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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模式”与理论职责 
 

 
韩喜平 

 

 

【内容提要】“中国模式”的成功崛起引起了世界理论界的广泛而深入的关注，同

时也赋予了国内理论界重大而神圣的历史任务。国内理论界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

论研究过程中应当承担起总结中国特色，提炼中国经验；保持理性思考，坚持科学发展；

应对理论质疑，扩大世界影响；坚持理论创新，关注发展主题等重大职责。在机遇与挑

战并存的现时代，中国的发展更加迫切需要精神和学术的支持，需要理论界提供高层次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理论界应当承担起时代、民族所赋予它的历史职责。 

【关键词】中国模式  中国经验  中国特色 

作者韩喜平（1965-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  

130021）。 

 

 

中国经济社会的伟大成就震撼了世界，“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等已成为世界理

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应该承认，中国理论工作者在中国模式的成功崛起中已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重要责任。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起步；正是市场经济的

讨论，坚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的选择。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时代，中国的发展

更加迫切需要精神和学术的支持，需要理论界提供高层次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理论界应当承担起时

代、民族所赋予它的历史职责。 

 

一、总结中国特色，提炼中国经验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 8.1%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增加 77 倍，位次跃

升至世界第 3 位；我们用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2%的人口；人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

正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迈进。中国成功的历史经验需要认真总结。 

“中国模式”的成功崛起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选择，也就是一切从中国的实

际和国情出发，立足于走自己的路；就是着眼于以自己为主，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和消化自己的难题。

这既是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

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与创新的过程，

同时也是充满着困惑与争议、在曲折中走向胜利的过程。此时，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

研究，即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在理论思维的层面再现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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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理论环节。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是要在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

这种研究，从时间的维度上说，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现代转化。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产

生，是以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为时代背景，经典作家基本上是通过“批判”、

“革命”、“斗争”的话语来展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而和平与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就是要转换“革命”、“批判”和“斗争”的话语，建

立“和平”、“发展”和“建设”话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这种转换的实现，既需要理论工作者面向

现实，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中凝练、升华出理论结晶，也需要他们面向文本，深度挖掘经典

作家表层话语之下的精神实质与核心内涵，从而构造具有时代话语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从空间的维

度上说，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本土化，或者说是生成一种属于中国人的“地方性”知识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这种转换的实现，需要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化”

中国，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建立起时代化、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马克思主义才可

能逐渐扎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品质才能真正显现出来，中国人才

能对中国新时代的新矛盾、新问题作出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解决。 

2004 年初，党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一决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采

取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繁荣

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是党 根本的思想建设”。
①
这一工程，就是要对新中国建立以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作理论上的总结与反思，是对“中国模式”的一次理论升华，它

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理论要求不断提高，自觉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能力不断增

强。自这一工程实施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成果的总结和阐释、

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基本观点研究、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

设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就是从

不同的学科视角、不同的理论层面总结中国特色、提炼中国经验的过程。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自我发展的根本的总

的行动纲领。理论地再现这一行动纲领，是理论工作者当下的具体职责。理论工作者既要用学术化

规范性的语言提炼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内涵，还需要把这些理论具体化，以应对改

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从而完整地承担自身的理论使命。 

 

二、保持理性思考，坚持科学发展 
 

2009 年 12 月 13 日，中国新闻网转发香港《大公报》刊发的《为“中国崛起热”降降温》一文，

该文在盛赞新中国近 30 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提请国人在欣喜、自豪之余，还要冷

静，因为“中国崛起”带给别人可能是恐惧，带给自己的恐怕是别人强加而自身国力不可能承受的

责任。 

2007 年，《新华文摘》刊发一文，提醒国人冷静对待国外对中国发展充满复杂心态的赞誉，如

“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领袖之一”、“2020 年世界将有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等等，要求国人“不要

被中国超越美国论忽悠了”。这样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认为，理论界必须保持清醒头脑，虽

