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访谈

中国 “新时代” 与世界 “大变局”
———访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教授

本刊记者

张国祚ꎬ 男ꎬ １９４８ 年生ꎬ 吉林长春人ꎬ 教授、 博士生导师ꎬ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ꎬ 湖

南大学岳麓学者 (领军岗)、 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ꎮ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

专家ꎬ 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马工程) 专家委员ꎬ 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

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ꎬ 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ꎬ «文化软实力» 主编ꎮ 曾任中宣部理

论局副局长、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ꎮ 先后在 «求是» «马克思主义研究»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红旗文稿»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２８０ 多篇ꎬ 出版专著和主编著作

３８ 部ꎬ 出版 ２ 部诗集 «沧桑足音» «瀚海叩舟»ꎮ 理论文献电视片 «航标» 总撰稿ꎬ 电视片 «社会

主义有点潮» 主创人员、 主讲嘉宾ꎮ

当前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两者同步交织、 相互激荡ꎮ
新时代与大变局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蒸蒸日上、 实干兴邦、 充满希望ꎬ 而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色厉内荏、 腐朽虚伪、 日趋衰落ꎮ 中国的新时代和当前世界的大变局是辩证统一的ꎬ 它们

相互联系、 互为因果ꎬ 共同为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大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ꎮ 那么ꎬ 如何从历史厚度和

理论深度上深刻理解新时代与大变局? 为此ꎬ 我们访问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教授ꎮ

一、 如何从总体上理解中国 “新时代” 和世界 “大变局”?

▲ (采访者简称▲ꎬ 下同):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以纵深的历史

眼光和宽广的全球视野指出: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ꎬ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ꎬ 两者同步交织、 相互激荡ꎮ”① 请您从总体上谈谈ꎬ 如何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这段重要讲话ꎮ
● (被采访者简称●ꎬ 下同):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话非常重要ꎬ 既是重大的历史判断ꎬ 也

是重大的现实判断和未来判断ꎬ 必须从大历史观出发去解读ꎮ 这里所说的 “当前”ꎬ 不是指眼下即

时ꎬ 而是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ꎮ 习近平总书记既然从 “近代以来” 谈起ꎬ 那么这里的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就要放到 “近代以来” 的历史长程去考察ꎮ 这里的 “百年” 之始ꎬ 无论

从时间节点ꎬ 还是从标志性历史事件来看ꎬ 都应该从 １００ 多年前的 １９１７ 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ꎮ 这不

仅因为 １９１７ 年恰是 ２０１８ 年的百年之前ꎬ 更因为十月革命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ꎬ 它使科学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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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理论变为现实ꎬ 打破了帝国主义独霸天下的世界格局ꎻ 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ꎬ 使中

国在漫漫长夜中看清了救亡图存的方向ꎮ 这里的 “未有之大变局”ꎬ 应该是指过去 “百年” 之中所

出现的各种变局ꎬ 都没有 “当前” 出现的变局更大ꎬ 更具有质的飞跃性ꎬ 更能使世界格局发生根本

性、 全局性的改变ꎮ 习近平总书记这段内涵丰富而深刻的论述揭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逻辑关联: 从中我们可以清醒意识到ꎬ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ꎬ 世界离

不开中国ꎻ 中国也只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发展ꎻ 因此ꎬ 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 “同步交织、 相互

激荡”ꎻ “新时代” 的到来是 “大变局” 的必然结果ꎬ 而 “大变局” 则是 “新时代” 来临的必要前

提ꎻ 中国 “新时代” 与世界 “大变局” 辩证统一、 互为因果ꎮ
▲: 是的ꎬ 世界大变局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ꎬ 这符合辩证法所揭示的规律ꎮ
●: 在这里我们必须清楚的是ꎬ 这个 “大变局” 的出现ꎬ 是渐进渐变的结果ꎮ 整个变化过程是

可以划分为阶段的ꎬ 是不断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ꎬ 每一质变都为新的量变奠基ꎻ 而量变和质变每完

