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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意义

郑祥福
( 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

摘 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也是社会主

义实践运动的经验总结，其重要意义在于: 1． 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中才能得到丰富

和发展;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性和创新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在指导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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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与马克

思主义的发展是休戚与共的。从历史根源上说，

没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不可能有马克思

主义，反之，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有科学社会

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

是因为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和不断地向

纵深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

十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

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

动中发展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他《在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理论上不彻底，就难以服人。我们要以更加

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

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

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

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

断开辟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3］习

总书记的讲话表明，发展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的必然要求。我们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才能真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社会主义实践运动是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源泉

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经历了五百来年，在这五

百来年的实践运动中，社会主义经历了六个阶段，

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

论”到苏联模式，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与

实践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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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体现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

和发展。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

义的精髓与本质

纵览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我们可以发现，马

克思的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1845 年之前，马

克思从大学毕业走向社会，接触到了“市民社会”
与物质利益关系，面对国家和法与物质利益的矛

盾，先后写下了《神圣家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标志性著作———
《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历史唯物

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一经弄清楚自己的思想便用

于自己今后的研究。马克思在概括这个时期的研

究结果时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法的

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

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

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我所得到

的，并 且 一 经 得 到 就 用 于 指 导 我 的 研 究 工

作……”。［4］之后，马克思便没有再集中精力去从

事哲学方面的研究，只是在《资本论》中使用了唯

物辩证方法，但马克思并没有具体论述唯物辩证

方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则有历史辩证法的运用

和具体展开。这表明了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就是历

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评价马克思时说，马

克思的一生有两个重大发现: 剩余价值理论和历

史唯物主义。从这两个重大发现来看，第一个是

马克思一直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它揭示了

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本身所存在的矛盾性。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发现

了社会基本矛盾，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

律。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到了科学。恩

格斯说道:“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

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

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

了科学。”［5］恩格斯的话表明，马克思一生写作和论

证的目的便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

思主义的核心内容，而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仅

仅是论证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目标的手段。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与社会主义运

动密不可分

马克思不但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
意识形态等方面作了批判，而且对先前的社会主

义理论也进行了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

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空想社

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英、法、德的社

会主义持批判态度。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
一文中，把原先的社会主义者区分为三类: 第一类

是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这类社会主义者从

现今社会的弊病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应该恢复

封建社会和宗法社会，因为它没有这种种弊病”，

所以，“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

会主义者作斗争，尽管他们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无

产阶级的苦难并为此而洒出热泪”。［6］309第二类是

现今社会的拥护者，“他们力图保持现今社会，不

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弊病”。［6］310第三类是

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这些民主主义者还不了

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过渡办法，而是当作足以消

除贫困和现今社会的弊病的措施”。［6］310恩格斯认

为，这三类社会主义者的斗争“都有利于共产主义

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

要推翻的社会”。［6］310 在《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

文版序言中，恩格斯也说道: “当我们写这个《宣

言》时，我 们 不 能 把 它 叫 做 社 会 主 义 宣 言。在

1847 年，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

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

社会庸医。”［6］384 所以，恩格斯认为，“在 1847 年，

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

人阶级的运动”。［6］385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

和恩格斯宣称自己是共产党人，代表无产阶级的

利益，同一切虚假的、空想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

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作斗争，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

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主张彻底废除资产阶级的私

有制。而自从确定了这一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一生都在为着这一目标而斗争，他们的研究就

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必

然胜利。他们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不但要同传统

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也要同传

统的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的那些观念实行最彻底

的决裂。
最后，在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中，进一步丰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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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和各国社会主义在

发展中遭遇的挫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却

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史上的一

个成功典范。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在民族解

放运动的影响下，亚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东欧

各国相继兴起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

了社会主义国家。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

治理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当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和

巩固后，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 从未有过任何

先知和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批判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南，但就社会

主义国家的建设和治理而言，却没有一个既成的

理论和模式。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

践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缺乏理论指导，以致社

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国胜利论”“苏联模

式”等现象; 同样，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

道路几经周折的艰难探索，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摸着石头过河”，也经

历了几个曲折的时期。一直到 1982 年 9 月邓小

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一词，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建设和治理

的问题还仍然模糊。经过江泽民、胡锦涛等党中

央领导集体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逐步得以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中“过河”与“建桥”的关系，形成了系统化的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在社会

主义建设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针对现实中

存在的问题，通过不断地创新完善起来的，是经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艰难选择的集体

