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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陈学明 

(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启，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标志，它以新的丰富 

内容构建了当代科学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形态，并在实践中将之推进到一个新境界、新阶段。中国道路对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至少有五大贡献 ：在阐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方面、在论述社会主 

义本质的方面、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方面、在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建党学说方面，以及在重塑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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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 

基础之上。以新的丰富内容构建了当代科学社 

会主义新的理论形态。中国道路对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的意义最根本的方面就是创新和发展了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道路把科学社会主义 

的一般原理运用于当代中国实际。摆脱那种对 

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 ，摆 

脱那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实践 ，提出了一系 

列新的理论和原则 。其中许多理论和原则是对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 

的内容。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了一种新 

的境界、一个新的阶段。中国道路在“证实”科学 

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这一 

基本判断的同时，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落后国家 

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做出了原创性的探索。在一 

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 

当代世界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 

义原理在当代的重大发展，是新的时代主题和 

格局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由于中国道 

路创新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使科 

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今依然具有不可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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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价值。依然向人类展示着人类社会的总 

趋势。并指引人类沿着这一基本方向前进。中国 

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也是全 

面的，下面所论述的也只是其中的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道路确认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这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 

阶段理论做 出了重大贡献 

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就 

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置于本国现实的立足 

点和出发点之上。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恢复了中共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 切从实际出发。所揭示的中国的现实就是“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依据的中国国情就是“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样，就使中国的社会主 

义深深地、牢牢地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具有了无 

限的生命力，能够经受住任何大风大浪的冲击。 

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的认 

识．中国才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也正是在对中国国情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这一判断的基础上 ，中国才坚持和完 

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基本经济制度。更正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论为依据，中国才会推出通过让一部分人、一部 

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加速发展、实 

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 

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做出了 

重大贡献。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是革命导师 

未竟的探讨方向之一。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半 

个多世纪的实践中创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首创。邓小平 

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 

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 

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 

个实际来制定规划。”f1]( )按照邓小平的这一科 

学判断。现阶段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尚不是马克 

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那样的 

社会主义。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出 

来的很不成熟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一判断 

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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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国情基础。社会主义 

初阶阶段理论的确立，不仅对正确认识和把握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战略步骤 ，具 

有奠基性的意义，而且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必 

须指出，作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 

阶段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包括了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内涵、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 

矛盾与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 

征等的全面论述。 

其二，中国道路全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什么是社会 

主义这一最基本的问题第一次做出了最精辟、 

完整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 

展过程之后，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 

下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的下述五句 

话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最新 

认识：“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 

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s7 这五句 

话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从社会主义本质的 

生产力构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到社会主 

义本质的生产关系构成——消灭剥削、消除两 

极分化，再到作为与资本主义根本区别所在的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共同富裕，一气呵成。 

首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 

根本任务，在社会主义本质中占有首要地位；其 

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是实现社会主义 

本质的基本手段：最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 

社会主义的价值 目标，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这一概括。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 

的高度。在最深的层次上、在最完整的意义上揭 

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之所在。在一定意义上，使 

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了从 “天上 

到人间”的根本转变。随着中国道路的胜利推 

进．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 

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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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科学内涵也不断地深化和拓展。例如，把人 

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等也纳入了社会主义 

的本质属性。中国道路取得 的成功是以中国共 

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认识作为基本前提 

的．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完善的关于社会主 

义本质的理论作为出发点的。而这一理论在科 

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最 

基本的问题第一次做出了最精辟 、完整的概括。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待破解的一个历史性难题。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全面的揭 

示。则破解了这一难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曾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条件下论述 

过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都 

没有对社会主义本质做出精辟、完整的概括。社 

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 

一 国到多国的发展历程。尽管人们对社会主义 

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但一直到 20世纪中叶前 

后。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是把社会主义 

本质简单地归结为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 

济三大特征。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屡受挫折当然 

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这种认识密切相关。[2l 

(P167-174)中国道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阐述显 

然突破了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 

本质的这种片面理解。中国道路对社会主义本 

质最新的完整解释，在一定意义上是拯救了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 

其三，中国道路对社会主义动力的探索。 

引起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发展动力观念的升华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 

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 

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的不断 

解决可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那么，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阶级 

斗争、路线斗争和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 

命”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从而也是社会 

主义社会发展 的根本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确认改 

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说 ．以改 

革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邓小平 

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从根 

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 

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 

力。”[1](P370)邓小平把改革视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的动力 ，这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的理 

论创新，正是这一理论创新为中国的生产力的 

发展 ，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开辟了道 

路。邓小平是基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 

动的客观要求”这一正确判断才把改革视为社 

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的。在他看来，传统社会主义 

体制使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存在着阻碍 

着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在这种情况下。“就 

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 

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 

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 

要”。[3](n 邓小平全力推进改革，有着明确的 

目的，对此他讲得十分清楚：“我们所有的改革 

都是为了一个 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 

的障碍。”【 】(H 他还阐述了改革的原则，他指出： 

“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 

的问题。”【 】(n弛 他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 

革，各项改革措施都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 

展开。改革在当今中国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邓小 

平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题。 

邓小平在这里所提出的“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有 

着深刻的含义。中国的第一次革命指的是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推翻三座大山”．建 

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这场革命为解放生 

产力并使之充分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邓小平 

把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是为了表明“改革的 

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生 

产力的障碍”。【 】(P ’把改革视为第二次革命。既 

是从解放生产力这个意义上说的．又具有社会 

主义发展的动力的含义。不断地推进改革 ．是社 

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历 

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推动中国发 

展的真正动力之所在。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社 

会主义动力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 

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之 

一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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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中国道路不断增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 

