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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无论同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还是同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

有独特的优势。执政党与参政党协调一致，避免出现相互倾轧的乱象；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统筹兼顾社会整体

利益和个人利益；实行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推进国家领导层的有序更替，保证大政方

针的持续性；注重从基层实践中选贤任能，形成经验丰富、务实有为的领导群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独

特优势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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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各种竞争，在很大程

度上集中体现为制度的竞争。国家的政局是否稳

定，社会能否形成发展的合力，民众的诉求能否畅通

表达，各种利益关系能否得到平衡，各方面人才能否

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都对一个

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

切都与制度是否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制度上的不

断改革或创新，对于一个国家发展所起的作用着越

来越大。一个国家的制度有没有优势，不是自诩自

封的，也不取决于理论上的论证，而是取决于实践的

成效，是在比较中体现出来的。在改革开放中形成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接了历史的选择，顺应

人类文明进程和社会发展要求，为当代中国的发展

提供着根本保障。无论同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相比，

还是同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它都展现出

了独到的优势。

一一、、执政党与参政党协调一致执政党与参政党协调一致，，有利于防有利于防

止出现相互倾轧的乱象止出现相互倾轧的乱象，，形成推进社会发展的形成推进社会发展的

合力合力

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政党制度也

是很多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重要内容。这种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

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

一党制，具有自身的特点，也有独特的优势。

在不同的国家，由于有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

经济文化背景，各种政治力量在此消彼长中逐步衍生

出了不同的政党结构和政党制度。有的国家形成了

非竞争性的一党制，也有很多国家形成了竞争性的两

党制或多党制。这种情况出现，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

多样性的体现，也是不同国家政治发展有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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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反映。中国所形成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政党制度。

中国的政党制度，内生于中国革命的过程。新

民主主义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

建的革命。这个“人民大众”，实际上包括四个阶级

的联盟，这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

民族资产阶级。以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知

识分子为主要社会基础建立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

的革命目标有一致性，而自身又无力独立领导民主

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赞同用社会主

义发展中国，并与共产党共同致力于国家强盛、民族

振兴、人民富裕的事业。这就使共产党与民主党派

有了进一步长期合作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下

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也决定了共产党与民主党

派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在中国政党制度的

框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是参政

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促进力量。中

国共产党不是任何利益集团和某一社会群体的代

表，而是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它以维

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实际作为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

护。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中国

共产党也在不断壮大，已发展成为拥有430多万个基

层组织、87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集中了全国数量众

多的先进分子和各方面优秀人才，具有强大的组织

动员力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各民主党派也联系和

团结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优秀成员。

有这样众多的先进分子和社会优秀成员集中在中国

共产党内，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使中国共产党在

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

基础，有着不竭的智力源泉和强大的战斗力。建设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最

大共识，也是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共同利益所在。由

于有着思想共识、行动统一和目标认同的基础，中国

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也就形成了协调一致的政党关

系，这不仅体现着中国政党制度的张力和弹性，同时

也就消除了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下的政党纷争，避

免了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防止和减少了各种

社会力量的内耗，有利于形成促进社会发展的合力。

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两党制或多党制，这种

政党制度曾被视为民主制度的特征，也曾被许多国

家移植或模仿。其理论依据是社会利益是多元的，

没有一致性的存在，要有不同的政党或政治组织代

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并通过政治竞争达到利益平

衡。这种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有助于政治公开性和透

明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起着调节社会政治关

系和缓和阶级冲突的作用，减少由利益引发的暴力对

抗，但其弱点也十分明显。由于各政党代表着不同群

体、集团和阶层的利益，无止休的利益竞争，不仅会带

来政治上的纷争，还会造成社会的分离和分裂，消解

整体意识和社会合力。由于取向不同、政见不同，在

涉及社会利益和国家发展长远规划等重大问题上，各

个政党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往往会把政党利益凌驾于

社会利益之上。在一些国家，多党竞争往往是以私人

资本、个人捐助为支撑，政党或政治人物接受了私人

资本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相应的回报，这就不

可避免地会产生金钱左右政治、资本操纵权力的现

象。恩格斯曾经指出：“正是在美国，……轮流执政的

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

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

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

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1]尽管时间过去一个

多世纪，恩格斯所揭示的这个问题依然是美国等西方

国家政党制度的弊端所在。

多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出于各种目的，不遗余力

地向外输出或推销这样的政党制度。一些发展中国

家盲目照抄照搬了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不仅导

致政党争斗不断，政局动荡，还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

严重倒退，其教训十分深刻。

二二、、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有利于从整体上有利于从整体上

把握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握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激发社会整体激发社会整体

