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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复兴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伟大成果，中国复兴之路蕴涵的话语资源是

中国对于人类的重大贡献。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道路的成功崛起，西方精心打造的诸多标识

性话语遭遇前所未有的解释危机，在世界学术舞台的统治力、解释力、话语权大为衰减。具体来

说，中国复兴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宣告了“别无选择论”的凋落; 中国复兴为人

类对美好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中国复兴开创了一种社会

主义性质的人类新文明，宣告了“西方中心论”的破产; 中国复兴为世界发展注入了中国动力，宣

告了“中国崩溃论”的崩溃; 中国复兴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

力，宣告了“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 中国复兴开辟了和平崛起、强而不霸的发展之路，宣告了

“国强必霸论”的退场。中国复兴正在改变西方话语世界化、民族话语西方化的一元话语格局，

人类社会有望迎来多元话语勃兴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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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复兴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伟大成

果，中国复兴之路蕴涵的文化精神、哲学智慧、
价值观念等话语资源是中国对于人类的重大贡

献。几个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世界的群体性

崛起，伴随着西方文明的世界化扩张，西方精心

包装了很多标识性概念和话语，比如别无选择

论、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中国崩溃论、社会

主义失败论、国强必霸论( 中国威胁论) ，这些标

识性话语服膺西方利益、体现西方立场，在全球

知识界具有强大的统治力和话语权。然而，西

方世界的话语权并非建立在真理之上，更多地

建立在力量之上，由偏见支撑起来的话语终究

是要破产的，由力量来捍卫的话语权也终将随

着国家力量的起伏而波动。进入 21 世纪，随着

中国道路的成功崛起，西方诸多标识性话语遭

遇前所未有的解释危机，在世界学术舞台的统

治力、解释力、话语权大为衰减，全世界有望终

结西方话语的世界霸权，改变一元主导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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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格局，迎来多元话语勃兴的新时代。

一 中国复兴绕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

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宣告

了“别无选择论”的谢幕

现代化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志向，但西方发

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否可以输出? 发展中国

家的现代化事业究竟路在何方? 长期以来，“别

无选择论”曾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具有绝对的统

治力和话语权。
撒切尔夫人有句名言“除了资本主义，他们

别无选择!”其意思是说，当今世界除了接受资

本主义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年，撒切尔夫人

针对二战后英国长期滞胀的“英国病”，开出了

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药方”。一时间“将世界

私有化”的潮流涌现，东欧国家、印度包括前苏

联竞相进行自由市场改革，撒切尔夫人也骄傲

地表示，人们不再担心染上“英国病”，他们排队

来领取英国的“药方”。
然而现实并没有像撒切尔夫人想象的那么

乐观，那些盲目按照英国“药方”“抓药”的国

家，在选择私有化、自由市场，选择走资本主义

道路后，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繁荣，很多都陷入

困境，不能自拔。资本主义道路并不能“包治百

病”，不是通用“良方”，也不是现代化的唯一

选择。
现代化方向无法绕开，通往现代化的道路

可以选择。中国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人

民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从未简单地进

入西方的发展逻辑之中。邓小平指出:“我们搞

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

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发展模式”②，“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

成果，但 不 会 照 抄 照 搬 任 何 国 家 的 发 展 模

式”③，“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通向现

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

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④。中国有 5000 年绵

历不衰的中华文明，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

国土，有 13 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力量，有

170 多年来经历的百折不回的历史命运，有 90
多年来走过的荡气回肠的光辉岁月，有 60 多年

来开创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有 40 年创造的

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

解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中国只能走自

己的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苏联模式的衍生品，不

是西方模式的当代翻版，也不是东亚模式的变

种。它没有迎合西方的意志，没有迷信书本的

教条，它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

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智造”，是

“世界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
中国式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内涵，中国不搞

全盘私有化，不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

经济的主导地位，不搞自由化，不搞西式政治制

度，不对华盛顿方面言听计从，不放弃意识形态

领导权，不放弃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放

弃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等，都决定了中国式现

代化与西式现代化的原则相反，与“华盛顿共

识”的信条相反，与苏联模式也大相径庭。当

然，中国借鉴了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目的并不

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吸纳资本主义的好，保存社会主义的好，结果一

定比资本主义更好。
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改变了全球发

展观念，打破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定论，打破了

“全球化 = 西方化”“现代化 = 西方化”的神话，

终结了西方模式主宰世界的线性史观，拓展了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希望独立发

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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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复兴绕开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框

