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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
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 “第九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 综述

刘向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和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共同主

办ꎬ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国际合作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承办的 “第九届社会主义

国际论坛”ꎬ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ꎮ 论坛主题为 “新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理论

与实践”ꎮ 论坛分别在越南河内和中国北京设立分会场ꎬ 老挝代表团出席了河内现场会议ꎮ 来自中

国、 越南和老挝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围绕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理论问题”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实

践问题”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国际视角” 三个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ꎮ
在论坛开幕式上ꎬ 中国、 越南和老挝三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分别致辞ꎮ 中国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 党组成员甄占民在致辞中指出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的领导下ꎬ 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ꎬ 不但走出了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历史低

谷的阴霾ꎬ 更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自主探索ꎬ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ꎮ 近年

来ꎬ 社会主义国家总体步入了制度体系建设的稳定发展期ꎬ 开启了集中力量建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

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ꎮ 党代会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ꎬ 对各国的大政方针具有决定

性意义ꎮ 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ꎬ 这也将为大家进一步观察中国道路、 中国理

论、 中国制度提供又一次重要契机和窗口ꎮ 在世界 “资强社弱” 的整体格局下ꎬ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

仍将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 风险挑战和政治压力ꎮ 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

的交流互鉴ꎬ 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增强战略自信、 优化战略前瞻ꎬ 从而更加坚定地推进以国家繁荣

和人民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ꎮ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副院长邓春青在致辞中指出ꎬ 在当今时代背景之下ꎬ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既包

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ꎬ 也要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ꎮ 中国、 越南和老挝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在各自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ꎬ 这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政治

版图上日益重要的地位ꎬ 并为当今人类的共同发展贡献越来越多的物质和精神价值ꎮ 社会主义国家要

继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ꎬ 同时不断探索和创造新的、 符合各国具体历史

条件的方式ꎬ 以推动社会主义取得成功ꎬ 让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范围具有普遍性ꎮ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副院长坎腊西乔本潘在致辞中指出ꎬ 面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和复杂的国

际形势ꎬ 处于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老挝必须沿着社会主义道路ꎬ 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和绿色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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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应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方面的交流ꎬ 从而找到适合本国的模式ꎬ 实现新

时代老挝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愿望ꎮ
１.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理论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辛向阳指出ꎬ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深厚根源所在ꎬ 是万里长河的不竭源泉所在ꎮ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

则不是教条ꎬ 而是行动的指南和方法ꎮ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阐述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ꎬ 可以概括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社会生产ꎬ 对社会生产进

行有组织有目的的调节ꎬ 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原则ꎬ 合乎

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ꎬ 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ꎬ 无产阶级政党保持自身先进性、 纯洁

性、 道德性ꎬ 未来社会文明程度非常高ꎬ 整个社会共同富裕ꎬ 强大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等九个方面ꎮ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越来越强大ꎮ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原副院长范文德指出ꎬ 必须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越南的实

践中ꎬ 才能找到适合越南的社会主义模式ꎮ 越南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是民富、 国强、 民主、 公平、
文明ꎬ 为此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 发展知识经济、 促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ꎻ 发展社会主义定向

的市场经济ꎬ 建设富有民族特色的先进文化ꎬ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ꎬ 实现社会进步和公平ꎻ 坚定保障

国防安全、 社会秩序安全ꎻ 奉行独立自主、 对外关系多边化和多样化、 和平友好、 合作发展、 积极

主动融入国际的外交政策ꎻ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ꎬ 发挥民族大团结的力量ꎻ 等等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龚云强调ꎬ 新时代要高度重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ꎮ 他

指出ꎬ 新时代发展农村集体经济ꎬ 关系到中国农民共同富裕ꎬ 关系到中国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ꎬ
关系到实现乡村振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 新时代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紧

迫的任务ꎬ 需要有效路径和举措ꎬ 加强党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全面领导ꎬ 以改革创新精神发展农

村集体经济ꎬ 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主体作用ꎬ 培养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庞大队

伍ꎮ 应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农民共同富裕高度ꎬ 从实际行动上重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ꎬ 推动社会

主义农业实现第二次飞跃ꎬ 推进乡村振兴如期实现ꎮ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党组成员、 社会研究所所长坎鹏帖门达理指出ꎬ 为实现社会变革和建

