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中国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她的旨归。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不可或缺的部分。本书主要探讨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提出的历史背景、具

体内涵、建设方略和意义。 从理论源流维

度，阐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提出的

历史背景；从价值、内涵和指标维度，阐明

其要义；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

的时空维度，探讨其建设方略；从现代化

理论、民族复兴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三个

层面，探讨其战略意义。

其一，以百年征程展现中国现代化

道路的探索与变迁。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呈

现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中国家

的现代化道路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运动

这三大主题的不断融合，另一方面也呈

现出在与世界的不断交往过程中，中国

的现代化战略从 “救国”“立国”“兴国”

一直到“强国”的探索与变迁。 中国现代

化道路的发展与救亡图存、 民族独立、

社会解放是密切相关的，“救国”作为主

题词一直蕴含在中国对现代化道路孜

孜不倦的探索之中。 在“立国”阶段，中

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是在“立国”的主题下，结合民族复兴的

愿望与社会革命展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

础。 在“兴国”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有了更为全面

的认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

命力。 在“强国”阶段，围绕着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这一主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解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

认识，向着“强国”目标不断迈进。

其二，多维度剖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目标的战略意义。 至 21 世纪中叶，

中国不仅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成为世界最大的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也

将对世界和人类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中国五

千年文明史而言， 其重要意义在于，将

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今世界正处

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的现

代化道路有力充实和丰富了人类社会

发展的规律，极大发展和丰富了社会主

义自身发展的规律，创新和发展了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

其三，分阶段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建设方略。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已经成功走完了现代化的

“前半程”，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十

九大对未来 30 多年现代化的“后半程”

进行了战略安排，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 ，进而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描绘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美好

前景，这是一项人类历史前无古人的伟

业。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离不开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从决胜全面小康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几个阶段的努力，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方略的构

思和分析，也离不开不同阶段奋斗目标

和实现途径的设想和努力。 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和国家面向未

来最重要的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建设方略是“重点论 ”与 “系统论 ”的

统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目标的实

现路径，是要实现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

的全面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核心特征是“质”的总体提升，其建设

方略和主要指标一方面要抓住主要矛

盾，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 ，以建设现代

经济体系和创新型国家为中心；结合新

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满足人民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价值目标。 另一方面，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是

“五个文明”的全面提升，其具体建设方

略和主要指标要有系统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共产

党人对“时代 ”问题作出的最新重大判

断，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它意味

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与此相应，十九大

将我国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由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调整为建成 “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 是把马克思主义与

当今世情、国情和党情实际相结合的创

新成果 ， 紧扣新时代的性质和主要矛

盾，体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内在

要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目标上的执着追求和不断

创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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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选题意义重大的著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在深入思考人类前途命运基础上提出的伟大构

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理论逻辑、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对于深入研究

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这是一本分析视角独特的著作。 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出发研究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独特的理论视角。 从理论渊源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可以溯源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与通常从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的角度

观察不同， 本书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视角开展研究， 力图揭示出二者间

“源”与“流”的关系，进而探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路径。

这是一本注重创新的著作。 本书力图在理论上讲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历史方位，着力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创新价值，包括构建了思考

人类命运的新视角；开辟了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新路径；构筑起通向“真

正的共同体”的过渡性共同体新样态；找到了推动“虚幻的共同体”演变的新

动力；提出了体现“真正的共同体”精神的新价值等等。 这些观点对于不断深

化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这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 本书没有从理论到理论进行抽象分析，而是

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实践，遵循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的

基本逻辑展开分析，这使得这本著作既有理论性，也有现实性；既有思辨性，

也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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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 为深入研究党的十九大精神， 上海市社科规划办专门列出系列课题。 上
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从完成结项的课题中精选十本书稿， 这些书稿聚焦
于不同的主题， 从不同的维度深刻地阐释了新时代、 新思想、 新战略的思想内涵和实践要求， 总体上
反映了当前上海学术界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初步成果， 近期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 为广大理
论工作者和党员干部提供一套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参考
资料。 本报论苑版今日起将陆续介绍这套 《新时代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丛书》， 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
作用， 推动学术界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研究。

从理论看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可以溯源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

它浸润着马克思 “真正的共同体 ” 的

思想底蕴 ， 提出了对接马克思理想社

会的现实之路 ， 实现了对马克思共同

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本书试图在马

克思共同体思想视角下观察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 揭示出二者间 “源”

