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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四个维度*

谢 海 军

摘 要: 厘清历史方位概念的内涵是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论基点。依据反映历史方位内涵的某

种特质性和内在关联性，可以从时间坐标维度、空间位置维度、发展阶段维度和矛盾变化维度来判断新时代我国历

史方位的新变化。在看到新时代我国历史方位发生新变化的同时，还要看到历史方位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

本国情没有变、最大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没有变。要从整体与局部、量变与质变、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间的

关系，辩证地、全面地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内涵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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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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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方位后，

党又一次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做出的新的

重大政治论断。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 “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

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

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②这需要我们

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和主

要矛盾新变化的同时，还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没

有变，要辩证地、全面地看待新时代历史方位中多元

内涵的变与不变。

一、历史方位内涵的多元维度

历史方位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的理论基点。当前对新时代历史方位的解读出现了

一种倾向，即解读的随意性及其内涵与外延的无边

界性。因此，要科学分析新时代历史方位，必须厘清

历史方位内涵与外延的边界，科学分析历史方位内

涵的构成要素，从而为深化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历史方位奠定理论基石。
历史方位指的是客观事物在历史发展中所处的

位置，是客观事物在某个发展阶段所蕴含的特定条

件。“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

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

下相互转化，这就是矛盾的统一性的全部意义。”③

因此，历史方位就是指矛盾存在的条件，新的历史方

位就是矛盾存在的条件发生了新变化。根据历史方

位的特质性，本文提出判断一个事物在历史发展进

程中所处历史方位的四个维度: 时间坐标维度、空间

位置维度、发展阶段维度和矛盾变化维度。新时代

历史方位特质性不是某个要素的变化，而是系统性

要素的集成变化。“新时代之‘新’，并不是简单地

基于时间的进度，而是基于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巨大成就和

所发生的深层次、根本性变革的整体判断，集中体现

为国家 发 展 面 临 的 主 要 问 题 和 中 心 任 务 的 新 变

化。”④为什么选择这四个维度作为衡量历史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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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因素而没有选择其他要素? 这是因为，这四个

维度分别从不同视角反映出历史方位内涵的某种特

质，与历史方位本身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有其他

要素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时间维度能最直接反映事物所处历史方

位的时间属性。时间维度是衡量历史方位内涵的首

要的基本属性。离开时间维度，历史方位就不具备

最基本的历史属性。时间维度主要从事物发展过程

中的时间坐标来确定其所处的时间位置。时间维度

是指某事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中

特定的时间坐标; 历史方位的时间维度，通常表现为

事物发展过程中特定历史节点与特定历史阶段的复

合体。由于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任务的多重

性，历史方位中时间维度的界定也是多元化的。一

是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历 史 方 位 的 时 间 坐 标。从

1840 年中华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衰败

点，到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民族伟大复兴的

210 年( 1840—2050) 时间坐标。二是 1949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方位的时间坐标。这时民族独

立任务已经实现，开始转向完成国家富强和人民幸

福的第二个目标任务的 101 年 ( 1949—2050) 时间

坐标。三是开辟、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 国 和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历 史 方 位 的 72 年

( 1978—2050) 时间坐标。这三个历史方位的时间

坐标中时间终点相同，但时间起点不同，因此，分别

代表着中国社会不同的发展历史方位: 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衰败点; 民族独立的转折点; 国家富强

和人民幸福的民族复兴新起点。其中，最重要的是，

历史方位时间节点不同，其蕴含的发展目标也不同，

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既相互衔接又有所区

别的多元时间坐标。
第二，空间维度侧重于判断事物在历史方位中

区域发展的位置。空间维度是从事物发展区域空间

的外部联系来界定其位置的，即某事物在区域发展

中所处的位置。具体到一个国家而言，是某一国家

在同世界各国发展比较中所处的梯队和位置。如果

说时间坐标倾向于对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纵向比

较，那么，空间维度则倾向于不同事物的横向比较。
当前判断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

方位中空间位置的维度主要有两个: 世界意义和中

国特色。一是从世界看中国，这是由外向内的世界

向度，即世界现代化视角，它确定中国在世界现代化

进程中的位置; 二是从中国看世界，这是由内而外的

中国向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它确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从现代

化的视角看，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现代化理论框架下，

中国在世界现代化的体系中属于后发外源性的发展

中国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开辟世界

现代化多元道路中具有世界意义。从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兼具中

华民族复兴、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使

命，同时还具有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任务。
第三，发展阶段维度反映事物在历史方位中的

特质性表现。“发展阶段”是某个事物在特定历史

阶段表现出来的特质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

下，历史阶段的最重要特质，是某个历史发展阶段中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要素所表现出来的基

本国情。这种发展阶段的特质性，后来扩展为世情、
国情和党情。“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

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

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⑤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的