和个体活力和个体活力

制度的核心是利益问题，本质是权利问题。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

家作主的制度。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统筹兼顾整体

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

特征，也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维护和协

调各种利益关系方面所具有的优势。

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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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来自于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在欧洲中世纪，

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上有神权，下有王权。人是上帝的

奴仆、王权的臣民，社会按照土地分封形成严格等级，

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独立的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社会产生了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进而产生了

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个人主义作为维护个体利益

的一种理论主张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个人主义形

成以后，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强调个人

利益至高无上，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不受任何权力的干预和控制；在政治领域主要表

现为民主主义，强调每个人权利都平等的；在文化领

域主要表现为人本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人生幸福

和人生意义。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成为

新生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也成为资

本主义制度建构的基本依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个

人主义有其进步意义。强调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和个

人价值，有利于促进个性自由、自我独立、互相尊重，

有利于调动和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个人主

义与私有制、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给社会带

来巨大的活力；另一方面也衍生出人与人之间、人与

社会之间的严重利益对立。个人主义的无限倡导，很

容易导致利己主义的盛行，利己主义很容易带来人的

私欲膨胀，造成物欲横流，很难形成社会整体意识。

对此，法国政治评论家托克维尔曾这样说：“个人主义

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

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

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

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利己主义可使一切美德的幼

芽 枯 死，而 个 人 主 义 首 先 会 是 公 德 的 源 泉 干

涸。…… 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

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2]。正是面对资本主义

制度产生的弊端和矛盾，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改造社会

的新主张应运而生。它强调不能把个人利益、个人权

利和个人价值置于社会首位，而应把社会整体利益、

整体权利、整体价值置于社会首位，在这个前提下保

障个人权利，实现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在科学社会

主义创立以前，这样的社会主义主张以不同的流派在

欧洲传播了近三百年。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

基础对社会主义作了科学的论证，他们把社会整体利

益的维护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解放联系在一

起，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实现条件、发展规律和社会推

动力量。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围绕着实现和维护社会

整体利益、整体权利和整体价值展开的，实现和维护

社会整体利益、整体权利和整体价值也成为社会主

义制度建构的核心理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核心理念的体

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在各个

领域、各个环节都凸显着这样的理念要求。如:在经

济建设方面，制度的完善着眼于在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基础上走向共同富裕；在政治建设方面，制度的完

善着眼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各项合法权

益；在文化建设方面，制度的完善着眼于满足人民的

精神文化需求，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社会建

设方面，制度的完善着眼于改善民生，实现社会的和

谐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制度的完善着眼于

人民福祉，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人民利益是个大范畴，它包含着许多具体的内

容。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是其中一

个重要内容。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构建过程中，由

于过分强调整体利益和集体价值，忽视或抹煞了个

人利益、个人的权利，抑制个人的积极性，也束缚了

个性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形成和完

善过程中，弥补以往社会主义制度忽视个人利益、个

人权利的缺陷，在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同时，强调个

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下，整体是个人的集合，个人利益是社会整体利

益的基础，社会整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与有机

联系的统一体。社会整体利益体现着个人的长远的

根本利益，个人利益又是社会利益的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把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注

重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统筹兼顾，既保证整

体利益，又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促进个人价值的实

现，并力求使个人的个性和才能获得全面和充分的

发展。这样，既避免了个人利益至上导致的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对立，也纠正了只注重整体利

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的倾向，使整个社会产生了新的

生机和活力。

三三、、实行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实行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有利于

形成统一意志形成统一意志，，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有效整合社会资源

政党和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点。实行民主和集中有机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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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贯穿着民主性，也贯

穿着集中性。其根本优势就在于能够使党和国形成

统一意志，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集中力

量办大事办难事，推进国家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

导制度，也是我们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

原则。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全部活动都是以民

主集中制为原则。在社会主义制度建构过程中，中

国共产党又把民主集中制创造性地运用到国家政治

生活中，并通过宪法明确规定，所有国家机构都实行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关于民主集中制，邓小平有个

明确的说法，“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

的民主相结合”[3-1]。

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所在，集中是民主集

中制的内在要求。实行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

然走向，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在民主基础

上实行集中，是民主意义的实际体现，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在民主实践上的深度拓展。没有民