架，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

方案，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民主自由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但民主自

由的制度框架究竟如何设计? 弗朗西斯·福山

凝练的标识性概念———“历史终结论”企图垄断

这个问题的解释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日裔美籍学者福山

提出，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

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①，是人类

社会形态进化的终点，这就是著名的“历史终结

论”。在福山看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冷

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彻底终结，人类历

史将只有一个方向、一条道路，那就是西方资产

阶级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西式自由民主将

是人类社会民主制度的终点，是最美好也是最

后的统治形式。
“历史终结论”既不符合过往的经验事实，

也背离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我们知

道，民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决定于一个

国家的经济基础，并最终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

水平。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只是一种国家形式，

是国家形式发展的一个阶段，随着历史的发展，

它终将为更高的国家形式所取代。列宁指出:

“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

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

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②这说明，一个国

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归根结底要与这个

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很难想象，生

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迥异的不同国家却能

共享一套模式。从专制到民主，从低级民主到

高级民主，从较高级民主到更高级民主，从民主

到民主的消亡，这是民主发展的辩证法。西式

自由民主绝不是民主演进的最后阶段、最高成

果，更不构成历史的终点，这种顶峰论完全不符

合历史演进的辩证法。我们也知道，生产力是

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

中。很难想象，生产力永无止境地奔涌向前，而

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体制却可以任凭风浪

起，我自岿然不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表明，历史

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中国道路彰显出，人类

社会发展的前景并未止步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

制度，“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但历史还在继

续，民主依然在路上，人类探索民主的道路没有

终点，人类的发展进步还有新的方向，“中国共

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

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③。

三 中国复兴摆脱了西方文明的羁绊，开

创了一种社会主义性质定向的人类新文明，宣

告了“西方中心论”的破产

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以及西方文明的全

球殖民，未来世界的文明图景究竟会呈现什么

样的格局? 西方文明是否将统治整个世界? 非

西方文明遭遇极限挤压后是否还有生存发展的

空间?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中心论”曾具有绝

对的话语权。
“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世

界文明源于西方，西方是文明的诞生地。西方

文化优于非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和政

治制度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世界其它

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应该遵从西方模式，学习西

方，复制西方，最终变成西方。
西方中心论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西方最

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最先享受到现代化成果。
西方中心论的逻辑推定是这样的，西方之所以

发展最好，关键在于西方的制度是优越的，西方

的发展模式是唯一的，西方的文化是先进的，西

方的价值观是普世的。西方因此成为世界的中

心，世界各个国家如果想走上文明大道，享受现

代文明成果，今后的任务就是向西方靠拢，与西

方接轨。
但是，进入 21 世纪，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最大的变局就是中国成功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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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成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了，由此导

致西方中心论破产了，这是中国崛起所导致的

文明反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

了西方几百年的路，取得了比西方更大的成绩，

付出了比西方更小的代价。这证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是有优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

管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的。这

证明，西方基督教文明只是地域性的文明，而非

世界性的知识; 西方发展模式只是人类通往现

代化的一条道路，而非唯一选择; 西方价值观只

是价值实现的一种形式，而非普世价值。这是

西方无法接受的，西方几百年形成了居高临下

的心理优越感、文明优越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傲慢被击碎了。
中国复兴告诉世界，世界是多元发展的，人