                                                        
①  李长春：《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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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2008 年登上了 3000 美元的新台阶，比此前专家学者的普遍预测提前了

两年，但人均仅排在世界第 104 位，仅相当于美国的 5%，日本的 6%，韩国的 10%左右。在世界财

富总量中，我国仅占 5%，欧盟占 31.4%，美国占 29.1%，日本占 10.3%。对此，党中央非常清楚，

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发展是第一要义，强调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是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

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所以，理论

工作者要在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等

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在进行中，“中国模式”还是未完成时，中国的发展问题需要

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解决。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理论界所承担的种种责任和种种现实

的理论研究，归结起来，就是为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提供理论的解决，或者说，是为

从现实走向理想的发展提供理想的图景，以期为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创新中国的理论，解决中

国的问题，是理论研究的实质性要求。这一要求，作为理论研究的规范性前提，应当成为理论工作

者的自觉。 

理论界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可能真正有益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科

学发展。为此，理论界首先应该在理论思维的前提层面警惕或破除几种错误的观念或思潮。 

其一，极“左”的学术立场。极“左”思潮往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站在一个绝对理想的

高度，以经典作家对理想社会的理想规划为依据，通过夸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矛盾或过去

遗留下来今天仍未解决的矛盾，来否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否定改革开放。以理想对抗现实，以

教条对抗创新是极“左”思潮的实质特点，说到底，还是拒绝对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极“左”思

潮不具有实践性，中国以往革命与建设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极“左”思潮因其绝对的

伦理立场，因其对教条的坚守，经常给人以正义、正统的印象，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其二，“全盘西化”的学术思维。无可置疑，中国的学术界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不加批判地

以西方现代学术来构造中国发展理论的学理支撑和理想图景，则是可疑的。因为在这种“全盘西化”

的学术思维的引领下，学者们会想当然地把西方的发展理想视为中国的发展目标，从而放弃对中国

发展理想的追寻；把西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自己发展进程中

的问题，从而放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把现实中的中国传统视为发展的基本障碍而进行整体性的批

判和否定，从而放弃对中国传统的深入研究。 终，放弃了对中国的现实和发展做切实的关注，也

就放弃了对中国的现实和发展作一种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理解的需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存在无

立场的学术思维。学术思维的“全盘西化”， 隐含着研究者割裂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的观念，而这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另一种表达。所以，学术

思维的“全盘西化”，不仅无助于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还会造成人们思想观念的混乱，动摇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终伤害的还是中国自身的发展。 

其三，极端实用的政治旨趣。为当前党和国家有关发展的政策和实践进行辩护，通过学理上的

合理性构造来阐释当下政治选择的正当性，对于政策和举措的宣传推广具有现实意义，因而是理论

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和职责，体现着理论研究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目标。可是，如果这种研究的出发

点是学术与政策的绝对的直接的同一，研究的目标仅仅是为了说明政策与实践的正确性，就是一种

极端实用的政治旨趣。因为这种旨趣经常是引导学者片面地论证政策与实践的积极意义，甚至常常

是把这一辩护推到极致，而政策与实践的局限性和未来的转变发展则避而不谈。尽管不能否认在具

体政策的框架内学术研究可以有一定的发展，我们还是要看到极端实用的政治旨趣的消极作用。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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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创新是实践对学术的基本要求，超越当下的实践，探索可能的实践才是学术研究的本己职责，

而这一职责只能实现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相反相成或否定性同一之中。也就是说，只维护当下

的政策和实践而不关注其未来发展的学术研究不是发展着政策和实践所需要的。以极端实用的政治

旨趣为导向的学术研究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创新意识，缺少自主性的品格和学术忠诚，永远是围着

现成的政策转，跟着已经展开的实践跑，既不是真正对政策负责，也没有太大实践价值。 

 

三、应对理论质疑，扩大世界影响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需要回应西方学术界的质疑和挑战。 

