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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1]。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也是一个科学的历史判断。这一判断，为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

史使命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建树起新的时代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大

政方针明确了新的时代依据，为中华民族的世界担当阐明了新的时代含义，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所以，要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自觉性和历史主动性担当起时代的使

命，就必须站到“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就必须如列宁所说，理解这个“大的历史时代”，认清这个

“时代的基本特征”，“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

我们才能够正确判定自己的策略”[2]。这需要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指引，需要建立认识新时代的独特

的历史视角。

一、理解时代，必须有历史的视角

时代是属于当下的，但又是属于历史的。当下是历史的当下，历史是一个又一个当下链接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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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
页。

[2]《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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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代是历史和当下的统一，时代阐述着当下，但又阐述着历史如何成为当下、并走向未来。时

代是历史全部进程的特定阶段，是历史本质在特定阶段的实现。历史的本质在特定的时代中行走，时

代是历史规律性实现自身的舞台。所以，要理解当下时代的“基本特征”，就必须考察历史本质如何在

这个时代的舞台上呈现。不能试图通过个别现象、偶然事件、“用树木代替森林”的方式来理解时代，

必须在全部历史进程的宏观大背景下考察这个时代。这就是理解时代所应建立的历史视角。

习近平同志在阐述新时代的内涵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

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

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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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

向现代化的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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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同志这里所阐述的三个方面，正是在列宁

的“时代的基本特征”的意义上阐述新时代的历史内涵。这三个“意味着”，正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自身规定性和必然性走势在新时代这个舞台上的实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再度走向巅峰式辉煌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再度焕发科

学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的时代，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时

代。因而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就必须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宏观

大背景下建立三个观察与理解的视角。

二、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视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再度走

向巅峰式辉煌的时代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全景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在决胜性的意义上使这个伟大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从而如既往数度出现的鼎盛景象那样再次登顶巅峰式辉煌的时代。

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一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奇伟绵长的文明进步史。在这部发展史里，曾有过

数度与当时世界横向比较中呈现出巅峰式辉煌的时期。且不说汉代中国在农耕和冶炼技术、版图疆

域、行政治理、综合国力等方面都雄视同时代“以地中海为内湖”的罗马帝国；也不说唐代中国“九天阊

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即以17—18世纪的康乾之际来说，也敢拔当时世界头筹。当时

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商业贸易的流通值4.5亿两白银，世界第一；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10
座，其中6座在中国；仅江宁（南京）当时的丝织工人就有数万人，这样的产业集中规模和精致分工在

当时欧洲也极为罕见；由于耕作技术先进，中国的麦子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
[2]。伏尔泰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狄德罗在《百科全书》

中称中国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3]。但是，这个“盛世”

没有及时因应当时世界工业化的大变局，而挟工业化浪潮之势的欧洲迅速崛起，冠于全球，持帝国主

义政策者满世界使横和称霸。这使中国迅速遭遇到落后和挨打的局面，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

中华民族的发展陷入了一段低迷的低谷期。5000年中华文明呼唤着中华民族再一次复兴，呼唤着在

中华大地重现曾数度出现过的巅峰式辉煌的时代。

今天，这个“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的时代已经到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
页。

[2][3]本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北京〕《学习时报》2000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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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报告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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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使命，她代表着5000年中华民族深层呼唤的心声，并号召起5000年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意识

和丰沛智慧，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步步前行。其间，“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向人民民主

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由此站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

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并成功推进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中国人民由此富起来。今天，仅从具有

基础性意义的经济总量比较关系看，中国大陆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于 2个日本或 3个德国或 4个英

国或5个印度或6个意大利或7个加拿大或8个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已超过包括美国、日本等在内的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国贡献率的总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党

的十九大敏锐把握历史动向和机遇窗口，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

叶建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全球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一幅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走进

新时代的崭新的全景图。这个时代的开启，是中国共产党人对5000年中华文明所交出的、经得起人

民检验和世界目光审视的一份鲜亮的答卷。

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视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科学社会主

义再度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的时代

近代世界发展伊始，社会主义就以历史必然性身份和未来社会历史指向应运而生。在社会主义

运动500年的全景视野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一段几乎被判定为“历史终

结”的低谷，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的时代。

社会主义500年，是近、现代世界中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参与人类几乎全部事件解

决的历史。其间，在尚处空想阶段时，社会主义就从伦理层面向资本主义发起了猛烈的道义冲击，并

带给人们走向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社会主义第一次质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这使社会主义

从空想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第二次质的飞跃，是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并从一国走向

多国。回首20世纪的历史，当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集体选择时，它是一种沿着历史逻辑行进的

现实实践力量，一种整合各种社会进步因素以参与当时全部历史运动的力量，同时它卓有成效地参与

了20世纪人类重大问题的解决，带给人类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贡献。有如黑格尔所阐述的历

史理性的“狡诈”，当代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20世纪，最具矛盾和讽刺意味的真相之一，就是以推翻

资本主义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却反而是救下它的死敌一命”[2]。但是，在20世纪晚期，苏联东欧地区

的政治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了困境和危机。西方世界高调宣称，西方制度模式已成为“人类意识

