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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中国人民将开启新征程。”

2017 年 11 月 10 日，越南岘

港，习近平向世界宣示，中国向

着未来开始了一次新的出发。

“中国已是一个真正的引领

者！”“中国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够做

成。”“迫不及待地想去中国看

看。”……30分钟的演讲，17次热

烈的掌声，中共十九大后，中国国

家领导人首次在国外发表的这一

演讲，引来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阐

释中国理念、把脉世界经济、擘画

美好未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往

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让渴求变

革的世界看到了新希望。

在人类文明的马拉松中，从

“现代化”一词在 18 世纪中叶出

现以来，这一历程已经走过近

300 年。今天，现代化仍是不同

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共

同愿望，这一任务还远未抵达终

点。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

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

光芒熠熠生辉，世界需要东方的

智慧，世界期待中国的方案。

在中国发展的接力赛中，自

1954年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提

出“四个现代化”起，从“两步走”

“三步走”“新三步走”到“中国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

拓展现代化路径。过去5年的历

史性成就和变革，将中国的发展带

入新的方位。这个创造了人类历

史上最大发展奇迹的政党，走到了

人类现代化的最前沿。

“中共十九大书写了中国‘未

来简史。’”“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市

场之网中‘新的服务器。’”“全球新

未来最好的希望来自中国。”……

中共十九大后，世界如此判断。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进入新

时代的中国向世界宣示，沿着中国

自己的道路，我们有能力让中华民

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能

力成为这一场人类文明竞赛中的

领跑者，有能力为世界的明天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这是一条在挑战中不
断淬火的道路，这也是一条在创
新中不断向前的道路。

十九大后，德国的《明镜》周刊

以汉语拼音“醒来”为当期的封面

标题，称“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

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多个领域已

越过‘超级大国’的门槛”。几乎同

时，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以红与

黄的中国国旗色为封面，标题有四

个汉字——“中国赢了”。这本曾

经称中国为“狂妄的被孤立者”、曾

经断言中国“虚假繁荣”的杂志，近

年来已经7次将习近平选为年度

人物，并预言他“将成为中国第一

位真正的全球领袖”。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

气满乾坤”。十九大之后中外记

者见面会上，习近平以这句诗表

达中国共产党人不慕虚名、崇尚

实干的品格。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来自外部的评价只是我们反

观自己的一个视角，面向未来，

身处历史之中的我们，亟须将这

极不平凡的5年从实践经验上升

为规律性认识。人类历史的长

河中，5 年何其短暂，中国如何

“醒来”，又靠什么“赢了”？

从内部看，是思想的旗帜引

领了中国变革，赢得了民心。去

年 3 月，英国尤格夫调查公司对

17 个国家的民众调查显示，41%

的中国民众认为世界会变得更

好，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中央有

关部门对5682名离退休老同志进

行的“我看十八大以来的变化”调

研中，最受称赞的是人心的变化，

“党心凝聚了、军心稳定了、民心

收拢了”。这样的信心和赞赏，源

于5年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源

于5年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当

一些发达国家因失业率攀升引发

民众不满时，中国5年累计新增就

业6500万人，超过了一个欧洲大

国的人口总量；当世界许多地区

深陷贫穷漩涡，中国农村贫困人

口比 2012 年减少 5564 万人。内

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中国大地掀起的时代浪潮，

全面筑牢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政

治保障、制度根基、物质基础、精

神支撑，全方位增进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从外部看，是中国道路丰富

了世界经验，赢得了认同。在各个

国际会议上，中国的声音总是备受

关注：越南岘港亚太经合组织工商

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到场前5分

钟，几乎所有嘉宾都已经站了起

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

47分钟演讲获得30多次掌声，讲

到关键处几乎是一句一掌声。中

非、中拉、中阿、中国—东盟……朋

友圈越来越大，中国的发展道路和

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

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下，中国自信地欢迎世界各国

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自信地倡议

“一带一路”等让各国携手同行的

方案，自信地与世界各国分享自己

的发展经验与发展道路。人们对

习近平说，中国像块磁铁，因中国

的到来，这里高朋满座。

（三）“稳定是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中国的成就离不开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个强有力
的执政党是中国取得成功的根
本保证。”……11月16日，在“中
共十九大：中国发展和世界意
义”国际智库研讨会上，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成为来自世界各地
观察者的一个“思想焦点”。