扩大执政党的群众基础 。 

丰富和发展 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建党学说 

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通过增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执政党的群 

众基础。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建党学 

说 江泽民在 20o0年2月 25日有个著名的“广 

州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指出：“要把中国的事 

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总结党的历史，可 

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 

人民的拥护 ，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 

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要求。”[4】(H 39)在 

“广州讲话”三个月后 ，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 

的党建工作座谈会上，阐述了他为什么要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背景，他所讲的一个重 

要背景就是：我们过去理解的社会主义要求消 

灭剥削、消灭私有制，而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实践却出现了雇佣劳动。私营经济成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强调人 

民群众利益高度一致，而现实中却出现了不同 

群体之间利益的多样化和价值观的多样化；过 

去认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但 

最近几十年却出现了资本主义利用经济全球化 

和科技进步获得了新的活力，等等。此外，如何 

看待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如何看待新出现的 

社会 阶层?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中国出现了新 

的资产阶级?如何把非公有制单位工作的人们 

团结和组织在党的周围?如何把全体人民和各 

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 

奋斗?嘲(P̈o)江泽民的意思十分明白，鉴于这些新 

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增强 自己 

的阶级基础和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否则“就会 

落伍”．“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 

2001年7月 1日，中国共产迎来了8O华诞。在 

庆祝建党 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发表了著名的 

“七一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则明确地指出： 

“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 

保持党的先进性 ，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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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实际 ．不断增加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 

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5J(HH 

在中国，一直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军 

人作为最基本的社会阶层，作为共产党最基本 

的依靠力量和阶级基础。现在随着形势，特别是 

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在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 

社会阶层，带来了社会阶层构成的变化。中国共 

产党就这样及时地调整了对这些新社会阶层的 

态度，非但没有把他们推到对立面。而是把他们 

视为自己执政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强调也必须 

代表他们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这样做，实际上在 

理论上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建党学说。中国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一点没有变，但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成了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先锋队。显然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的认 

识深化了。在保持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所具 

有的基本属性的同时。又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发生深刻变 

化的一面 

其五，中国道路重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 

关系。改变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先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思维 

社会主义就其“原生态”而言，确实它不但 

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的替 

代者。当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的理念、社会主 

义的运动。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末日的来临。社会 

主义在人们的心 目中从来就是与资本主义不能 

共存、共生，两者相互排斥、水火不相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开放和兼容的社会主义。中 

国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意义就 

是它重新塑造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中国道路的开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不再一味 

地把资本主义视为“天敌”，而是用开放和包容 

来看待资本主义，更多地从共性的角度看待对 

方。认识到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 

全可以彼此兼容、相互渗透。在与资本主义的相 

互关系问题上，中国道路既看到了资本主义与 

社会主义的区别与矛盾，又正视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联系与共存。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中国 

道路既不搞“全盘西化”，也不采取“自我封闭”。 



陈学 明：论中 国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中国道路既不放松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警 

惕，又积极地与资本主义进行交往，利用资本主 

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坚持以科学的态 

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具体分析。致力于把资本主 

义所创造的属于人类文明的成果与资本主义制 

度剥离开来，即把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其体 

制、机制、方法等区别开来 ，强调对基本制度不 

能简单照搬，但对具体文明成果要积极吸取和 

借鉴。由于中国道路的开创，传统的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的关系正在被重构。中国道路在重构 

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过程中，在人类历史上第 
一 次探索出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同人类 

发展规律相结合的更加广阔的文明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通过重构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际上 

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到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大道之 

中。中国已经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与实 

现人类文明的价值追求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这使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境界提到了新 

的高度。中国道路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塑造 

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中国道路的设计者们科 

学地把握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与世界 

特别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从世界的整体 

联系出发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战略。所谓对 

外开放就是积极顺应和 自觉融入世界历史进 

程，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获取自身的利 

益。显然，这一战略的要旨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建 

立起互动 、互利的关系。中国道路 的经验表 明， 

只有一方面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与人 

类文明的价值追求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深刻 

认识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在地蕴涵着人类文 

明的成果，才能自觉地、主动地重构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国道路的经验也 

表明，只有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新的共存 

合作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的价值追求。中国道路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正 

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理论和 

实践 ，全面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理论 ．为国际社会主 

义运动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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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of Chinese R0ad to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ories 

CHEN Xue——ming 

(Modern Overseas Marxism Research Center,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The beginning of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sign of world socialism movement re—entering its 

climax．It constructs the new theoretical form of modem scientific socialism with its own rich contents and has pushed it to a new 

phase in practice．Th 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innovafion an 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t leas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further clarification about theories of socialistic development phases；statement about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exploration into socialism development drive；strengthening about the social class foundation of the ruling-party， 

mass basi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building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re-building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Key words：Chinese road；scientific socialism theory；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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