与 “流 ” 的关系 ， 着重分析后者对前

者的理论创新 ， 进而探寻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可行路径。

一、 本书的主要内容

全书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之源，着重分

析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演变历程；马克

思的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即从自然

形成的共同体 、资本主义 “虚幻的共同

体”到共产主义 “真正的共同体 ”；追寻

马克思共同体理想产生以来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历程，对马克思共

同体思想的科学性进行实践验证。 第二

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

内涵，主要包括：从人类、国际和中国等

三个不同维度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的时代背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的本质内涵 ， 即持久和平的世

界、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

开放包容的世界、 清洁美丽的世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共存共在、共

商共建、共享共赢的理论本质 ；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追求、理论品

格等。 第三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的理论创新 ，着重阐释 “五个新 ”，即

构建了思考人类命运的新视角、开辟了

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新路径、构筑起

通向“真正的共同体 ”的过渡性共同体

新样态、找到了推动“虚幻的共同体”演

变的新动力 、提出了体现 “真正的共同

体”精神的新价值。 第四章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内容包括：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追求、在发展全

球伙伴关系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

促进中美关系稳定中维护利益共同体、

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

二、 本书的创新之处

总体上看 ， 本书的创新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 “视角新”。 与通常的外交政

策分析不同 ， 本书以马克思共同体思

想为理论前提 ， 在 “历史向世界历史

转化 ” 的宏大场域中 ， 沿着马克思共

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 ， 探寻理解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新维度。

二是 “方法新”。 本书跨越马克思

主义与国际政治两大学科 ， 既有助于

讲清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政治

内涵 ， 又有助于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的角度讲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的理论创新。

三是 “观点新 ” 。 创新观点主要

有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传承

马克思 “真正的共同体 ” 精神的建设

未来美好世界的新理念 、 新蓝图 ， 实

现了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新发展 ；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混合型共同体 ， 是

致力于塑造人类生存和发展新环境 、

新秩序的协作型共同体 ， 是着眼于解

决世界难题的治理型共同体 ； 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在更大程度上实

现自由和全面发展提供可能 ； 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激发人 “类 ” 意识

的觉醒 ， 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促进人的

自由自觉的实践 ；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

越了历史上的 “帝国 ” 和 “民族-国

家 ” 体系 ， 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

“天下” 理念， 昭示着一种新型世界秩

序观和人类文明观的诞生 ； 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将使中国梦拥有超越自身

的国际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三、 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从学术价值看 ， 本书建立跨越时

空的分析逻辑 。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背景

不同 ， 聚焦的主题不同 ， 但都是关注

人类前途命运的 “共同体思想”。 前者

主要见之于传统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

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 而后者则是基于

对当代人类出路的思考 ， 更具现实主

义特征 。 本书拟将二者联系起来 ， 寻

找出内在呼应之处 。 而且 ， 本书较为

系统地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从应用价值看，本书发掘了马克思

共同体思想对当代世界政治和人类文明

发展的实践指导功能， 尤其是分析了马

克思共同体思想对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

意义， 有助于广大读者加深对新时代中

国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理解和领悟。

此项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

比如 ： 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当代中

国外交实践的内在关联尚未构建起严

整的分析框架 ； 对当代世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困难 、 挑战以及应

对思路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化。

通向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王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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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当代中国发展之道与强国之路， 厘清中国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既

定路径的中国道路与价值，必须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近 180 年的近

代史、近 70 年的共和国历史和 40 年的改革开放史。 本书以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建设为考察对象，从历史源流和现实依据出发，探究了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目标提出的历史背景、具体内涵、战略意义和建设方略。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提出对于未来中国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

义。 从民族复兴层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包含着人们对民主自由和国家富

强的渴望，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实现。 从国际格局层面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提出，又一次

明确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纪难题，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

路径选择，为“人类向何处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的方案，丰富了人类对未来

世界的美好向往。 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谈到的：“中

国的人口占到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所发生的问题即使对中国以外的任何人

没有影响，本身也具有深远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未来的两个世纪里，无论中

国朝好的方向发展，还是朝坏的方向发展，都将对世界的局势产生决定性的

影响。 ”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战略意义， 有助于从理论上阐明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相较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和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道路的独特性， 从而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和

解决人类问题所贡献的智慧和方案， 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所承担的使命， 这也是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个课题的研究对于当下和未来

的中国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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