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发展

——— “第十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
(外文版) 新书发布会” 综述

史鉴今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ꎬ “第十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 (外文版) 新

书发布会” 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ꎮ 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云南

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意识形态智库共同主办ꎮ 论坛设北京和昆明两个会场ꎬ 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和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ꎮ 来自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云南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山东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苏

州大学等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会ꎮ
论坛开幕式首先进行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 (外文版) 的新书发布会ꎬ 来自中国、

意大利、 越南的专家学者及出版方代表在致辞中高度肯定了国际共运黄皮书在国内外发行的重要意

义ꎮ 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于俊霄副院长主持ꎮ
会议期间ꎬ 国内外 ３０ 余位与会学者围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

发展” 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ꎮ
１.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态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教授在致辞中指出ꎬ 从世界范围来看ꎬ 社会主

义经历了从空想走向科学、 从理论走向实践、 从一国走向多国、 从曲折走向振兴的发展过程ꎬ 体现

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ꎬ 反映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ꎬ 昭示着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方

向ꎮ 建党、 夺权、 建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演绎的三部曲ꎮ 在世界之变中ꎬ “中国之治” 与 “西方

之乱”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ꎮ 在改革不断推进和深化中ꎬ 走向振兴或走向重新振兴成为社会主义发展

的鲜明特征和现实态势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主任潘金娥研究员对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态势进行了概括ꎮ 她认为ꎬ ２０２１ 年的主要动态特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共产党隆重庆祝百年华诞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赢得世界各国

的赞赏ꎻ 二是现有社会主义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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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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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ꎬ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ꎬ 加上俄乌冲突的爆发ꎬ 加大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风险ꎬ 世界局势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新的冲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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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与影响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郭强教授认为ꎬ 世界社会主义正在

走向振兴ꎮ 在生产力层面ꎬ 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和实际影响力大幅提升ꎻ 在

道路层面ꎬ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ꎬ 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给世界上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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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在价值层面ꎬ 无论在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ꎬ 社会主义观念和政策越来越被更多人认同ꎮ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推动下ꎬ 世界社会主义已经彻底走出低潮ꎬ 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
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ꎮ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罗骞教授认为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革命与建设、 理论与实

践、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重大关系问题上取得了成功ꎬ 积累了丰富经验ꎮ 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走向振兴的过程中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ꎮ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崔桂田教授提出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影响世界社会主义的

“主要标识” 体现在: 创新 “三大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形态、 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政治是世界政党文明新形态) 和改变 “两大格局”
(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格局ꎬ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东移ꎬ 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ꎻ
改变世界 “两制” 关系格局ꎬ “东升西降” 成为新态势) 方面ꎮ

意大利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 杂志主编安德烈卡托内教授指出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 ２０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成就之一ꎮ 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ꎬ 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越共中央党校新闻宣传学院哲学系主任阮明环教授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ꎬ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发展和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ꎬ 这一世纪伟业必将

越来越兴旺发达ꎮ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刘晨光教授从制度视角阐发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ꎬ 即更新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ꎬ 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ꎬ 使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更加普遍的可及性ꎮ
３. 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胡振良教授提出ꎬ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题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丰富的现代

化内涵回答了 “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和怎样建设现代化国家” 的基本任务ꎬ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新发展ꎬ 也是我们进一步探索现代化发展规律、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的根本遵循ꎮ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许宝友研究员从现代化视角审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贡献ꎬ

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ꎬ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本国实际出

发探索发展道路、 进行理论创新的宏伟力量ꎬ 其成功实践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

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建成的现代化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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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振兴产生了积极影响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轩传树研究员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

类文明新形态ꎮ “新” 就在于它是对资本主义文明、 传统社会主义和中华古代文明的继承超越ꎮ 从

基础、 结构和功能上看ꎬ 这种文明新形态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发展状态和相对稳定的表现样态ꎬ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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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 方向和影响上仍然有进一步拓展与完善的空间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室主任贺钦

