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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復興的道路開啟新征程
——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的思考（下之一）

編者按

■今年 10 月 25 日，習近平率
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與中外記者見面。
與中外記者見面
。 資料圖片

《人民日報》昨日繼續發表任
仲平的文章，題為《使命，復興
的道路開啟新征程——學習黨的
十九大精神的思考（下）》，本
報全文刊發如下（A7、A8），標
題為編者所加。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將開
啟新征程。」
2017 年 11 月 10 日，越南峴港，習近平向
世界宣示，中國向着未來開始了一次新的
出發。
「中國已是一個真正的引領者！」「中
國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夠做成。」「迫不及
待地想去中國看看。」……30 分鐘的演
講，17 次熱烈的掌聲，中共十九大後，中
國國家領導人首次在國外發表的這一演
講，引來國際社會廣泛關注。闡釋中國理
念、把脈世界經濟、擘畫美好未來，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通往現代化強國的「新時
代」，讓渴求變革的世界看到了新希望。
在人類文明的馬拉松中，從「現代化」
一詞在 18 世紀中葉出現以來，這一歷程已
經走過近 300 年。今天，現代化仍是不同民
族、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共同願望，這
一任務還遠未抵達終點。讓和平的薪火代
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
的光芒熠熠生輝，世界需要東方的智慧，
世界期待中國的方案。
在中國發展的接力賽中，自 1954 年新中
國的領導人第一次提出「四個現代化」
起，從「兩步走」「三步走」「新三步
走」到「中國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
大實踐不斷拓展現代化路徑。過去 5 年的歷
史性成就和變革，將中國的發展帶入新的
方位。這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發展奇
跡的政黨，走到了人類現代化的最前沿。
「中共十九大書寫了中國『未來簡
史』。」「中國正在成為全球市場之網中
『新的服務器』。」「全球新未來最好的
希望來自中國。」……中共十九大後，世
界如此判斷。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
來，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向世界宣示，沿着
中國自己的道路，我們有能力讓中華民族
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有能力成為這
一場人類文明競賽中的領跑者，有能力為
世界的明天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中國道路豐富世界經驗
這是一條在挑戰中不斷淬火的道路，這
也是一條在創新中不斷向前的道路。
自近 40 年前改革開放大幕初啟之時，人
們就從未停止過對這條道路的打量。不同
之處在於，如今，那些曾以悲觀性視角遙
望東方、以偏見式質疑唱衰中國的人，不

得不以一種「新的姿態和筆觸」審視中
國。
十九大後，德國的《明鏡》周刊以中文
拼音「醒來」為當期的封面標題，稱「經
過 40 年的發展，中國在政治、經濟和科技
等多個領域已越過『超級大國』的門
檻」。幾乎同時，新一期美國《時代》周
刊以紅與黃的中國國旗色為封面，標題有
四個漢字——「中國贏了」。這本曾經稱
中國為「狂妄的被孤立者」、曾經斷言中
國「虛假繁榮」的雜誌，近年來已經 7 次將
習近平選為年度人物，並預言他「將成為
中國第一位真正的全球領袖」。
「不要人誇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
坤」。十九大之後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習
近平以這句詩表達中國共產黨人不慕虛
名、崇尚實幹的品格。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來自外部的評價只是我們反觀自己的
一個視角，面向未來，身處歷史之中的我
們，亟須將這極不平凡的 5 年從實踐經驗上
升為規律性認識。人類歷史的長河中，5 年
何其短暫，中國如何「醒來」，又靠什麼