成果，是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就。
当然，毋庸否认，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唯一性并

不排除马克思主义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多

样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存在差异，社

会主义实践模式也各不相同; 另一方面，由于国情

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是多样化的。理

论的发展必然基于实践之上，如果没有成功的实

践，那么凭借自己的想象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终究

是空洞的。唯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

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坚持

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坚持从实践出发，不仅将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实践，而且根据实践的具体情况，总结成功的

经验，形成了一套适合于本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和治理的系统化理论，从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1988 年 10 月，邓小平同志曾作出过关于第三

个历史阶段的深远预见:“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

期的 20 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 50 年，共 70 年的

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

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

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

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7］习近平同

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

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

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

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8］111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人类五百来年社会

主义运动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个具有卓越

成就的典型范例。我们在道路、制度建设上越来

越完善，理论上也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具有创新

性。这种理论上的系统化和创新，是其成为 21 世

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有力论据，同时也是

理论与实践关系逻辑的必然结果。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是几百

年来中国人民不断探索社会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

凌辱，近代中国人民一直在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直

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

人民期望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长期的曲折发

展中不断地加以完善。邓小平说: “中国搞现代

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

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

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

面貌。”［9］2291982 年 9 月 1 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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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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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来看，不屈不挠的中

国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民族独立的斗争，没

有停止过为了中华的振兴而拼搏。不管是抵御外

来入侵的义和团运动，还是反封建的太平天国运

动，甚至到后来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

都表现出了民众的极大热情。中国广大民众不甘

于长期遭受欺凌和压迫，为了改善中国积弱积贫

的现状，改善劳苦大众的贫困生活处境，中华民族

表现出了强烈的斗争决心。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民

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

最终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

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建立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实践证明了这一制度对保障中国人

民的权利和利益的有效性，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有效性。
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过长

期的实践和经验总结，具有系统性特征

对比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几经周折，逐步确立了一个

完善的治理体系，以此为基础，我们在政治、经济、
文化、国家治理、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形成了属于

自己的理论，确立了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

统性:

一是体现在我们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发展的中长远目标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解为是道路、制度和理论三者的统一，坚定不移地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领导能力的现代化，完善和发展我们的国家

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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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8］110 我

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分步走的两个

“一百年”目标，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建设达到

人民安康、国家富强的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是

可期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现在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是表现在政治上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国家

治理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个难题，特别是

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

的卓越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贫富分化、道

德底线失守、官员腐败、技术创新不足、企业转型

困难、国际上对中华民族崛起的各种围堵，如此等

等。国家治理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峻考

验，也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环节。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正是体现国家治理体系

的重要方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

国，是保证我们目标实现的基本手段。“四个全

面”体现了统筹兼顾的唯物辩证法基本原则，体现

了治国理政的基本战略方针。我们能不能发展马

克思主义，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完善的国

家治理体系。
三是体现在经济上坚持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

决定相结合，注重公平与效率两者兼顾的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效

率优先的原则。而 1992 年确立市场经济地位之

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处理政府宏观调控和

市场机制的关系，经过多年的实践，逐步形成了一

个中国式的方案，证明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与资本

主义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之后，胡锦涛

同志提出贫富之间要实现统筹兼顾。当今，习近

平总书记则提出了要正确对待公平、正义，因为公

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的

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新发展观，解

决发展究竟是为了谁、发展成果为谁享有，以及发

展的动力等问题。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也是这一理

论系统化的一个表现，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

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

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

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转

向创新驱动，坚持节约资源与科技创新并举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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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针。
四是体现为文化强国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了文化自信、文化与价值观的关系、牢牢掌握

意识形态话语权领导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

艺创作导向、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

化等一系列的理论观点。
五是体现在形成了新时期的强军思想。主要

包括: 探索与时代相同步、与国家发展安全相适应

的军事战略思想，打造现代化的军队，实施军队改

革，解决军内结构性矛盾，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等。
六是体现为中国特色的国际发展战略，构建

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主要包

括: 充分认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坚

持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的主张，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做国际关系的维护者，推进全

球治理体系的构建等。
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创

新性特征

我们之所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形态，不仅是因

为其理论具有系统性，而且更具有创新性。
一是制度的创新。由党委、政府、人大、纪委、

政协五大班子构成的组织机构，形成了一种既包

含民主集中制，又包含互相监督的机制。特别是

巡视制度的确立，将保证我们党委政府领导的廉

政和权力制约机制的正常开展。二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和市

场决定相协调的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等。
三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