目前，西方世界已经接受了中国成功发展的事实，认为中国模式确实可以给整个世界带来机会，

但是不承认中国发展有着坚实的理论支撑。认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是

一种偶然，甚至认为未来发展的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麻烦”甚至是“灾难”， 中国模式对其他

国家的影响或示范作用，被当成是“中国威胁论”、“军事威胁”、“经济威胁”、“间谍威胁”

及“文化入侵”，等等。这些思想观念在西方理论界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颠覆性解读。如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异端论”、“唯意志主义论”，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非毛化论”、

“经济决定论”、“后社会主义论”、“实用主义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的“民族主义论”、

“新保守主义论”，科学发展观研究中的“混合论”、“中国威胁论”、“殊途同归论”，等等。这些观

点作为包裹着学术外衣的意识形态，既是对中国政治价值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理论界的挑战。面对

并回应这种挑战，国内学术界应当详尽地阐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关

系，考察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历史意义，加强对于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研究，厘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某些现代思潮的根本界限，从而消解西方学术界对于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曲解，反击西方对中国思想理论乃至意识形态的挑衅。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

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以开放的思维方式来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是构造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必要思路。也就是说，出于吸取教训借鉴经验以发展自身的考虑，出于和平

发展的愿望，国内的理论研究不是自我封闭的孤芳自赏，而应当保持着对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的尊重与开放。 

当代世界，各种各样的理论、主义、思潮层出不穷，相互激荡。我们应当承认，种种非马克思

主义，作为不同程度上的理论自觉，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时代性、世界性问题的思考和

解决，其间也存在着某些合理性的内容。仅就发展理论来说，瑞典经济学家冈纳· 缪达尔的《亚洲

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迈克尔·P.托达罗的《经济发展与第三

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法国社会学家佩鲁的《新发展

观》、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等所关注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在基本生

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与解放是如何可能的。他们的立场或观点不是我

们可以全然接受的，但是，他们的思路、提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等等对于我们来说，有些还

是具有“拿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中国化是中国模式内在的、长期的、客观的需要，

这就从客观上要求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在坚守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

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的前提下，吸收、包容它们的合理性因素来丰富自己的时代性内涵。 

更主要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受到日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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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世界推广价值，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

善人民生活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中国特色的开放道路、中国特色

的和谐社会建设道路、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的基本理念等等，其意义与价值已经越出国界，引起一

些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此情境中，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一种学术层次上的表达阐述方

式，既是完善自身理论的的需要，也有助于澄清人们的一些模糊认识，升华整个世界对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的理解，进而扩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因而也就是理论工作者的

对国家对世界应尽的重要职责。 

 

四、坚持理论创新，关注发展主题 
 

中国发展需要直面现实的矛盾与问题，创造性地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是理论界本己的职责。 

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 30 年走了西方 300 年的路程。这种跨越式发展，是通过历时性问题

的共时性解决来实现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中国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遗留、积累了

大量的矛盾。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000 美元到 4000 美元的阶段，将是一个关键

的转型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特别是在 21 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

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到关键阶段。这个阶段，简单地说是矛盾的凸显期、发展

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的

问题、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已经成为不可绕过不能拖延需要现时着手解决的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我

们还应当注意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当代世界的发展又是充满冲突的、不平衡的、没有把

握的探索过程。当下的情况是，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人类的问题相互制约，历史性问题与现

实性问题相互纠结，种种矛盾紧密交织，错综复杂。于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需要有现实的视野，

解决现实问题需要有历史的视野；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有全球的视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需要有中

国的视野；解决现实问题需要有未来的视野，构造未来需要有现实的视野；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

难度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显然，这些重大而复杂问题的解决，不只是政府或其他实践者的责

任，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中的学者应当有自己的担当。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

与思维方式的坚守与维护，对本国和外国实践经验的整理与反省，对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前瞻，

对党和国家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解读，是学术界本己的责任。做不到或做不好这一点，就是学