类文明也是多种多样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

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和风

俗习惯，在发展道路和制度设计、价值观念上异

彩纷呈，这也是人类文明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

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文明新的发

展形式，是世界文明成果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本国历史传统和具体国

情，吸收借鉴其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开

辟的新的发展道路、新的文明形态。中国道路

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特殊问题，同样也涉及全球

共性问题; 不仅形成独有的当代中华文明，也产

出能供世界共享的文明硕果。中国道路是中国

的，也是世界的。
2017 年 1 月 29 日，英国《独立报》网站刊文

称，西方主导全球舞台、英美“照自己的样子改

造世界”的日子已经结束，世界正进入中国发挥

影响力的时代，这不仅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世

纪的结束，也是西方领先的 500 年的终结①。中

国道路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也受益于人

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

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新的文明形态，中国道路会

为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增添光彩。

四 中国复兴惠及世界，为全球发展注入

了中国动力，宣告了“中国崩溃论”的崩溃

中国绕开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和制度框

架，能否顺利走向复兴? 能否对于人类有更大

的贡献? “中国崩溃论”就是西方给出的答案。
“中国崩溃论”的代表性人物首推美国学者

章家敦，他因出版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

行榜的《中国即将崩溃》而名声大噪，成为西方

世界争相邀约的名人，连美国国会都专门邀请

他举行听证会。2001 年 7 月，他狂妄断言，“中

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五年

……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当自

己的预言破灭之后，他—再调整中国崩溃论的

时间 表，从 2008 年 推 迟 到 2010 年、2011 年

……。2015 年 5 月 25 日，章家敦在《福布斯》网

站刊文，宣称中国应对经济下行的措施如果成

功了，“最多撑一年”，“如果失败了，那么几乎

所有的经济灾难都会降临，或许到今年第四季

度之前就会发生”。章家敦对华预测有明显意

识形态化和情绪化倾向，决定了他出谬论的概

率高达 100%。美国主流媒体不顾章反复闹出

的笑话，长期把他当作预测中国经济首屈一指

的人物来捧，也是一种价值观和情绪作祟的固

执。在美国显然有一些人像章家敦一样，太盼

着中国“崩溃”了。
此外，IFF 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也

持类似的观点，他说: “苏联也曾经获得过超高

速的增长，而且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出现

崩溃的迹象之前，它也一直被当成一种新的经

济发展模式。中国也有着与前苏联类似的扭

曲，它可以避免同样的突然崩溃的宿命吗?”②

美国学者德里克也认为，中国的问题“令人震

惊”: 不平等、腐败、生态问题、社会不稳定、言论

自由、民主赤字和法治进程等问题。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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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附属品。这种模式被广泛认为比

美国更不可持续①。2002 年 1 月，美国《中国经

济》季刊的主编斯塔德维尔把中国经济比喻为

“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2002 年 4 月 1
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题为《中国为什么造

假账?》的文章，认为中国作为经济大国是浪得

虚名，是建立在虚假数字基础上的。一时间，

“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他们的这些观点往往

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夸大事实，在中国持续稳

定发展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中国崩溃论”不攻

自破，沦为国际笑柄。
一个 13 亿多人口的大体量国家，经济持续

中高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这在世界上还没有

先例。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一枝独秀，经济

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

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中国发

展的步调更清晰，后劲更充足。
中国一直坚持共同富裕原则，大力推进减

贫扶贫事业，在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近五年来，贫困人口减少 6800 多万，易地扶贫

搬迁 830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10． 2% 下降到 3．
1%②。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贫困斗

争，被联合国誉为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
同时，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全球经济

稳定和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五年来，国

内生产总值从 54 万亿元增加到 82． 7 万亿元，

年均增长 7． 1%，占世界经济比重从 11． 4% 提

高到 15% 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③。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

长的发动机和主引擎，在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

中，持续发挥着“压舱石”和“助推器”的作用。
中国的发展也给世界发展带来了机遇，中

国一直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欢迎世界各国搭中

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中国

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积极

响应，作为东道国分别成功举办了 APEC 峰会、

G20 峰会、金砖国家峰会等大型多边合作会议。
另外，中国还在 2014 年成功挂牌“丝路基金”，

2015 年参与筹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2016
年主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低

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中国力量。中国在推动世

界经济发展、促进全球及区域合作方面做出了

重要贡献。

五 中国复兴突破了西方重重围堵，使科

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

机和活力，宣告了“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

两条道路、两种主义的较量已经持续了近

百年，今天是否迎来了一分高下的决定性时刻?

“苏东”剧变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获得了决

定性胜利? 长期以来，西方编织的“社会主义失

败论”曾在国际话语场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自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科学社

会主义从理论转变为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初

步探索到深化发展，推动了世界格局的调整和

人类社会的伟大变革。二十世纪末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遭受重创，陷入低潮，一时间“社会主义

失败论”“共产主义过时论”此消彼长，西方资

本主义世界弹冠相庆这一“世界性的胜利”。早

在 1988 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敏锐捕捉了社

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新变化，在他的《1999:

不战而胜》一书中，系统提出美国同社会主义国

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即在军事遏制的基

础上，发挥美国的经济优势，以经济援助和技术

转让等条件，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开

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

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

之门”。该书出版后不久，东欧局势剧烈动荡，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
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 6 国改

旗更张，共产党、工人党纷纷下台成为在野党，

或改变了性质。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政治风波之

中，苏联也正在通往西式自由民主之路上狂飙，

并于 1991 年解体，“社会主义失败论”似乎获得

了“经验支持”。当时，有人幸灾乐祸地宣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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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出现和消亡是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历