成一个循环ꎬ 都会向着 “当前” 这个 “大变局” 接近一步ꎮ 为了深入理解这个 “大变局” 的来龙去

脉ꎬ 考察必须从 “百年” 之前的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背景开始ꎮ

二、 中国最黑暗的年代ꎬ 是世界近百年正向变局起步的催化剂

▲: 如果说中国 “新时代” 和世界 “大变局” 与刚刚过去的 “世界百年” 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关

联性ꎬ 这在情理之中ꎬ 那么ꎬ 为什么还要从考察 “百年” 之前的中国和世界开始呢?
●: 因为百年前的中国和世界是近百年中国和世界的成长之基和演变之源ꎮ 百年前正是 １９１７ 年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时ꎮ 如果再向前倒推 ６９ 年ꎬ 便是 «共产党宣言» 问世的 １８４８ 年ꎮ 这一年ꎬ 科

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诞生ꎮ «共产党宣言» 开篇写道: “一个幽灵ꎬ 共产主义的幽灵ꎬ 在欧洲

游荡ꎮ 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ꎬ 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ꎮ”① 从马克思恩格斯

这段生动的描写中ꎬ 我们不难意识到ꎬ 尽管当时的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思想还很弱小ꎬ 只

是尚未完全被认知的 “一个幽灵”ꎬ 但它已经使 “旧欧洲” 感到惊恐不安ꎬ 乃至各种反动势力已经

联合起来意欲对之进行 “围剿”ꎮ
▲: 但遗憾的是ꎬ １８４８ 年的中国对于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却浑然不知ꎮ 请您说说这方

面的情况ꎮ
●: 当时中国正处于 １８４０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 １８５６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正中间ꎬ 正加速沦为

备受西方列强侵略、 瓜分、 践踏、 凌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ꎮ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到辛亥革

命胜利前ꎬ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先后被迫和西方列强签署 ４０ 多个不平等条约、 被迫割让领土 １５１ 万平

方公里、 赔款 １２９６２０ 万两白银ꎬ 将治外法权拱手相让ꎬ 中国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ꎻ 乃至法

国作家维克多雨果面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都感到非常愤慨并予以谴责ꎻ 乃至英国人可以在上海

租界黄浦公园门口堂而皇之挂上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的招牌ꎻ 乃至一个德国军官面对八国联军在

北京肆意滥杀、 强奸、 劫掠的暴行写下 “做 １９ 世纪的中国人太悲惨” 的日记ꎮ 帝国主义的侵略ꎬ
加剧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ꎬ 民不聊生、 哀鸿遍野、 任人宰割、 暗无天日ꎮ 然而ꎬ 悲剧并不仅

仅发生在中国ꎬ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伴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ꎬ 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

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侵略行径日益加剧ꎬ 几乎把世界瓜分完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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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列强在扩张领土的同时ꎬ 加紧从经济上掠夺和控制落后国家和地区ꎬ 榨取了大量财富ꎮ
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伴而生ꎬ 形成了奴役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ꎮ 英国的殖民

统治范围涵盖了土耳其、 阿富汗、 伊朗、 印度、 缅甸和马来半岛等ꎬ 法国的殖民统治范围涵盖了土

耳其、 越南、 老挝、 柬埔寨等ꎬ 俄国的殖民统治范围涵盖土耳其、 伊朗、 中亚等ꎬ 德国的殖民统治

范围涵盖土耳其等ꎬ 美国的殖民统治范围涵盖菲律宾等ꎬ 日本的殖民统治范围涵盖朝鲜、 琉球等ꎮ
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ꎬ 整个非洲都属于西方殖民统治范围ꎮ 拉丁美洲实际上都是欧美帝国主

义国家的殖民地ꎮ 但是ꎬ 同时遭受英、 法、 俄、 日、 美、 德等帝国主义国家欺凌的国家ꎬ 则只有中

国ꎬ 中国陷入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以后ꎬ 中国逐步

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ꎬ 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 文明蒙尘ꎬ 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ꎮ”①

从 １９ 世纪晚期到 ２０ 世纪初ꎬ 中国几乎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ꎬ 灾难无比深重ꎮ 只有深知十月革命前

中国和世界的悲惨之烈和黑暗之深ꎬ 才能更加深刻理解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ꎬ 才能更深刻地理解

为什么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始变之初是从十月革命胜利起步ꎬ 因为正是十月革命撕开了旧