形态发展的终点”，是“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但是，世界社会主义在一个阶段中的低潮并未成为“历史的终结”，甚至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对

自身认识的一次“凤凰涅槃”式跃升。人们抛弃幼稚、扭曲变形甚至被糟蹋了的社会主义，毫不足惜，

因为人们将在更高层次上选择社会主义。挫折和低潮使社会主义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

主义500年历史没有终结，而是呼唤着一个自身发展的新时代的到来。而今这个新时代已经出现，引

领着这个新时代出现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
页。

[2]《周毅之自选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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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

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1]今天，能够“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的时代已经开启：我们将

实现“中等发达水平”的时间有把握地规划在 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则要建成世界领先的现代化强

国。世界社会主义虽然经历了曲折和低潮，而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向世界宣告，社会主

义没有不仅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和活力。尼克松在1988年看到中国改革开

放头十年的成果时写道：“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20世纪各种最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

21世纪必将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头等大国。”[2]不管尼克松心中有何考虑，当时他是依据所见事实预言

着21世纪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今天，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出现的时代已经开始，而且这个历史事件

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浴火重生的意义上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标志着中国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正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四、在世界近、现代发展史的视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人类现代化开

启新模式的时代

在近、现代世界发生的人类现代化进程，是人类文明进步史上一个重要阶段。时至今日，人类思

考和解决其面临的诸多问题仍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境域中进行。此前数百年现代化的历史，主要是在

西方模式下推进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开启了一个超越西方模式路

径依赖、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实现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新时代。

现代化进程最先开启于西欧。在中世纪，笼罩着神学之幕的西欧是一片落后的区域。而在经历

了城市再生、商业兴起、思想启蒙、宗教改革以及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等过程后，西欧完成第一次工

业革命，进而在全球迅速崛起。这一崛起，对外仰赖“炮舰政策”下的掠夺，对内仰赖狄更斯笔下“天堂

与地狱并存”的两极分化集聚财富。这是一段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的脓和血的历史。在第一次工

业革命后，欧洲新崛起的大国成为世界上的霸权中心，这使其他地区陷于依附地位，从而形成西方主

导的依附型世界体系和“中心-边缘”结构。处于这一局面中的非中心国家寻求突破这种体系，努力推

进本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面临世界强势话语权的垄断、实力强权国家的胁迫，以及非西方路

径示范的缺空，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努力仍主要依赖欧美的模式框架。从西欧原初的工业

化、现代化进程，到世界非中心国家对现代化走向的寻求，都套牢在现代化的西方模式框架中，从而形

成了一种至今仍被宣称拥有世界话语权的现代化路径依赖。

这条发源于西欧的现代化路径，确曾助推了西方工业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同时也展示了自身固

有的制度性血腥。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后来“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中，充满了血与火的场景。即

到当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要么依然沉陷于对西方模式的路径依赖，要么试图

谋求自主而摆脱西方模式，却又茫然不知所措。比如，被西方称为“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在反贫困

30年之后，贫困人口仍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些长期缺乏自主性经济主权意识和经济政策的国家，

依靠“哈佛神童”“芝加哥男孩”，推行保护少数而得罪多数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则只得长期徘徊于

“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中。这些现象，加上奉传统路径为经典的霸权主义者的盲目自负和恣意妄为，

造成当代世界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也成为横在当今人类面前制约文明进步的一道难题。

当代世界的文明进步，呼唤破解这道难题，呼唤对西方模式路径依赖的超越，呼唤一个能够在非

[1]转引自《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所载栗战书：《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82页。

[2]〔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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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模式中成功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新时代的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标志着这样一个文

明进步新时代的开启。中国用短短三十多年走完了西方工业大国几百年走过的历程，创造了人类文

明发展史上前所未见的发展奇迹。这一发展奇迹，是在超长的历史纵深、超难的发展背景、超强的国

际压力、超大的人口规模的境况下实现的。中国没有重复那段西方式的血与火的历史，没有陷入西方

工业化的路径依赖，却使近14亿人迈上现代化的进程。回首世界现代化历史，当荷兰、西班牙崛起为

强国时，只是在百万级人口规模上进入工业化社会；当英国崛起为强国时，只是在千万级人口规模上

进入工业化与现代化；当美国崛起为强国时，只是在亿级人口规模上迈入现代化。而中国则是在十亿

级人口规模上迈向现代化强国，当下这一人口规模是已经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人口

的总和，仅此就在现代化比较意义上确证了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世界价值。这一发展奇迹，是现代化

西方路径的理论所无法阐明的，更是“脱嵌”了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所无法解释的。

这一发展奇迹，昭示着当今现代化进程正在超越西方式路径依赖，昭示着人类文明进步开启了一个中

国向世界贡献崭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到来，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历

史使命以新的时代内涵。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讲：“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

自己的使命。”[1]

在历史的大视角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更加郑重地唤起每个人的历史责任感，使他们

更加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使命。“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

软弱者。”[2]这是一个大道理。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获得光明的未来。

〔责任编辑：史拴拴〕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第

57-58页。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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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should be thre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an era towards the peak of glory agai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socialism, it is an era towards the revival of sci⁃
entific socialism.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modern world development, it is an era towards the begin⁃
ning of a new pattern of human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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