副研究员指出ꎬ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ꎬ 社会主义国家应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

代要求和本质特征ꎬ 坚定不移地推进符合本国国情和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ꎮ
４. 国外政党政治和左翼政党发展态势特征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一级巡视员唐海军研究员指出ꎬ 当前国外政党碎片化演进呈现出四

个特点: 政党数量急剧增加ꎬ 政党更迭加快ꎻ 进入议会政党增多ꎬ 政党格局巨变ꎻ 新兴政党改写和

重塑本国政治版图ꎻ 部分传统大党分裂而式微ꎮ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 组阁难度加大ꎬ 政府声誉受损ꎻ
政策波动性增大ꎬ 政权稳定度下降ꎻ 政坛主导性力量换位或缺席ꎻ 小党搅局能量上升ꎮ 西方政党碎

片化特征表明ꎬ 西方民主制度部分失灵ꎬ 显示了西方制度存在的缺陷ꎮ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柴尚金研究员指出ꎬ 西方民粹主义思潮与极端政党融合

聚变ꎬ 加剧了西方政治民粹化倾向ꎮ 受其影响ꎬ 发展中国家在新形势下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呈现阶段

性和多元化的特征ꎮ 西方反全球化运动和一些新兴社会运动也具有某种民粹主义色彩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比较了拉美新一轮左翼回归同上一轮 “粉红色浪

潮” 的不同: 新一轮的左翼政府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与上一轮相比要困难得多ꎬ 发展势头

不如上一次ꎻ 新一轮的左翼政府多数属于温和左翼ꎬ 其主张与古巴、 委内瑞拉激进左翼政府有所不

同ꎬ 甚至往往对激进左翼政府和政党有所批评ꎻ 代表性组织是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ＡＬＢＡ)ꎻ 一些温

和左翼政府的执政地位并不稳固ꎮ 他认为ꎬ 拉美左翼政府第二次浪潮对中拉关系的发展将会发挥积

极作用ꎮ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林德山教授指出ꎬ 欧洲左翼政治目前处于困境的核心原因在

于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ꎬ 国家的传统职能受到了侵蚀ꎮ 欧洲左翼作出了两种战略选择: 一种是以

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的 “左翼政府”ꎬ 另一种是 “积极的左翼”ꎮ 在此背景下ꎬ 欧洲左翼民粹主义发

展起来了ꎬ 他们寻求超越传统左右政治ꎬ 重塑激进主义的边界ꎮ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茜副教授指出ꎬ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衰落ꎬ 为西方左翼力量重振创造了有利的历史契机和发展环境ꎬ 呈现出向 “左翼激进政治传统” 的

复归ꎬ 但也面临右翼威权民粹主义的挑战ꎮ
意大利 ２１ 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主席弗朗切斯科马林乔介绍了欧洲共产党左翼当前面临的

困境: 一是在欧洲出现了取缔共产主义组织和相关标识的运动ꎻ 二是在欧洲议会内部ꎬ 欧洲左翼联

盟本身就存在分裂ꎬ 内部分歧严重ꎬ 难以达成有效的政治协商ꎬ 导致其在国际层面也难以形成强大

的影响力ꎮ
越共中央党校新闻宣传学院国际合作处副处长阮氏秋红介绍了革新以来越南共产党对社会主义

民主认识的发展过程以及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所取得的成果ꎮ 越南共产党将继续为推进党内

民主和社会民主创造一切有利条件ꎮ 老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苏帕娃迪拉坎赛博士介绍了老挝人民

革命党九大以来建设法治国家的探索与成就: 注重立法机关作为人民权利的代表机关ꎬ 逐步完善与

加强立法机关在制定和完善法律方面的作用ꎻ 加强和完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ꎬ 按照严格的法律法规

管理国家ꎻ 完善司法制度和各级人民法院的职能ꎬ 培养对党、 国家和人民忠诚的干部和法律工作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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