主，党和国家及社会肯定没有生机和活力；没有集

中，党和国家及社会就会失去统一意志，成为一盘散

沙。民主可以避免重大失误，但也有低效率的通病，

很多时候面对新的问题难以迅速作出重大决策；集

中可以使决策迅速、效率明显，但也容易出现忽视民

意、产生主观专断的现象。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

中，也一度出现“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的不良

倾向。 [3-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完善过程中，着

力纠正以往实践中的偏差，坚持民主和集中的有机

结合，在民主基础上寻求效率，并把这种要求贯穿于

整个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不断推动民主集中制的

具体化、程序化，使民主集中制成为更加科学合理有

效的制度。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经验来看，民主集中

制是正确规范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处理各种关系的

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党和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

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正确制定和执行的有效制度。

它既能保障大众的权利，也能强化领导层的责任。

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仅可以保障全体人民依

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使人民群众能够畅通表达利益要求，使社会各方面

能够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还有利于引导民众围

绕社会利益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建言献策，使党

和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作出的重大决策有充分的

民意基础。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不仅可以保障

党和政府领导权威和领导作用，还有利于统筹兼顾

各方面利益诉求，克服彼此的分歧，凝聚社会力量，

最大限度地调动和运用各种社会资源，使党和政府

决策部署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如中国制定的

各种改革发展规划，往往都是从上至下广泛征求社

会各个方面的意见，经过民主到集中、再民主再到集

中的多个过程。这种决策过程本身就是民主集中制

的充分体现。

尽管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总是对民主集中制抱有

成见，也有各种各样的非议或质疑，但坚持和实行民

主集中制，使中国有效地防止了一些国家政治生活

中出现的那种群龙无首、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现

象，也有效地避免了一些国家决策过程中出现的那

种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尤其是中

国党和政府在应对各种挑战和危机等方面的突出表

现，在兴建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有力作为，充分展现了

民主集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核心机制所发

挥的重大作用。

四四、、国家领导层的有序更替国家领导层的有序更替，，有利于维护有利于维护

政局稳定和社会稳定政局稳定和社会稳定，，保证大政方针的持续性保证大政方针的持续性

国家领导层能否有序更替，是关系一个国家政

局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只有政局稳定、社

会稳定，社会才能进步发展，民众才能过上幸福生

活。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国家领导层的更替不仅

会使权力交接带有政治断裂的风险，还会导致整个

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

要创新，就是实现了国家领导层的有序更替，为政局

稳定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权力交接、领导层的更替，在封建社会普遍采用

的是世袭制，到了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国家开始实行

定期轮换制。以定期轮换制代替世袭制，这是一种

历史性的进步。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以

后，如何进行权力交接、实现领导层的有序更替，这

是相当长的里却没有解决还的一个问题，也成为困

扰着社会主义国家稳定发展的一个难题，苏东国家

直到制度瓦解也未能破解这个问题。由此，许多国

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方面，都产生和积累了权

力专断、等级特权、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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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些问题最终也成为一些国家制度瓦解的内在