从搭建起全面深化改革的

四梁八柱，到抓住“关键少数”推

动法治建设；从近20万驻村第一

书记奋战在脱贫一线，到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惠及世界，过去

5 年，中国共产党既是战略的规

划师，更是具体的执行者，坚强

的政治领导是中国砥砺前行的

火车头。有观察家总结，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发生的大多数变革

的推动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八个明

确”“十四个坚持”，加强党的领

导贯穿始终，这更让人清晰地感

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

国道路最核心的内容。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对民族的责

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

落实到使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

核心上，从根本上扭转了一段时

间以来党的领导虚化、弱化、空

泛化现象，从根本上确立了“党

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

一切的”的原则，从根本上确保了

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

现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

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

的领导作用体现为“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制度，体现为总揽全局、

同向发力的效率，体现为高度的

组织、动员能力，体现为长远的规

划、决策和执行能力。

这种“党领导下的体制优

势”，可以有各种列举。除了被

联合国誉为中国对世界最大贡

献的扶贫事业，中国的科技发

展，也可为例证。中国高铁核心

技术3年跨越西方同行30年，高

铁网络将覆盖中国80%以上的大

城市，运营里程世界第一；中国

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

登上全球 500 强榜首；中国金融

科技弯道超车，去年移动支付规

模是美国的 50 倍。当未来学家

感叹“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中

心”，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以中国

为标杆，来定义世界新的未来。

“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

是挑战”，在过去5年里，哪个国家

能像中国这样，执政党的总书记

亲自抓科技创新，告诫全党“如果

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

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

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拿出

“国家力量”在全社会掀起创新浪

潮？2016年，中国的科技经费投

入保持世界第二，与位列首位的

美国差距正逐步缩小。试想，没

有国家在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建

设国家实验室、重大项目协同攻

关等方面的统筹设计，没有国家

对量子计算、超级电脑等短期看

不到商业价值和盈利模式的基础

科技的投入，怎么可能推动一些

领域的科技创新取得突破性进

步、实现跨越式发展？没有对基

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新能源推

广等的重金投入，没有鼓励“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配套设施

的系统性支持，以及背后的国家

实力支撑，中国互联网公司又怎

么可能勇猛精进地开拓出一个又

一个的应用场景，创造出“让硅谷

急于复制的中国商业模式”？正

是在党的领导下用足了制度优

势，中国才能运筹帷幄步步为营，

成为全球新浪潮的引领者。

（四）“作为有近百年历史的
政党，不断调整的中国共产党不
容易”，在研究中国共产党自我
修复的历程之后，英国剑桥大学
一位教授如此感叹。

5年前，刚刚就任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一句“打铁还需自身

硬”让无数人印象深刻。5年过去，

这句话已经成为习近平的“代表性

名言”。对于这个世界最大发展中

国家的执政党，一些人喜欢套用

“权力与腐败的公理”：权力导致腐

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他们认为，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

中共不仅会失去自我革新的意愿，

也会丧失自我净化的能力。然而，

习近平掷地有声的话语给出最有

力的回答：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就

不信这个邪！

视之为“最大威胁”，下决心

“猛药去疴”，警示“霸王别姬”，誓

言“上不封顶”，强调“没有休止符”

“永远在路上”……习近平的铿锵

话语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向腐败宣

战的决心。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的

各种讲话、文章中，数量最多、分量

最重的，就是关于党的建设的内

容。5年来，落马的高官一次又一

次成为新闻头条，仅仅十九大之后

1个多月，就有两个省部级“老虎”