世界的黑幕ꎬ 催生了中国和世界正向变革的力量ꎮ

三、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

形成具有正向奠基的意义

　 　 ▲: 请您阐发一下ꎬ 为什么说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始变之初是从十月革命胜利起步的?
●: 任何变局都不是陡然发生的ꎬ 都有其历史渊源ꎮ 实质上ꎬ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是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长期较量的结果ꎮ １９１７ 年ꎬ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ꎬ 对于 “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具有正向奠基的意义ꎮ 因为它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从理论变成现

实ꎬ 已经取得了实践的重大成功ꎮ 但是ꎬ 十月革命胜利后ꎬ 被推翻的俄国贵族、 地主和资产阶级勾

结起来ꎬ 组成白卫军ꎬ 向苏维埃政权发起了反扑ꎮ 英、 法、 美、 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也企图在苏维埃

政权立足未稳之际将其扼杀ꎬ 于是这四个国家派出军队支持白卫军ꎬ 进行武装干涉ꎮ 但是ꎬ 这些武

装干涉最终都被代表新生进步阶级力量的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联红军所粉碎ꎬ 使新生的苏联政权得

到巩固ꎬ 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上获得广泛的传播ꎬ 给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 也给

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ꎮ 正如毛泽东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所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ꎬ 给我们

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ꎮ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ꎬ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

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ꎬ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ꎮ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ꎮ”② “走俄国人的

路”ꎬ 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 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 同帝国主义进行斗

争的道路ꎮ 十月革命后ꎬ “全世界” 包括 “中国” 纷纷尝试 “走俄国人的路”ꎬ 于是ꎬ “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 就从 “走俄国人的路” 开始启程ꎮ
▲: 请您谈谈当时世界上共产主义运动状况ꎮ
●: 那时的苏联犹如全人类进步的灯塔ꎬ 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支持和指导下ꎬ 许多国家 (包

括中国) 成立了共产党ꎬ 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 被压迫阶级日益觉醒ꎬ 反对剥削、 反对压迫、 反

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ꎬ 终于使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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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阶级作威作福、 为所欲为、 欺压劳苦大众的旧世界格局被掀动了ꎮ 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巩固后ꎬ 它

的影响与日俱增ꎬ 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ꎬ 伴随苏联红军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军的胜利

推进ꎬ 亚非拉地区反帝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不断高涨ꎬ 全世界绝大多数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纷纷

摆脱殖民主义枷锁ꎮ 战后初期的亚洲ꎬ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先后宣布独立ꎻ 印度

和巴基斯坦也摆脱了殖民统治ꎮ 非洲的突尼斯、 摩洛哥、 苏丹、 利比亚相继取得独立ꎮ 欧洲的奥地

利和爱尔兰获得了独立ꎮ 拉丁美洲地区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ꎮ 特别是ꎬ 在亚洲、
欧洲、 拉丁美洲出现一大批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ꎮ 如欧洲的南斯拉夫、 罗马尼亚、 保加利

亚、 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 阿尔巴尼亚、 匈牙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ꎬ 亚洲的中国、 朝鲜、 越南、
老挝、 蒙古ꎬ 拉丁美洲的古巴等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一度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义阵营ꎬ 大大地缩小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版图ꎮ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曾预言: “资本主义私有

制的丧钟就要响了ꎮ 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ꎮ”① 面对风起云涌的亚非拉革命和独立运动ꎬ 资本主义各

国剥削阶级惴惴不安了ꎬ 整个旧世界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ꎮ 这是由十月革命引起的世界近

百年来第一次举世关注的格局之变ꎮ

四、 新中国成立是促成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向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 新中国成立是近百年来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ꎮ 请您谈谈新中国成立对于 “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 形成的重要影响ꎮ
●: 在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ꎬ 资本主义在世界格局中占有绝对优势ꎮ 中国

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位、 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ꎬ 如果中国依然是积贫积弱的 “一盘散沙” 和 “东
亚病夫” 的旧中国ꎬ 它将继续遭受西方列强侵略、 瓜分、 掠夺、 凌辱ꎬ 继续充当西方列强的剥削对

