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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七十年与世界社会主义
——— “第十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 综述

石　 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十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北京召开ꎬ 论坛主题

为 “新中国七十年与世界社会主义”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单位承办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党组副书

记王京清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姜辉ꎬ 中国社

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出席大会并发言ꎮ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

全景ꎬ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ꎬ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郑科扬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ꎬ 以及来自全国的宣传文化系统、 科研单位、 高校的 ２００
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ꎮ 参加本届论坛的还有前民主德国总理、 德国左翼党名誉主席汉斯莫德

罗ꎬ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诺维科夫ꎬ 越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研究生院院长范文德ꎬ
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莫尔久洛ꎬ 纳米比亚驻华大使伊莱亚乔治凯亚莫ꎬ 法国共产党全国委员

会委员博卡拉等来自德国、 俄罗斯、 越南、 匈牙利、 纳米比亚、 法国、 意大利、 美国、 古巴、 巴西、
老挝、 日本等国家的近 ３０ 位专家学者ꎮ 与会专家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进行了回顾与思考ꎬ 探讨了关于新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影响、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世界意义

等论题ꎮ
１.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回顾与思考

如何看待 ７０ 年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 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是与会学者非常关注

的问题ꎮ 张全景指出ꎬ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ꎬ 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ꎬ 中国

共产党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ꎬ 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

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ꎮ
徐光春从四个方面解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继承性和开

创性的有机统一ꎻ 第二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ꎬ 独立思考和大胆创新的结果ꎻ 第三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深化了对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实践探索和思想认识ꎬ 既体现了社会发展的

目的性ꎬ 又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ꎻ 第四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自主性和开放性的统一ꎮ
郑科扬指出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奇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创新的必然成果: 第一ꎬ 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ꎬ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ꎻ 第二ꎬ 坚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过程中ꎬ 贯彻执行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的认识路线ꎻ 第三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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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活动以人民为中心ꎬ 这是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之基、 力量之源、 胜利之本ꎮ
朱佳木指出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

一ꎬ 是植根中国大地、 反映中国人民意愿、 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ꎬ 是中国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实行的科学社会主义ꎮ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ꎬ 我们将会

一如既往地警惕和纠正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观念ꎬ 也会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ꎬ
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ꎮ

伊莱亚乔治凯亚莫认为ꎬ 中国通过促进贸易和基础设施投资等ꎬ 造福于发展中国家人民ꎬ
有助于实现各国的发展ꎮ 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中国领导人以人民为主导的决策结果ꎮ 巴西圣保罗

州立大学政治和经济系教授艾拿度多斯桑托斯指出ꎬ 中国的发展道路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启发ꎬ
尤其是对非资本主义国家而言ꎮ 中国并未按照西方国家所设计的新自由主义道路来走ꎮ 中国成功避

免了落入崛起国家 (如 １９ 世纪末的德国) 必然会发起战争的陷阱ꎮ 蒂莫尔久洛认为ꎬ 新中国成

立的 ７０ 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历史见证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社会

政治发展模式之外的一种现实选择ꎮ
２. 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与思考

当今ꎬ 尽管中国的发展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生机和活力ꎬ 但 “资强社弱” 的整体态势仍

客观存在ꎮ 与会专家围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与发展、 新自由主义、 经济全球化、 共产国际、
左翼运动等论题进行了分析与讨论ꎮ

姜辉认为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ꎬ 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飞跃ꎬ 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ꎬ 使世界范围

内两种意识形态、 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ꎬ 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的深刻

转变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巨大的成功发展了自己ꎬ 也造福于世界ꎬ 在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

进步事业中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ꎬ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ꎬ 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历史意义ꎮ
汉斯莫德罗认为ꎬ 今天谈论世界社会主义ꎬ 不能指望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ꎮ 然而ꎬ 要

承认在探索社会主义前景的答案时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重要楷模ꎮ
诺维科夫指出ꎬ 当今ꎬ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ꎬ 而且这种意识形态比 １９ 世纪的自