术界的失职。 

目前，对中国模式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政策研究层面，一是学术研究层面。

政策研究层面的研究，即对政策的理论解读往往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更加关注现

行政策的根据、来源、体系构造、意义作用等的分析，有极强的实证性与鲜活的现实性。对政策的

理论解读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大众化、通俗化。学术研究层面，即以哲学、政治学、

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专业知识为平台，面向文本，面向现实，通过学理关系的考辨为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提供 高层次的学理支撑，并探索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可能的道路与方向。学术层面的研

究虽然也与“中国模式”的实践活动有着内在联系，但形式上却相对独立，有极强的思辨性与厚重

的历史感。 

坚持理论创新，既是解决现实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

因而是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有机统一。前者主要体现为制度、操作等实践层面的探索，后者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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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为概念、理论层面的创新。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缺一不可。缺乏理论支持的实践探索不具有普

遍性和说服力，不会得到普遍的认同；缺乏实践支持的理论创新毕竟还只是停留在思维的层面，往

往只会被当作是没有实际价值的空洞的意向。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只有同步展开，才可能有它们的

相互促进。 

当然，实践研究与理论研究不是直接或机械的同一。理论研究是从逻辑上分析现代经济社会中

的各种形势、条件的存在及其发展的可能。内容的普遍、客观与逻辑的完整是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

具有理想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实践研究则是在现实具体条件下对理论研究成果的操作与运行，或者

是基于实践本身的探索与创造，可操作性与目的愿望的达成是实践研究的基本要求，具有现实性和

可操作性的特征。正因为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有所不同，才可能有彼此间的相互需要、相互修正、

相互选择。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在 21 世纪的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重心、发展动力、发展条件、发展

战略等是理论工作者的研究重心。中国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求理论工作者在寻找或构建一种符

合中国发展实践需要的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同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就是说，马克

思主义基本立场与科学精神的统一是中国发展研究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 广大的劳动人民自我解放、自我追求幸福生活的意向的理论表达。这就要求对

于发展的理论研究，首先是对劳动人民的生活与理想、命运与前途的真情关切，是对大众幸福生活

的真情关切。同时还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大无畏追求真理精神，这种精神与效用的精神、权

力意志的精神相对立，是一种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是一种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

甚至是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只有这样的理论研究，才能保障或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科

学的道路通达人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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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quo, Trend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Li Shenming 
 

    All kinds of derivativ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can only be understood until first 
making clear of the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crisis, and it is upon this understanding that 
scientific foresight of various arising trends of thought and planning on response measures can be made. 
When we study China’s countermeasures t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we must have firm confidence 
and strong awareness of security. There are “four major security issues” now, economic security especially 
financial one, social security, employment and distribution in particular, security in periphery territory and 
ideological security. Faced by these security challenges, we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arty’s 
theoretical work; stick to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dominated by public ownership while seeking 
co-development with other kinds of ownership; co-ordinate the overall situation with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spects; strengthen study on the macro, strategic and prospective issues. 
 
 

“China Model” and Theoretical Responsibility 
 

Han Xiping 
 
    The successful rise of “China Model” attracts far and wid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 of the 
entire worl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grants Chinese scholars with a grand historic duty. In the process of 
absorbing Marxism into China’s practice,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shoulder the following responsibilities: 
to summarize practi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distill China’s experiences, to perform rational 
thinking with a view to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o reflect on theories to deepen their influence, to carry ou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o pay attention to developmental themes, etc. 
 
 

On the Capitalist System Crisis behind the Greek Sovereign Debt Crisis 
 

Chen Shuoying 
 
    Greek debt crisis is the latest vari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started in America.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root deeply in capitalist system. Faced by periodic excess accumulation 
crises, the cor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transfer their domestic crisis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deprivation featured by creating depreciation assets during sovereign debt crises in periphery countries. 
After Greek debt crisis broke out, the euro is facing disintegration risks, while the dollar hegemony is 
consolidated. With the debt crisis spread in Europe, there will be more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fall into a debt trap, yet the austerity program proposed by the external aid will only exacerbate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edge and the cor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Greek debt crisis has once ag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