「贏了」？
從內部看，是思想的旗幟引領了中國變
革，贏得了民心。去年 3 月，英國尤格夫調
查公司對 17 個國家的民眾調查顯示，41%
的中國民眾認為世界會變得更好，遠高於
其他國家。而中央有關部門對 5,682 名離退
休老同志進行的「我看十八大以來的變
化」調研中，最受稱讚的是人心的變化，
「黨心凝聚了、軍心穩定了、民心收攏
了」。這樣的信心和讚賞，源於 5 年全方
位、開創性的成就，源於 5 年深層次、根本
性的變革。當一些發達國家因失業率攀升
引發民眾不滿時，中國 5 年累計新增就業
6,500 萬人，超過了一個歐洲大國的人口總
量；當世界許多地區深陷貧窮漩渦，中國
農村貧困人口比 2012 年減少 5,564 萬人。內
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大地掀
起的時代浪潮，全面築牢中華民族「強起
來」的政治保障、制度根基、物質基礎、
精神支撐，全方位增進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從外部看，是中國道路豐富了世界經
驗，贏得了認同。在各個國際會議上，中
國的聲音總是備受關注：越南峴港亞太經
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到場前 5
分鐘，幾乎所有嘉賓都已經站了起來；在
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習近平 47 分鐘演講獲
得 30 多次掌聲，講到關鍵處幾乎是一句一
掌聲。中非、中拉、中阿、中國—東
盟……朋友圈越來越大，中國的發展道路
和發展模式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在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中國
自信地歡迎世界各國搭乘中國發展的快
車，自信地倡議「一帶一路」等讓各國攜
手同行的方案，自信地與世界各國分享自
己的發展經驗與發展道路。人們對習近平
說，中國像塊磁鐵，因中國的到來，這裡
高朋滿座。
164 年前，馬克思從「兩極相聯」規律切
入，分析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預言中國
可能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160 年前，恩格
斯分析中國人民面對野蠻的「文明販子
們」所進行的殊死抵抗，預言浴火重生的

中國將帶來「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時間這個偉大的書寫者，再次證明來自
兩位偉人的預言。當《習近平談治國理
政》作為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最新成
果，成為當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著
作之一；當這本「深藏中國治理之道」的
「思想讀本」，走進尼泊爾總統府、美國
高端智庫、塞爾維亞國家圖書館，並讓法
國前總理拉法蘭感嘆「政治抱負、治國理
念、宏大規劃和真情實感」；當越來越多
的人斷言「對國際秩序而言，中國過去曾
是『接收者』，現在志在成為『賦予者』
或『貢獻者』」，中國的發展不僅是令人
羨慕的物質成就，也成為發人深思的理論
課題。
被譽為「大道之源」的《周易》說：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意思是說，要想了解時代演變規律，就應
該從觀察天道運行和人間萬事萬物着手。
要了解這個文明古國在新千年的發展脈絡
和趨勢，最根本的方法，也是從理解中國
道路的運行開始。

執政有方 各項事業迅猛發展

「穩定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中國的成
就離不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一
個強有力的執政黨是中國取得成功的根本
保證。」……11 月 16 日，在「中共十九
大：中國發展和世界意義」國際智庫研討
會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成為來自世界
各地觀察者的一個「思想焦點」。
從搭建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四樑八柱，到
抓住「關鍵少數」推動法治建設；從近 20
萬駐村第一書記奮戰在脫貧一線，到推動
「一帶一路」建設惠及世界，過去 5 年，中
國共產黨既是戰略的規劃師，更是具體的
執行者，堅強的政治領導是中國砥礪前行
的火車頭。有觀察家總結，中國共產黨是
中國發生的大多數變革的推動者。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八個
明確」「十四個堅持」，加強黨的領導貫
穿始終，這更讓人清晰地感受到：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是中國道路最核心的內容。
有國外學者把西方的政黨比為「政黨有
限公司」，為了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團，互
相攻訐、拆台、打壓是常事。而在社會主
義中國的治理體系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
帳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
局分明。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把對民族的責任、對人民的
責任、對黨的責任，落實到使黨始終成為
堅強領導核心上，從根本上扭轉了一段時
間以來黨的領導虛化、弱化、空泛化現