由主义更粗鄙ꎮ 时至今日ꎬ 非常明显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已完全停滞不前ꎮ 世界上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在

不断增长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ꎬ 提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ꎮ
艾拿度多斯桑托斯认为ꎬ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取决于人们理解和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ꎮ

中国之所以能够以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方式崛起ꎬ 因为该国选择了适应其独有的 (历史和

文化) 特色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路ꎮ
３. 新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影响

新中国的成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乃至世界历史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ꎮ 中国革命曾受到共产

国际的支持与帮助ꎬ 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ꎬ
鼓舞了世界上同样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为独立而进行斗争ꎮ 新时代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实践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振了信心ꎮ
李慎明从战略机遇期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发展对世界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ꎮ 他认为ꎬ 从国

际看ꎬ 中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客观条件有以下五个: 第一ꎬ ２００８ 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ꎮ 资本主义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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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进一步激化ꎮ 第二ꎬ 哪里有压迫ꎬ 哪里有剥削ꎬ 哪里有分化ꎬ 哪里就有觉醒、 反抗和斗争ꎮ
第三ꎬ 世界上不同类型的反面教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警示与昭示ꎮ 第四ꎬ 人类第四次科技

革命已经拉开帷幕ꎬ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ꎬ 高新科技的发展ꎬ 只会进一步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

分化ꎮ 第五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克服艰难险阻ꎬ 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ꎮ
意大利 «２１ 世纪的马克思» 主编安德烈卡托内认为ꎬ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团结各国进步力量、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保卫世界和平、 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与会学者一致同意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ꎬ 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各国

共产党及左翼力量受到了鼓舞、 看到了希望ꎮ 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及左翼力量对马克

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ꎬ 并在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基

础上ꎬ 加强交流、 增强团结ꎬ 相互借鉴、 相互支持ꎬ 共同推进 ２１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ꎬ
必将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 使科学社会主义在 ２１ 世纪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ꎮ

４.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ꎬ 是新中国 ７０ 年外交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智慧结晶ꎬ 系统

思考了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怎样建设这个世界” 等重大课题ꎬ 为世界和平、 发展、 稳定、 繁

荣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ꎮ
王京清指出ꎬ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ꎬ 是新中国 ７０ 年外交

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智慧结晶ꎬ 也是中国对全人类的重要思想贡献ꎮ 为应对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

战ꎬ 习近平外交思想给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答案ꎻ 为应对国际风云变幻ꎬ 习近平外交思

想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ꎬ 坚定走中国道路ꎻ 为应对如何推动全球治理的问题ꎬ 习近平外

交思想提出了各国共商合作ꎻ 为应对如何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 为世界谋大同ꎬ 习近平外

交思想关注了全人类的共同命运ꎬ 向世界展现出积极向上的力量ꎬ 给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带来了稳

定和信心ꎮ
安德烈卡托内认为ꎬ 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ꎬ 老路已走不通ꎮ 习近平外交思想思考的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ꎬ 是普遍主义的ꎬ 而不是特殊主义的ꎮ 在新时代ꎬ 我们迎接中国发展的新阶段ꎬ 倡导世界

人民、 工人运动以及所有真正的民主和进步力量逐步远离帝国主义全球化危机ꎮ “一带一路” 倡议

通过给予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一个具体的实践方案ꎬ 有助于实现复兴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伟大理想ꎮ
这是一项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带来巨大潜力和发展的倡议ꎮ

古巴哈瓦那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全球金融趋势部副主任格蕾蒂斯佩德拉萨认为ꎬ 与中国 “一带

一路” 倡议有关的商业交易已扩展到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ꎬ 这将为双边经济关系带来根本性的

变化ꎮ 在中美战略矛盾日益加剧之际ꎬ “一带一路” 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扩展ꎬ 可以为该地区

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ꎮ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ꎬ “一带一路” 倡议至关重要ꎬ 满足了对商业合作、 国际投资和世界经济体

系的要求ꎮ “一带一路” 不仅有利于中国ꎬ 而且可以实现参与各国的共同成长和发展ꎮ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编辑: 张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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