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一位美国政治学教授在文章中写

道，习近平上任以来展开的反腐行

动是“自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最持久、最强硬的一次‘实

干’行动”。熟谙历史的人们更是

感慨：纵向看，翻开二十四史，没有

一个时代、没有一个时期反腐力度

如此之大；横向看，遍览世界各国，

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政党反腐

的决心如此之强。

十九大之后，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紧锣密鼓地推进，这让更多

人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反腐的“方

法论”。西方媒体评价，习近平希

望用更严格的纪律规定使其标志

性的反腐行动制度化。第一步

“不敢腐”，第二步“不能腐”，第三

步“不想腐”，这背后的逻辑思路，

正是由“打虎”“拍蝇”的震慑，到

制度笼子的约束，再到政治文化

的改变。十八大以后，党的各项

制度不断出台，党的纪律和规矩

不断强化，党的思想教育不断进

行，构成了反腐与倡廉的组合

拳。外国学者研究后判断：“习近

平已着手重塑他所认为的党应有

的样子，一个拥有理想与信念、高

度自律的政党。”

过去 5 年，国际舆论深深记

住了3个颇为形象的词汇：“打虎”

“拍蝇”“猎狐”。透过这3个词，人

们看到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看到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非凡

勇气。习近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

和政治智慧，向腐败这一“世界性

难题”宣战，重拳反腐重塑了中国

的“政治景观”，凝聚了发展的磅

礴之力，证明了这个即将走过百

年的大党能够解决好一党长期执

政中的腐败问题，能够保持发展

道路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强大政治

领导力，能够始终推动我们的国

家走向现代化。

（五）“我们渴望知道，能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到底有
什么秘诀？我想学习中国的发展
模式，找到适合我们国家发展的
道路。”2016年9月，北京大学未
名湖边的一间教室里，莫桑比克
财政部顾问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与他同窗的 47 名特殊“学

生”，是来自亚非拉27个发展中国

家的政府中高级官员及社会团体

领袖。这所被命名为“南南合作与

发展学院”的特别学院，是习近平

2015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宣布设

立的，首届毕业生的感言是“在中

国，我们增强了发展信心”。

独特的道路、独特的理论、独

特的制度、独特的文化，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丰

富和发展的中国道路，超越了“西

方中心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发

展中国家“走自己道路”的信心。

5年来，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所探索的成功经

验、所标注的崭新未来，甚至让欢

呼“历史终结”的人也开始“修正

观点”，重新思考和认识世界。

这是中国道路影响力的一

个注脚。2013年，执政坦桑尼亚

的革命党被认为很可能丢掉

2015年大选，观察中共反“四风”

和践行群众路线的行动，革命党

也决定由总书记率领书记处全

体成员“走基层”，与农民同吃同

住同劳动，问责不作为的政府官

员。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

高级官员人手一册《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深信中共的经验“能为

坦桑尼亚的发展提供解决方

案”。两年时间，革命党党员人

数从400万增加到600多万，最终

在“实行多党制以来竞争最为激

烈的一次”竞选中赢得了胜利。

大选结果让西方国家大跌眼镜，

革命党实现了浴火重生。

不仅是坦桑尼亚，那些治理

效率持续下降的发达国家和影响

力快速上升的新兴国家，都在习

近平的思想中，寻找有别于西方

传统发展和治理模式的道路。有

国外经济学家感叹：当中国为了

下一代而制订规划的时候，我们

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

举。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总结，

“中国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和长期

奋斗的决心是西方国家所经常缺

乏的”。当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党

还在搞“拳击赛”时，中国共产党

却在进行“接力赛”。更多人看

到，中国发展道路与西方有着根

本差异，“那种认为世界上只有一

种现代化，即西方现代化的观点，

是一种谬论”。不断发展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之路，打破了发展中国

家对西方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告

诫世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

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

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一直以来，有能力“辐射”富

裕和文明，是衡量一个国家为人类

作出贡献的重要指标。面对大发

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习近平给

出的中国方案、贡献的中国智慧，

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从增长贡

献、贸易贡献，到减贫贡献、绿色贡

献，再到发展经验贡献、治理经验

贡献、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已经超

过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全球公益

性产品”的最大提供者。未来的中

国，不仅会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工业产品”“思想产品”，更会为

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探索出更好的

实践路径和制度方案。

习近平曾说，我们这一代共

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

大文章写下去。推动中国巨变

的当代共产党人更有资格、更有

能力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

国的原创性贡献，把 500 年几度

起伏却最终大河奔涌的世界社

会主义潮流，推向一个新境界。

据新华社电

使命，复兴的道路开启新征程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考（下）

□任仲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