象，從根本上確立了「黨政軍民學，東西
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的原則，從根
本上確保了進行偉大鬥爭、推進偉大事
業、實現偉大夢想中，「起決定性作用的
是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黨的領導作
用體現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體
現為總攬全局、同向發力的效率，體現為
高度的組織、動員能力，體現為長遠的規
劃、決策和執行能力。
這種「黨領導下的體制優勢」，可以有
各種列舉。除了被聯合國譽為中國對世界
最大貢獻的扶貧事業，中國的科技發展，
也可為例證。中國高鐵核心技術 3 年跨越西
方同行 30 年，高鐵網絡將覆蓋中國 80%以
上的大城市，運營里程世界第一；中國超
級計算機「神威·太湖之光」，登上全球
500 強榜首；中國金融科技彎道超車，去年
移動支付規模是美國的 50 倍。當未來學家
感嘆「中國將成為全球創新中心」，越來
越多的人試圖以中國為標杆，來定義世界
新的未來。

天眼蛟龍嫦娥 探空探海探月
被稱為「嚴謹得讓人頭疼」的未來學家
里夫金，在解釋為什麼中國「可以引領下
一次全球變革浪潮」時，除了說到中國領
導層的戰略眼光和重大決心，特別強調
「中國還有一些獨有的特色，使它具備引
領這個趨勢的能力」。因為「迎接變革所

需要的大量基礎設施建設、交通物流、新
能源的推廣、數字化的生態互聯網建設等
等，都不是依靠一個個公司單打獨鬥完成
的，國家力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方國家對此「力不從心」，而中國則
「以非常快的速度進行了發展」，「這些
足以成為下一輪全球變革不可或缺的優
勢」。「天眼」探空，「蛟龍」探海，
「嫦娥」探月……英國廣播公司的一篇報
道詳細描述了「中國的科學革命」，一開
始就驚嘆「中國正在把科學『超大
化』」。而「超大化」科學的背後，正是
「國家體制」的超大型支撐。
「抓住了就是機遇，抓不住就是挑
戰」，在過去 5 年裡，哪個國家能像中國這
樣，執政黨的總書記親自抓科技創新，告
誡全黨「如果科技創新搞不上去，發展動
力就不可能實現轉換，我們在全球經濟競
爭中就會處於下風」，拿出「國家力量」
在全社會掀起創新浪潮？2016 年，中國的
科技經費投入保持世界第二，與位列首位
的美國差距正逐步縮小。試想，沒有國家
在資金支持、人才培養、建設國家實驗
室、重大項目協同攻關等方面的統籌設
計，沒有國家對量子計算、超級電腦等短
期看不到商業價值和盈利模式的基礎科技
的投入，怎麼可能推動一些領域的科技創
新取得突破性進步、實現跨越式發展？沒
有對基礎設施建設、交通物流、新能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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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等的重金投入，沒有鼓勵「大眾創業萬
眾創新」的社會配套設施的系統性支持，
以及背後的國家實力支撐，中國互聯網公
司又怎麼可能勇猛精進地開拓出一個又一
個的應用場景，創造出「讓硅谷急於複製
的中國商業模式」？正是在黨的領導下用
足了制度優勢，中國才能運籌帷幄步步為
營，成為全球新浪潮的引領者。
現在的中國，就像時速 350 公里的「復興
號」，一直坐在車上的乘客感受不到速度
的驚人，倒是那些坐在普通客車上的乘
客，更能體會到「復興號」從身邊呼嘯而
過帶來的「中國浪潮」。這也是為什麼近
年來外國觀察家們，更為關注這條中國道
路上的「黨的領導」和「制度優勢」。
2017 年，中國全國財政醫療衛生預算安排

達 1.4 萬億元，醫保覆蓋率已達全部人口的
95%以上。對比一些國家醫療改革的步履維
艱，一位美國學者感嘆，中國的人口是美
國的 4 倍，卻讓十幾億人享受同樣的社會福
利，我們應該思考，中國是怎麼做到的？
「強大的黨是中國國家治理的政治主
體，為解決中國發展中面臨的問題提供了
好的平台。」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
所長鄭永年這樣總結。當中國對世界經濟
增長年均貢獻率達到 30%，超過美國、歐
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總和；當中國讓 7 億多
人口擺脫貧困，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
70%，誰還有理由質疑這樣的判斷：「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
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
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下轉A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