的理论，社会主义分步走的理论创新。四是新发展

观或五大发展理念，创新性地解决了一系列目前存

在的问题。五是新型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创新。
六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创新。七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文化理论的创

新，等等。
这一系列的理论系统化和理论创新，足以表

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的最新成果。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重要成果。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

我国社会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

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系统化

的治国理政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题为《切实把

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的讲

话中指出:“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8］547他认为，“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

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

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

度;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

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

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

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体系的效能”。［8］547 － 548

在这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的指导下，五年来，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成功地实

现了企业科技创新转型，解决了党内和军内的腐

败问题，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

目标，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思想指导下，使中

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所有这些成就，都

无不证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正确

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第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本体论。习近平一贯强

调以人民为基础，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党的

基础，也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础。一切为了人民、从人民利益出发，充分肯定人

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充分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是

有了这一基础，社会发展才有了真正的目标，党的

工作才有了评判的标准。其次，习近平思想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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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思想。一切从

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

众观点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认识论的基本原

则。再次，习近平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

史辩证法。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逻辑起点是现实

生活中的人，是劳动生产实践中的人，因此，人民

群众的劳动生产实践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论

基点。而共产主义则是使人民得到解放的价值旨

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会必须消灭私有制，在

发展中不断地体现公平正义。习近平同志认为，

当今社会主义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找到动力，要坚

持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体现发展成果的

共享。这一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心的新发展观，

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在今天中国这一特殊社会形

态中的进一步再现。最后，习近平思想丰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论。因为人民创造了历

史，所以，发展的目的就是增进人民的福祉，促进

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这个共

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和文化需要，顺应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逐步实

现共同富裕。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

法论，始终在治国理政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价值论，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得到了具

体的体现，历史唯物主义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红线。因此，这一思

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过程中，我们证实了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灵魂

在于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向社会主

义国家治理的转变

习近平同志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它

反映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再到社会主义国

家治理的历史必然性，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

值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的

方法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方法论指南的历

史衔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体系，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阐述剩余价值理

论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这两大发现，论证了社会

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并因此而改变了人类社会的

历史，进入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并存的局

面。然而，面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国

家的治理，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中找到任何有关理论的指导，但是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精神是不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不仅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同

时并存、互相竞争的问题，而且形成了一整套治理

国家的思想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为指导，完整地阐述了治国理政的总方略。从五

年来的发展成就看，这一思想的实践创造出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形成了越来越被世

人认同的中国方案。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新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在道路、制度、理
论上的新成就。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在当今中西

方经济发展现状的对比中得到了印证

从发展的结果来看，中国近 40 年来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取得了巨

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综合国力和国

家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特别是 2008 年世界金

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危机

四起，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世界格

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

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前所未有的挑战。当

今世界经济发展陷入长期低迷和失衡状态，英国

脱欧等“黑天鹅”事件不断，各种不确定性增多，

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经过一个时期的缓和后

进入又一个被激化的阶段，当今世界进入一个大

动荡、大变革的调整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几

个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世界的经济命脉，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和矛盾，以及发达国

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掠夺和反掠夺的矛盾日益激

烈。世界财富集中到少数国际巨商和金融寡头的

程度前所未有，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必

然会造成被压迫、被剥削者的不满、反抗和斗争，

资产阶级的贪婪不仅受到本国人民的反抗，而且

受到发展中国家(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以及整个

世界人民的对抗，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

受到空前的质疑。
与西方国家的制度相比，中国制度具有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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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福山在《历史的未

来》一文曾说过:“中国继承了两千多年的高效行

政系统，历史悠久，令国人自豪。中国领导人进行

了一次异常复杂的社会转型，从苏联式的中央集

权计划经济转为充满活力的开放经济，并且体现

了惊人的政治能力———坦率地说，比最近美国领

导人处理宏观经济的能力要高得多。许多人现在

倾慕中国体制，不只是因为其经济成就，还因为该

国能够及时做出宏大而复杂的决策。”［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

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

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

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

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

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

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3］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

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上的最新形态，是保持马克思主义青春

活力的最有力的印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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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ZHENG Xiangfu
( College of Marxism，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not only a new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but also the summary of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movement． Its significance lies in the following: 1. it shows that only in the socialist prac-
tice can Marxism b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2.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as systematically and creative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m; 3.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or so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fully demonstrated the youthful vitality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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