史事件。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就认为，共产

主义现象是一场历史悲剧，共产主义在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已遭到失败，进入“最后危

机”，并预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

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

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①。
然而，真理的光辉并没有熄灭，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继续星火燎原，社会主义展现出强大生

机活力。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说到: “世

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

克思主义是科学。”虽然“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

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

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

的方向发展。”②2017 年 11 月 6 日，俄罗斯《真

理报》刊发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的文章《十月

光芒指引未来》，文章指出，虽然“十月革命的主

要成就早已不复存在，但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

者———中国取得的成就却令人瞩目”③。同时，

俄罗斯《观点报》发表的《西方青年让列宁重返

大政治———26%的千禧一代美国人视列宁为英

雄》的文章，在分析列宁主义为何复兴时，指出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所取得的难以置

信的成果”④。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复兴的步伐日益加

快，西方遏制中国的脚步也日益紧逼。里根政

府的和平演变战略、克林顿政府的“接触 + 遏

制”战略、小布什政府的遏制中国战略、奥巴马

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

遏制中国的步子越来越紧，调门越来越高，力度

越来越大，真可谓一届接着一届干。然而，遏制

战略本身就说明中国成功了，西方从来不会青

睐一个失败的国家。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成

功突破了西方重重围堵，在大国的夹缝中逆势

崛起，经济体量越做越大，综合国力越来越强，

风景这边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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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了从

世界体系边缘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华丽转

身，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的发展证明: 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

会灭亡。具有 500 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

具有 170 多年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经

历了几次高潮和低谷的交替后，在中国这块古

老的东方热土重新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继承者们，以对真理的执着追

求和民族复兴的使命担当，在社会主义运动严

重受挫、陷入低谷时，毅然扛起了科学社会主义

的大旗，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种，深植于中国

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在当代

中国盛开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花，结出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果。科学社会主义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

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旗 帜 高 高 飘 扬 于 世 界

东方。

六 中国复兴秉持和平合作的理念，开辟

了和平崛起、强而不霸的复兴之路，宣告了“国

强必霸论”的退场

富强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共同期盼，但

恃强凌弱、谋求霸权是否是大国崛起的普世逻

辑? 中国强大是否也将走上霸权主义的不归

路? 西方将自身经验套用于中国，揣度中国的

国际战略和路径选择，“国强必霸论”“中国威

胁论”就是西方精心打造的标识性话语。
根据西方历史，国强必霸似乎是一个国家

强大过程中必然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取向，这是

典型的西方经验和西方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

过程中，充满了对抗、战争、掠夺，尤其是新兴国

家强大起来挑战守成大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和权

力结构时，往往通过对抗和战争来解决，也就是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在西方世界看来，“修

昔底德陷阱”是亘古不变的铁律，是任何国家崛

起过程中绕不过去的。面对中国日益强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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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必霸论”“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强大

必然影响世界安全的怪论不绝于耳。
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是中国道路不同于西

方模式的重要特点。这不仅源自中国传统“和

合”文化的滋养，也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

定的，还与中国遵循历史规律，顺应时代潮流，

把握世界大势，采取适当的战略措施密切相关。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

现实国情、独特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中国不会重

蹈西方国强必霸、霸极必衰的覆辙。中国自古

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从未有掠夺和占领

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先例。近代以来，中国经历

过被殖民奴役的历史，中国也和其他受压迫民

族一样，通过艰辛努力才赢得民族独立，因而更

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更加希望与世界

各国走上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之路。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讲，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

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

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
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①。

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中国道路是

一条和平发展之路。邓小平认为: 社会主义是

与霸权主义相背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损害

别国主权，搞霸权主义，那就既损害社会主义

在世界上的形象，又损害本国的社 会 主 义 事

业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改

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同时调整国际战略，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

和平外交政策，不争霸，不搞军备竞赛，不搞结

盟外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处理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倡导平等互利、合

作共赢。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国的

繁荣昌盛是趋势所在，但“国强必霸”的逻辑并

非历史定律。中国这头睡狮已经醒来，但它却

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无论什么

时候，中国都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将自

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永不称霸。中国通过维护

世界和平来促进自身发展，又通过自己的发展

来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做世界和平坚定的维

护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人民历经苦

难，所以更珍视和平; 中国致力于发展，所以更

需要和平; 中国期待美好未来，所以更爱护和

平。”③中国并不走西方殖民侵略的老路，更不

会通过战争和霸权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中国倡

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道致

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 责任编校: 张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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