设美好新社会的目标ꎬ 各国执政党必须建立起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发展需要、 符合时代发展趋势、
回答实践问题三个基本要求的理论基础ꎮ 老挝人民革命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凯山丰威汉思想作

为制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及外交等各方面政策的理论依据ꎬ 并在历届党代

会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认识ꎮ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所原副所长、 人类学研究所梁廷海指出ꎬ 越南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包括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ꎬ 文化的建设和人的发展是革新事业的目标和动

力ꎬ 越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 劳动人民、 越南民族的先锋队ꎬ 等等ꎮ 越南社会主义模式体现了越南

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和实践成就ꎬ 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贡献ꎮ
２.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实践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从不同的维度分别作出中国

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等历史方位和发展

阶段的重大判断ꎬ 充分体现了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的正

确把握ꎬ 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ꎮ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以来ꎬ 仍然强调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ꎬ 并作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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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新时代” 的重大判断ꎬ 其重要依据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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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党组成员、 历史与考古学研究所执行所长坎满西潘赛指出ꎬ 目前老挝

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全人类的社会主义建设仍面临诸多障碍ꎬ 在经济全球化、 世界多极化和多边合作

的时代背景下ꎬ 各国需要交流、 合作、 互鉴ꎬ 推动各国社会主义模式进一步发展ꎬ 为维护地区和世

界的和平、 稳定、 合作与发展作出贡献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研究部主任潘金娥指出ꎬ ２０２１ 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重大事件有: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赢得世界各

国的赞赏ꎻ 四个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召开新一届党的代表大会ꎬ 积极抗疫并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ꎻ
非执政的各国共产党坚持议会内和议会外斗争ꎬ 作出适应性调整以谋求生存和发展空间ꎮ 与此同时ꎬ
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巴黎公社和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回顾ꎬ 重温了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早期革命家的革命思想ꎬ 旨在以史为鉴ꎬ 应对现实挑战ꎮ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研究所博士陶氏明草指出ꎬ 经过 ３５ 年的革新ꎬ 越南社会主义模式的特

征更加鲜明ꎬ 国家建设革新呈现六个方面的总体变化: 实施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ꎬ 发展社会主义定

向的市场经济ꎬ 文化发展与人的发展ꎬ 实行民主、 社会公平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ꎬ 执行进步的

对外路线ꎬ 建设纯洁坚强的党ꎮ
３.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国际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贺钦介绍了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新进展ꎮ 她指

出ꎬ 古巴共产党八大强调ꎬ 古巴社会经济模式更新必须坚守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ꎮ 在封锁与疫情的

双重考验下ꎬ 古巴人民在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下ꎬ 不断深化经济模式更新ꎬ 加强民生保障与疫情防控ꎬ
积极拓展多元外交与国际合作ꎬ 为建设繁荣、 民主与可持续的古巴社会主义而不懈奋斗ꎮ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执行所长潘冯萨坎班雅指出ꎬ 老挝与越南、 中国、 古巴

和朝鲜建立了作为朋友、 兄弟及同志的牢固友谊ꎬ 今后将继续争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 越南

的支持ꎬ 全面深化与朝鲜、 古巴的关系ꎬ 力图提升社会主义国家在当今世界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ꎮ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东北亚研究所朝韩研究中心主任阮氏深介绍了朝鲜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

的革新ꎮ 她指出ꎬ 自朝鲜确立 “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的新路线以来ꎬ 侧重经济管

理体制的调整ꎬ 从宪法、 法律、 法规和政策各方面规定 “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度”ꎬ 并落实到

各层级经济单位的工作中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荀寿潇介绍了朝鲜劳动党指导思想的演变与新发

展ꎬ 指出金正恩进一步发展了朝鲜劳动党的唯一指导思想金日成金正日主义ꎬ 回答了 “怎样建设朝

鲜式社会主义” 的问题ꎬ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将其本质归结为 “人民群众第一主义”ꎮ
在讨论环节ꎬ 与会学者围绕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改革进程中面临的风险挑战、 世界社会主义发

展的新动向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应对策略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交流ꎮ 三

国学者还共同展望了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ꎬ 越南和老挝学者表达了对中共

二十大的热切期待和良好祝愿ꎮ 在闭幕式上ꎬ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副院长邓春青致闭幕词ꎮ 根据三

方商议ꎬ “第十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 拟于 ２０２３ 年召开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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