象、 经济附庸和原料基地ꎻ 西方将有更强实力对付苏联、 围剿社会主义ꎮ 反之ꎬ 一旦中国摆脱帝国

主义压迫、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ꎬ 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就会显著增强ꎮ 因此ꎬ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ꎬ 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ꎮ
▲: 实际上ꎬ 中国革命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ꎮ
●: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ꎬ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现了第一次飞跃ꎬ 形成了毛泽东思想ꎬ 找到了一条有别于十

月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ꎮ 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不是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

级的社会主义革命ꎬ 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大众的、 反帝反封建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ꎻ 不是集中力量发动大城市的武装起义ꎬ 而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ꎬ 以农村包围城市ꎬ
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ꎮ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ꎬ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 ２８ 年艰苦卓绝、
百折不挠的浴血奋斗ꎬ 谱写出惊天地、 泣鬼神、 气壮山河、 波澜壮阔的伟大史诗ꎬ 推翻了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ꎬ 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ꎬ 赢得了民族独立、 人

民解放ꎬ 成立了新中国ꎬ 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ꎬ 使占世界人口 １ / ４ 的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站起来ꎬ 彻

底结束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 饱受欺凌的历史ꎬ 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ꎬ 从根本上改变了

世界力量的对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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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ꎬ 还必须提到抗美援朝ꎬ 对此您怎么看?
●: 是的ꎬ 最令世界刮目相看的ꎬ 是新中国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抗美援朝的伟大壮举ꎮ 朝鲜战

争爆发后ꎬ 面对侵朝美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 “饮马鸭绿江” “到中国东北过圣诞节” 的嚣张气

焰ꎬ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大智大勇的决策: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ꎬ
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ꎮ 在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中ꎬ 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ꎬ 狠狠地教训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ꎬ 使美军不得不临阵两易主帅ꎮ 美国最后换上的主帅克

拉克将军ꎬ 被迫和志愿军签署朝鲜战争停战协议ꎮ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ꎬ 凸显了新中国的大国

担当和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强决心和伟大魄力ꎬ 打出了国威军威ꎮ 从此以后ꎬ 西方列强再也不敢

小看中国ꎮ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ꎬ 使中国的威望空前提高ꎬ 使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一次出

现社会主义 “东风” 压倒资本主义 “西风” 的强劲势头ꎮ 可见ꎬ 新中国的成立是促成 “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 正向发展的关键性因素ꎮ

五、 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陷入低谷ꎬ 使近百年

世界的格局之变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不确定性

　 　 ▲: 我注意到ꎬ 您刚才在谈到十月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对近百年世界变局影响时ꎬ 认为影响都是

“正向” 的ꎮ 请问近百年来是否有 “负向” 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 请您举例说明ꎮ
●: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ꎬ 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ꎬ 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矛盾向前推动的ꎮ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ꎬ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ꎬ 往往直接反映为阶级矛盾和阶级

斗争ꎮ 因此ꎬ 无论哪种社会形态ꎬ 其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ꎮ 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 资本主义社

会取代封建社会ꎬ 都是一种阶级社会取代另一种阶级社会ꎬ 尚且充满矛盾和斗争ꎬ 社会主义要消灭

阶级、 消灭剥削、 消灭压迫、 消除两极分化ꎬ 难免遭遇剥削阶级更强烈的抵抗和反对ꎬ 难免遭到帝

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破坏和扼杀ꎮ 因此ꎬ 社会主义运动难免遭遇挫折ꎮ 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就

属于这类挫折ꎬ 其对近百年世界的变局肯定是 “负向” 的ꎮ
▲: 您对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怎么看?
●: 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有其偶然性ꎬ 也有其必然性ꎮ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特点是ꎬ 单一的

生产资料公有制、 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ꎬ 以及重工业过度优先的发

展战略ꎮ 这一模式曾使苏联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明显增强ꎬ 使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

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ꎬ 使苏联战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天然首领和学习样板ꎮ
但是ꎬ 苏联模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ꎬ 在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作用下ꎬ 也积累了一些矛盾、 演

变出一些弊端、 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ꎮ 由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把 “苏联模式” 神圣化了ꎬ 缺

