念）逐步演进发展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对“现实的个人”做

了多层次的说明。比如从人的生存基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产关系、交往方式、社会关

系、生产实践活动主体、认识主体、社会历史主体以及思想观念的主体等多维度，对现实的人、现实的

个人做了科学的界定。因此他们把“现实的个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原点和逻辑起点，并使

[1]高清海、张海东：《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从人的本性看国家与社会关系》，〔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

第1期。

[2]孙正甲：《社会政治化刍议》，〔哈尔滨〕《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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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处于基础和中心地位[1]。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深入研究，使

他们对“现实的人”、“现实的个人”有了更为详尽而具体地现实性解析，揭示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历

史都只不过是客观规律自发发挥作用的历史过程，处于“必然王国”阶段。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

级的阶级斗争，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的过渡开启了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

由王国”飞跃的历史进程。那么现实的人、现实的个人，通过人类解放进而获得无产阶级的解放，进入

“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体系中的“现实的人”、“现实的个人”的基本逻辑

思路历程是：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经济关系——人与生产关系——人与生产力

关系——人与劳动关系——人与人的阶级关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资产者与无产者

关系。《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资产者和无产者”（而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就明

确地暗示人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当是现实的个人（既包括资产者，又包括无产

者），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由此可见，既然“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那么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确认：

“现实的中国个人”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因为我们如此作为完全符

合“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这一总体原则。

四、现实的中国个人: 应当做好过现实政治生活的准备

人与政治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阶级的关系，进而是人与所有制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基本原理，只要有人就有政治。而现实的人总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而阶级、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

的发明。马克思的新贡献之一就是指出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

史阶段相联系[2]。这就说明：阶级、阶级斗争是一个历史范畴。只要产生阶级的条件还存在，阶级、阶

级斗争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而阶级产生和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

私有性质。由此还说明人、现实的个人总是和一定的政治及阶级相联系的。那么，现实的中国个人一

定是现实的中国政治的个人。现实的中国政治的个人与阶级是什么关系呢？对此，政界、学界的人们

认知很不一致，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也对此选择回避。

曾经有学者对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级、阶层问题做过权威性论述。他根据家庭

人均收入数据和资源拥有量的差异将中国社会分为五大社会等级和十大社会阶层[3]。这种分类分层

一定程度上直接回答了现实的中国个人与阶级的关系，并将现实的中国个人具体化了。

其实不管这些人的政治背景属于何种等级或者阶层，他们都是现实的中国个人，他们都应当过现

实生活。一方面，从历时态维度看，凡现实的中国个人都应当过现实的生活，不应当沉浸在历史的境

遇中，尤其是思想观念远离现实还留在历史的堤坝那边；凡是现实的中国个人，虽然应当向往未来理

想生活，但必须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现实的中国个人不能没有理想，但现实的中国个人应当把理想带

入现实生活（高尔基语），而不是也不可能只是生活在理想或浪漫主义之中。另一方面，从共时态维度

[1]李西祥：《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视域里的“现实的个人”》，〔北京〕《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3期。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547页。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

阶层的分化与流动》，〔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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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现实的中国个人应当过全面的现实生活，即现实的经济生活、现实的政治生活、现实的文化生活、

现实的社会生活以及现实的自然生活。尤其是现实的中国个人应当过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不仅仅是

只过动物化的经济生活、物质生活、非文化、非文明的生活、自然人的生活。因为人与政治须臾不可分

离，政治就不应当只是个别人、少数人专有独占的事。现实的中国个人应当亲近政治，关心政治，参与

政治。把政治与治政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然而事实上，许多现实的中国个人还不能过全面的现实生

活，尤其是还不能过现实的政治生活，还处在远离现实政治生活（譬如“围墙”、“篱笆”、体制、氛围）之外。

此类“不能”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但从总体上可以认为：一个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如何，可

以从该社会的成员与该社会奉行的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生活的亲和程度来检视。一

个接近野蛮的社会往往表现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那种的政治和政治生活只是

极少数人的奢侈品；一个渐趋文明的社会则往往表现为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与在政治生活之中，亦即大

多数社会成员置身于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此种的政治和政治生活不再成为极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成

为社会所有政治人的共享。此外，除国家在制度安排存在短板、体制存在缺陷外，此类“不能”很大程

度上是由现实个人的缺陷所致。这些缺陷表现为：该现实的个人尚未选择好自己所处的历史、现实与

未来的方位；此类现实的个人尚未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思维、知识、技能等。

现实的中国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除了社会、国家、政府、他人把自己作为政治人看待以外，自

己首先要把自己当做政治人看待，将自我修炼为政治人，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技

术水平及能力，为积极创造条件，主动参与社会、国家不同层次政治生活做好必要的准备。我们认为

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就必须勇于和善于从现实的中国

个人实际所具有的政治素质这个根本问题出发，通过社会、国家、政府以及宣传教育部门及时普及政

治知识和政治常识，不断提高每个现实中国人的综合政治素质，不断地从现在的“强人政治”向未来的

“常人政治”转型，让健康的政治生活步入寻常百姓家，那将会成为一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

名副其实的“美政”景观。当现实的中国个人都有相应的政治素质来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参与他们

的政治生活之时，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就实现了真正的人民政治——社会主义政治。

五、现实的中国个人：走自己政治发展的道路

“现实的中国个人”还有别于外国人，外国个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有赖于现实的

中国人走自己的路，不能再走俄国人的路、西方人的路。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自己走出来的。邓小平当年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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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典论

断，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走自己的路”给我们的有益启示主要在于: 在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之“根”基础

上，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社会的现实政治

基础，立足于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潮流之前，勇于和善于处理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借鉴西方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有益经验的关系，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与人类社会政治文明

发展大道的关系。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

改旗易帜的邪路”。为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

国的有机统一，扎实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只要有现实的中国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其拥有的政治素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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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政治参与，就能够营造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

志，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有

希望！只有现实的中国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结 语

如果我们把“现实的中国个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能够得到更多

有识之士的共识与共享，那么，直面现实的中国个人政治素质之现状，千方百计地提高现实的中国个

人的政治素质，对于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

由此观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中国个人—与中国共产党人提

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完全相耦合的。可以说，“以人为本观点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1]。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在21世纪治国理政的今天提出以人为

本的科学理念，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我们认为学术界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仍

然留有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空间和余地。欲知其解，尚需另文展开辨析论证。

〔责任编辑：史拴拴〕

[1]高继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新乡〕《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Realistic Chinese Individual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Qiao Yaozhang Gong Jianqing

Abstract：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is different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research and that of history.
Based on Marxist theories on people and politics,“realistic person”and“realistic individual”, combined
with China’s political reality, we hold that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of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realistic Chinese individuals”. Realistic Chinese individuals
are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realistic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in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future and foreigners. The Chinese people should take their own realistic political de⁃
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themselves. China’s realistic political life is
closely related to realistic Chinese individuals, who cannot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keep away from po⁃
litical life, which requires realistic Chinese individuals to improve their political and moral quality as well as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ability, to grow from a natural person to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on, and to actively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tical life at various levels. Only when all realistic Chi⁃
nese individuals achieve free and full development, can the re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be realized.

Key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logical starting point;
people and politics; realistic Chinese individuals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