判断曾出现过两种倾向: 高估其发展历史阶段和低

估其发展历史阶段。前者把我国历史方位定位于从

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甚至提出跑步进入

共产主义; 后者低估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我

国历史方位定位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

段。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时说: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

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

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

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

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⑥1981 年党

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中国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进行

了定位，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范畴。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回答

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包含着对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定位和对基本国情特征的概括。
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两个不

变”的论断，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

2

中州学刊 2018 年第 1 期



要矛盾没有变。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三个不变”的

论断，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

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

有变。
第四，矛盾变化维度是判断事物所处历史方位

的内在依据。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

物的主要依据在于其包含的矛盾特殊性。矛盾变化

是绝对的，衡量矛盾所处历史方位新变化的依据有

两个要素: 一是在诸多矛盾中，主要矛盾变化是判断

历史方位变化的最主要的内在依据。这是因为，在

诸多矛盾中主要矛盾起着决定性、支配性和根本性

作用，规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二是主要矛

盾发生质变而非量变，是判断历史方位变化的主要

维度。矛盾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判断主要矛盾

变化的依据不是主要矛盾发生的量变，而是主要矛

盾的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后，关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论断，是判断我国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方位的重要依据。依据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

要矛盾，国家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任务，

进而在 1987 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

路线。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主要任

务和党的基本路线“四位一体”的整体性论断。

二、新时代历史方位的时间维度

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做出

了新的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此前发展

阶段相比较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新时代不仅是

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坐标的演进，还包括空间

维度、发展阶段、矛盾变化等新维度的变化，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发生的整体性和阶段性质

变。
第一，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出现了从强起来到

富起来的时间新坐标。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角

看，自 1840 年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历史衰败

点，到 1949 年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转折点，再到

2020 年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富起来的关键节点，

中华民族经历了从遭受欺辱、站起来的历史坐标，到

富起来的历史坐标，进而向强起来的奋斗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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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坐标上，

我们在 1949 年经历了站起来的时间坐标后，经过近

70 年奋斗，已经进入富起来的历史坐标，离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愈来愈近，这就是新时代历史方

位的时间坐标新维度。
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两个

100 年”交汇期。从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的时间坐标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两个

100 年”交汇期。1978 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现代化发

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就是“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三

步走”发展战略是衡量我国现代化所处方位的重要

时间坐标。1990 年实现温饱社会发展战略后，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实现中国现代化第二

步的重大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还

要规划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两个 100 年”交汇

期的时间坐标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的历史方位。

三、新时代历史方位的空间维度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

向现代化的多元路径。从现代化发展的空间维度

看，新时代历史方位的世界意义表现为中国拓宽了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逐步开辟了世界现

代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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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

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框架下、在相互交融

中，进行不同发展范式的较量和竞争。以美国、英国

为代表的早生内源性国家已经步入现代化行列，其

新自由主义模式成为许多国家效仿的模式。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自 1978 年破题后，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

显示出后发优势，其意义正在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

的界限。“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

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相继提出，显示出中国作

为后发外源性发展中国家对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

走向现代化途径的探索，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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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了多元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内

在超越资本主义的视界，并具有避免回到资本主义

的特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它

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而且在于它正努力为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一种替代经验。”⑨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科学社会主义

的外溢、示范效应。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空间新

维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不同社会制度

较量中逐步展示出制度优越性，显示出强大的外溢、
示范效应。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东欧剧

变后，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处于低谷状

态，“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甚嚣尘上。随

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弊端再度显现，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成就巨大。两种制度的一升一

降，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了低谷，同时也增

强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制度自信，提高了社会主

义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外

溢、示范效应日益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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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第三，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韬光养晦”逐步走

进世界舞台中央。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

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大，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

力也日益增强，为世界和平、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了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再到构建新型合作共赢的国际

关系，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

泛支持和认同。“中国的国际战略正在由‘韬光养

晦’变成‘有所作为’，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为关键

的角色。时至今日，中国不再是处于世界体系边缘

的旁观者，也不再是国际秩序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

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瑏瑡

四、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发展阶段维度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呈现出阶段

性特征。国情是决定历史方位中发展阶段变迁最重

要的基石。党的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

史方位后，开始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

涵和特征研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曾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出现若干具体发展阶

段;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并概括了这些新

的阶段性特征的内涵。“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

的具体表现。只有既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个大的历史阶段，又认真分析不同时期具体的阶段

性特征，才能准确判断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

并据以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瑏瑢

第二，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基本国情从量变转变

为阶段性“质”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既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又提出

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特征的判断。“全党

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

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

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瑏瑣“新

时代”就是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

情呈现新特征的概括。与此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阶

段性特征相比较，这种变化的特征是: 成就是全方位

的、开创性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反映出新

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从以前的阶段性量

变开始转化为阶段性“质”变。具体表现为: 我国生

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升，社会生产能力进入世界

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即将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水