少与时俱进、 自我革新意识ꎬ 所以没有解决好这些矛盾、 弊端和问题ꎮ 而斯大林逝世后ꎬ 赫鲁晓夫

大反斯大林ꎬ 大搞历史虚无主义ꎬ 全盘否定 “苏联模式”ꎬ 使苏联意识形态渐渐背离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ꎮ 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ꎬ 彻底背叛了十月革命道路ꎬ 开始推行所谓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

义” “新思维”ꎮ 其所谓 “人道的” 就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ꎬ 其所谓 “民主的” 就是放弃共产党的

领导ꎬ 搞多党制ꎬ 开放 “党禁” “报禁”ꎬ 庇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ꎬ 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阵地ꎮ 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ꎬ 实际上成了帝国主义 “和平演变” 战略的帮凶ꎮ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

部攻破的ꎬ 戈尔巴乔夫的所谓 “新思维” 很快导致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ꎬ 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

前所未有的低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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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ꎬ 许多国家的共产党ꎬ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ꎬ 或宣布解散ꎬ 或改旗易帜ꎮ 一时间ꎬ
原本把苏联作为自己榜样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短时间内都出现了政权更迭、 倒向西方ꎮ 一时间ꎬ 原

本和美国势均力敌、 针锋相对的超级大国苏联迅速解体了ꎮ 一时间ꎬ 只剩下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还

在坚持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制度ꎮ 一时间ꎬ 西方政客弹冠相庆ꎬ 唱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舆论席

卷全球ꎬ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 “黑云压城城欲摧” 之险境ꎮ 近百年来世界的正向变局遭遇了前所

未有之逆势冲击ꎬ 出现了 “冷战” 之后美国独霸超强、 肆意妄为、 令全世界进步人士十分担忧的局

面ꎮ 这是近百年来世界变局所遭遇的最典型的 “负向” 影响ꎮ

六、 世界近百年来的 “变局” 因中国 “新时代” 的

到来而出现根本性、 全局性、 充满希望的正向大飞跃

　 　 ▲: 您在前面多次谈到世界近百年来的 “变局”ꎬ 而没有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这是出

于什么考虑呢?
●: 你很细心ꎬ 是这样的ꎮ 百年来的 “变局” 是指百年来以往重要历史节点发生的格局变化ꎬ

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大变局” 仅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步出现的世界格局带根本

性、 全局性的大变化ꎮ 两者是有区别的ꎮ 这里所说的 “带根本性、 全局性的大变化”ꎬ 不是突然发

生的ꎬ 它是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ꎬ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陡然跌入低谷之后逐步发生的ꎮ 在此期间ꎬ 美

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了 «１９９９ 不战而胜»、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发表了 «大失败»、 美

籍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ꎬ 这些著作无不唱衰世界社会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ꎮ 在那严峻的时期ꎬ “中国崩溃论” 不绝于耳ꎬ “中国这面社会主义红旗到底还能打

多久?” 成了举世关注的问题ꎮ
▲: 当时ꎬ 中国是如何应对的?
●: 当此之时ꎬ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ꎮ 但邓小平同志不

愧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ꎬ 他坚定地说: “我坚信ꎬ 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ꎬ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ꎮ 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ꎮ” “不要惊慌失措ꎬ 不要

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ꎬ 没用了ꎬ 失败了ꎮ 哪有这回事!”① 他又明确提出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的

外交原则: 冷静观察ꎬ 稳住阵脚ꎬ 沉着应付②ꎮ 中国共产党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ꎬ 聚精会神搞建

设ꎬ 一心一意谋发展ꎬ 坚持党的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基本路线不动摇ꎬ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

事ꎬ 不断深化改革ꎬ 坚持扩大开放ꎬ 终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和风险考验ꎬ 保持经济长期高速发展ꎮ
▲: 实践证明ꎬ 我们党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ꎬ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ꎮ
●: 是的ꎬ ２００１ 年美国经济总量是中国的 ８ ２ 倍ꎬ 日本经济总量是中国的 ３ １ 倍ꎬ 到了 ２０１７ 年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ꎬ 美国的经济总量仅仅是中国的 １ ４ 倍ꎻ 日本的经济总量早已被中国反超ꎬ 中国