因素。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从巩固

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开始思

考和探索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层新老

交替和平稳过渡的战略设想，并在组织上为以后的

新老交替作了准备。建立领导梯队、创建集体领导

制、强调接班人培养和选拔等，是他探索的重要成

果。这些探索成果，也为后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

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思想基础和重要条件。但遗

憾的是，他的许多合理设想未能得到充分落实。在

后来的实践中，他又从集体领导走向了个人专权，并

由个人选定接班人，没有形成完备的制度。在总结

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充分地认识到，实行国家

领导层的有序更替是从制度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

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新时期伊

始，他就开始探索解决国家领导层更替的制度化、规

范化和程序化问题。他首先解决的问题是领导干部

终身制的问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为党和国

家领导层的有序更替以及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铺平

了道路。与此同时，他在恢复和完善了集体领导制

度，并对党的新一届领导人采取集体选择、集体考

察、集体交接班的做法。随着江泽民、胡锦涛在国家

领导层有序更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面的不断

探索和创新，我们党在国家领导层的制度安排方面

逐步确立了集体领导、年龄限制、有限任期、定期更

替、梯队建设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的相继建立，

实现了国家领导层有序更替的制度创新。

这种有序更替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西

方国家的轮换更替往往是换人换党，中国更替是换

人不换党。西方的轮换更替制度有其灵活性，但换

人换党必换政，缺乏稳定性、延续性。政党轮换更

替，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国家发展政策随之改变，经常

是反复无常。中国所形成的有序更替制度，既有弹

性和调整空间，又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这一制度有

我们自己的创新，也有对西方制度的借鉴，但避免了

其缺陷。集体领导，可以避免个人专权、决策失误；

年龄限制和定期更替，可以给国家领导层注入新的

血液，带来新的活力；梯队建设，可以避免断层，使国

家领导层有稳定的后续力量。集体领导、梯队建设、

年龄限制是中国在制度上的独创；有限任期、定期更

替则是对西方制度的借鉴。国家领导层的这种有序

更替，使国家政局稳定、社会稳定，也使国家的大政

方针具有连续性、可靠性，并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能

够长期实施。中国之所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创造

了稳定中有巨变、巨变中有稳定的奇迹，完全得益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维护国家政局的稳定、

维护社会稳定的优势。这不仅给国民带来信心，也

给世界带来信心。

五五、、注重从基层实践中选贤任能注重从基层实践中选贤任能，，有利于有利于

形成经验丰富形成经验丰富、、务实有为的领导群体务实有为的领导群体

从一定意义上说，制度竞争的背后，是执政骨

干、执政团队素质的竞争。衡量一种制度是否具有

优势，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使德才兼

备、富有实践经验的优秀人才进入领导和管理体

系。坚持基层导向，注重实际历练，注重从实践中特

别是基层实践中选贤任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一大特点。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也反映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执政骨干培养和选拔方面

有独到的优势。

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执政骨干，是推动和引

领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毛泽东很早就指出：“政治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4]在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邓小平更是把执政骨干队伍建

设上升到战略高度，把它视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

长远利益的大问题。他曾明确强调：“中国的事情能

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

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

说，关键在人。”[5]关键在人，就要关键能否培养选拔

德才兼备的执政骨干，建设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

领导者的选拔方式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一

个国家事业发展的兴衰成败。在领导者的培养、执

政骨干的选拔方面，我们党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形

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并据此确立一套相应的制度机

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坚持基层导向，注重实际

历练，从实践中培养选拔领导干部。这是我们党和

国家的执政队伍建设的基本途径，也是保证党和国

家事业长久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它包含着我们党

的成功经验，也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底蕴。“宰相

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是前人的主张，也

是现实的要求。实践尤其是基层实践，是领导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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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摇篮。有基层实践经验，才能更了解民众的疾

苦，才能有处理实际问题和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能

力。从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来看，凡是在各种

岗位上有所作为、成绩突出的领导者，大都是实践中

成长起来的，经过实践磨练特别是基层实践锻炼。

在我们党和国家执政骨干队伍中，许多人都是从基

层逐步成长起来的。担任县市主要领导的干部，大

都经过乡镇工作的历练；担任省级主要领导的干部，

大都有在县市任主要领导的经历。正是在实践中经

受锻炼，积累经验，增长才干，我们党和国家执政骨

干、领导群体才有了带领人民开创事业能力。

坚持基层导向，注重实际历练，从实践中选贤任

能，这样的制度机制有利于引导干部把对党和国家

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有机地统一起来，能够自觉维护

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使干部的成长有上下公认两

个基础。同时，这样的制度机制也使基层实践成为

优秀人才公平竞争的平台，成为脱颖而出的通道。

西方的制度机制，注重的是领导者的票选程序，有经

验有能力的人和没有经验没有能力的人，都可以通

过这样的渠道进入领导和管理体系。中国的制度机

制，更注重的是领导者的实际作为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工作实绩和群众公认是最主要的考察标准和衡

量尺度。这样的制度机制可以避免出现的那种“为

了选无作为”“只会说不会干”的领导平庸化现象，从

而有利于形成一个实践经验丰富、务实有为的领导

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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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QIN Gang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ocialist system and capitalist system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its unique advantages. These advantages li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participating parties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and thus avoiding strife and chaos;

stick to the principle that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comes first while coordinating and balancing the overall interest

of the society and that of individual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democracy and centralism to integrate social

resources effectively; orderly turnover of the national leadership, which guarantees the consistency of policies; and

prioritize the selection of elites from grass-roots practice, so as to foster leadership with abundant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capabilities.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parative Study, Unique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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