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愈加完善，综合国力显著提

升。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从 1978 年以

来经过长期量变积累，开始出现阶段性质变，进而为

2050 年整体性“质”变奠定基础。

五、新时代历史方位的矛盾变化维度

第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性质发生了重

大变化。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主要

矛盾性质发生了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表

现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即矛盾主体与矛盾客体之间

的矛盾。衡量矛盾性质是否发生变化，主要看矛盾

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是否得到解决。从矛盾主体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看，人民衣食住行

的物质需要基本得到满足，开始向非物质需要的法

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元需求转变。从矛盾

客体看，“落后的社会生产”已被我国生产力显著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愈

加完善所代替。经过改革开放后近 40 年的发展，根

据矛盾主体和矛盾客体的双重变化，在原有主要矛

盾基本解决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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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提出了新的重大政治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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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第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现。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矛

盾主体需求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矛盾主体需求内

涵从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

为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矛盾

主体需求内涵从原来比较单一的物质利益需求向非

物质利益需求扩展; 需求的层次从原来衣食住行的

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转变; 需求的广度从物质

利益需要向公平、正义、法治等内涵扩展。二是矛盾

客体的特征从原来“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

衡不充分发展”。这里既有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有

发展不充分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包括城乡、区

域、群体、职业等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有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不充分表现

为我国社会生产力距离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生

产力质量还没有充分释放，也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

筑不完善的问题。此外，在同一个问题中既有发展

不平衡的问题，还有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两种问题交

织在一起。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是主要矛盾的主要

方面，“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相互掣肘，带来

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是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的主

要根源，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下

功夫去认识它、解决它”瑏瑥。

六、辩证地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方位的“变”与“不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

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

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瑏瑦要准确地把握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内涵，就必须把新时

代这个历史方位的变化与历史方位中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地位没有变

有机结合起来。从整体与局部、量变与质变、矛盾的

主要方面与矛盾的次要方面的不同关系中，全面、客
观、辩证地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

内涵中的变与不变。
第一，从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全面地看待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变与不变。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的总依据，它是涵盖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一个更大的历史方位。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只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历史方位的一个新阶段和时间新坐标。两者之间的

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我

们既要在局部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新变化、新特征和新矛

盾; 同时，还要从全局上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

国情不变和中国最大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不变的总

依据，清醒地看到“两个不变”对新时代历史方位的

制约。“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

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 不仅在

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

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瑏瑧

第二，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辩证地分析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方位呈现出的阶段性质变。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质、量互变规律作用

下，首先会出现长期的量变，进而发生阶段性“质”
变，最终会导致整体性“质”变。在这样一个过程

中，形成相互衔接而又有所不同的量、质互变递进的

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在改革开放

近 40 年长期量变的基础上，中国基本国情正处于从

过去站起来到现在富起来，并向强起来的目标迈进

的阶段性质变节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反映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长期量变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

情的阶段性质变，这种阶段性质变为第二个 100 年

中国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奠定了新的基础。因此，我

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经过经济社会长期

发展，我国开始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种新的阶

段性特征与此前发展变化相比较，最大的标志是出

现了阶段性质变，我们要准确把握新时代阶段性质

变的特质。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这种变化仅仅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质变，还没有导致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发生整体性、根本性质变。我们

要在量变、阶段性质变和整体性质变的关系中，辩证

地把握新时代我国历史方位变化的质、量互变内涵。
第三，从矛盾主要方面和矛盾次要方面客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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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变与不变的

对立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

位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变和最大发展中

国家的国际地位不变，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从影

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因素来看，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变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

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起着决定性和主导性作用，对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起着制约作用，规

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前进的方向。因此，

我们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要抓住

矛盾的主要方面，继续重点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国情这个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同时，还要看

到新时代历史方位还可以能动地反向影响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发展进程，通过有效解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出现的阶段性问题，来续写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新篇章，为 2050 年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开辟新道路。所以，我们从矛盾主要

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既要抓住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总依据这一矛盾主要方面，还要从整

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上，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这个

矛盾次要方面，实现分析和解决矛盾的“两点论”和

“重点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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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ing the Four Dimensions of Historical Posi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Xie Haijun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orientation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entry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a new era．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relevance that reflect the connotation of historical
position，we can judge new changes of historical posi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time coordinate dimension，the spatial location dimen-
sion，the development stage dimension and the contradiction change dimension． While analyzing the new changes in the historical posi-
tion of China in the new era，we should also see that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n the historical ori-
entation have not changed，an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has not changed． We should dialec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changes and invariance of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hole
and the part，the quantitative change and qualitative change，the major and minor aspects of contradiction．

Key words: new era; historical position; main contradicti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piri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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