是日本的 ３ ０３ 倍ꎮ 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动力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ꎬ 中国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３０％左右ꎮ ２０１９ 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３％ ꎬ 但中国对全球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逆势上扬ꎬ 达到 ３９％ ꎮ 至于中国的减贫成就更是举世无双ꎬ 到 ２０２１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ꎬ 中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ꎬ 现行标准下 ９８９９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ꎬ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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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庄严

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ꎬ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ꎬ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了小康社会ꎬ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①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高度赞赏中国脱贫成就对

世界的贡献ꎬ 他认为这一非凡成就为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ꎮ
▲: 还有中国在抗疫斗争中的卓越表现ꎬ 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 中国在抗疫斗争中的卓越表现ꎬ 凸显了举国同心、 众志成城的制度优势ꎬ 凸显了中国共产

党 “生命至上” “人民至上” “以人民为中心” 的执政理念ꎬ 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精诚报国、 勇于

担当、 迎难而上的高尚品格ꎬ 凸显了中国政府协和万邦、 守望相助、 真诚支援其他国家抗疫斗争的

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ꎮ 中国赢得举世钦佩ꎮ 相比之下ꎬ 号称 “自由灯塔” “民主榜样” 的美国

的感染率、 病亡率都是世界第一ꎻ 美国政客们防疫无心无能、 专事政治操弄ꎬ 专事造谣甩锅抹黑别

国ꎬ 完全漠视人民生命ꎬ 完全突破道德底线ꎬ 使美国制度的腐朽堕落本性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ꎮ
面对美国病毒溯源的政治操弄ꎬ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 政党、 团体、 专家学者和媒体以不同方

式表达了对美国做法的反对ꎬ 同时赞扬中国对世界抗疫作出的重大贡献ꎮ 爱德曼 “全球信任度晴雨

表” 的最新数据显示ꎬ 人民对政府信任度最高的国家是中国ꎬ 达到 ９０％ ꎮ 与此同时ꎬ 美国糟糕的抗

疫表现、 狼狈不堪的阿富汗大撤退、 为谋出售核潜艇私利而和欧盟吵翻ꎬ 频频暴露出霸权主义、 强

权政治的虚伪和虚弱ꎮ
▲: 中美两国国际形象的 “中升美降” 形成鲜明对比ꎬ 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显著特

征ꎮ 美国霸权主义正在走向衰落ꎬ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蒸蒸日上进入新时代ꎮ 对此ꎬ 您怎么看?
●: 这个 “新时代” 的突出标志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 “三个意味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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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ꎻ 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 ２１ 世纪的中

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ꎬ 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ꎻ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理论、 制度、 文化不断发展ꎬ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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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ꎮ”② 回顾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之后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困境ꎬ 看看今日 “三个意味着”ꎬ 两

相对比凸显了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变化之巨ꎻ 不是世界 “小变局”ꎬ 而是世界带根本性和

全局性的 “大变局”ꎻ 不是经常发生的ꎬ 而是 “百年未有” 的ꎬ 而且是给全人类带来了朝气蓬勃的

新希望的大变局ꎮ

七、 世界的 “大变局” 和中国的 “新时代” 带来巨大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 您上面实际上回答了中国 “新时代” 何以影响了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ꎮ 请您再谈谈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中国 “新时代” 又意味着什么?
●: 对比百年前后ꎬ 世界格局变化之快、 变化之大ꎬ 令人惊叹不已ꎮ 这种 “大变局” 正从根本

上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ꎬ 给中国 “新时代”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难得

的机遇: 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主宰的单极世界正在加速消解ꎬ 而各国平等协商的 “多极世界” 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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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在形成潮流ꎻ “西方中心论” 正在让位于 “各美其美ꎬ 美人之美ꎬ 美美与共” 的文明互动ꎻ 西

方资本主义经济垄断世界市场的局面已被打破ꎬ 亚太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ꎮ 正

是伴随世界 “大变局” 的变化之快和变化之大ꎬ 中国不断展现出令世界惊羡的沧桑巨变ꎮ 中国早已

告别积贫积弱、 一盘散沙、 任人宰割、 面临亡国灭族的绝境ꎬ 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ꎬ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ꎬ 正在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引领者、 全球发展的主要贡献者、 公

正合理国际秩序的主要维护者、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推动者ꎮ 中国已经使科学社会主义走出

低谷而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赢得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有识之士的尊

重与赞赏ꎬ 中国在世界上的 “朋友圈” 越来越大ꎬ 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接近ꎮ
▲: 机遇从来都是与挑战并存的ꎬ 对此ꎬ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 新时代中国之崛起ꎬ 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ꎬ 深刻改变了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ꎬ 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ꎮ 越是形势大好ꎬ 我们越要保持

清醒头脑ꎬ 越要看到严峻的挑战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关键时期ꎬ 形势环境变化之快、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 矛盾风险挑战之多、 对我们党治国

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ꎮ 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ꎬ 霸权

主义、 强权政治是不会心甘情愿承认自己衰落的ꎮ 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ꎬ 到特朗普政府

挑起贸易战ꎬ 再到拜登政府拼凑美日印澳联盟、 美英澳防务合作ꎬ 美国支持香港暴乱、 散布新疆

“种族灭绝” 谎言ꎬ 不断以各种方式怂恿 “台独”ꎬ 不断在南海 “秀肌肉”ꎬ 不断挑拨东南亚国家同

中国的关系ꎬ 不断拉拢其盟国ꎬ 千方百计围堵打压、 遏制中国发展ꎮ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了围堵打

压中国ꎬ 无所不用其极ꎬ 毫无道德底线ꎬ 无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溯源问题上ꎬ 还是在俄乌冲突问题上ꎬ
不断造谣诽谤、 甩锅污蔑中国ꎮ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严峻尖锐的挑战ꎬ 我们必须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教导: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ꎬ 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ꎮ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ꎬ 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ꎮ 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 不懈奋斗ꎮ 今天ꎬ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ꎬ 同时必须准备付

出更为艰巨、 更为艰苦的努力ꎮ”①

八、 中国 “新时代” 和世界 “大变局” 为 ２１ 世纪

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打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 最后请您谈谈ꎬ 中国 “新时代” 和世界 “大变局” 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所昭示的共同道理只有一个:

马克思主义真行ꎬ 中国共产党真能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好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ꎬ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世界近百年来天翻地覆的

深刻变化ꎬ 皆源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ꎮ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深刻改变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深刻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深刻改变世界发展的趋势

和格局ꎬ 就是因为始终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ꎮ 为了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优势ꎬ 顺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ꎬ 我们务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 “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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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ꎬ 全面贯

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 把握时代、 引领时代ꎬ 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①

▲: 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ꎬ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 “时代是思想之母ꎬ 实践是理论之源ꎮ” 伟大的理论必然能回答伟大的时代之问ꎮ “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 必然不断提出新的时代课题ꎬ 要求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予以研究和回答ꎮ “新时

代” 的伟大斗争实践必然为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和更加丰富的沃土ꎮ 面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回答了 “新时

代” 背景下的时代之问: 我们究竟应该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 理论魄力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意识ꎬ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ꎬ 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ꎬ 推进一

系列重大工作ꎬ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ꎬ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ꎬ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ꎬ 已经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推向新境界ꎬ 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新的飞跃ꎬ 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ꎮ 这一光辉思想系统地阐发了当代

中国治党治国治军、 内政外交国防的理论ꎬ 包括一系列应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外交战略

思想: 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ꎬ 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ꎬ 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ꎬ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ꎬ 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 “一带一

路” 建设ꎬ 坚持以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

球伙伴关系ꎬ 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ꎬ 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

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ꎬ 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ꎮ
这些外交战略的实施ꎬ 伴随奇迹般的中国速度和中国成就ꎬ 正以中国立场、 中国原则、 中国方案弘

扬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坚持合作、 不搞对抗ꎬ 坚持开放、 不

搞封闭ꎬ 坚持互利共赢、 不搞零和博弈ꎬ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ꎬ 推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的历史车轮朝着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方向前进ꎮ 而在前进过程中ꎬ 不断为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

开辟新天地ꎮ
我们坚信ꎬ 只要坚持用不断发展的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ꎬ 引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驾驭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进程必将不可逆转ꎬ 必将不断凯歌高奏ꎮ

(编辑: 汪世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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