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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復興的信念凝聚國人心
——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的思考（下之二）

度不斷出台，黨的紀律和規矩不斷強化，
黨的思想教育不斷進行，構成了反腐與倡
廉的組合拳。外國學者研究後判斷：「習
近平已着手重塑他所認為的黨應有的樣
子，一個擁有理想與信念、高度自律的政
黨。」

打虎拍蠅獵狐 治黨成效卓著
過去 5 年，國際輿論深深記住了 3 個頗為
形象的詞彙：「打虎」「拍蠅」「獵
狐」。透過這 3 個詞，人們看到全面從嚴治
黨成效卓著，看到中國共產黨自我淨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非凡勇
氣。習近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
慧，向腐敗這一「世界性難題」宣戰，重
拳反腐重塑了中國的「政治景觀」，凝聚
了發展的磅礴之力，證明了這個即將走過
百年的大黨能夠解決好一黨長期執政中的
腐敗問題，能夠保持發展道路中居於核心
位置的強大政治領導力，能夠始終推動我
們的國家走向現代化。
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這樣的情景並不
罕見：有些國家借助於後發優勢，在一定
時期內實現經濟快速增長，但最終停滯不

前甚至灰飛煙滅，比如曾經盛極一時的蘇
聯，比如亞非拉地區的「失敗國家」。一
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的執政黨執政
能力欠缺，推進的現代化不是全面的現代
化，或是權力未被制約，或是政府市場錯
位，或是發展顧此失彼，在構建現代國家
中遭遇致命挫折。
被觀察者視為「習近平改善國家治理一
大支柱」的反腐，從一開始就致力於「把
權力關在籠子裡」，致力於釐清「政府與
市場」的邊界，在提高執政能力的同時，
探索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自身建設問
題，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不斷完善提供了
一整套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指引。這一場中
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稱之為對黨的「重
新鍛造」也毫不為過。當今世界，新自由
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潮風行，作為意識
形態特徵明顯的傳統政黨，不少西方國家
的共產黨日益邊緣化，現實中的內外環境
並不樂觀，世界社會主義在總體上還處於
低潮。但中國共產黨以自身建設，提供了
馬克思主義政黨發展的現代視野，證明了
馬克思主義政黨在現在與將來，都有着強
大的感召力、蓬勃的生命力。

■2017 年，新時代的開創者為中國道路找到了深厚的歷史根源，也為中國未來凝聚起強大信心。圖為今年 7 月 30 日舉行的慶祝中國人
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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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未來砥礪人心 擁抱世界和平崛起
2015年9月，習近平在美國西雅圖會見中
美互聯網論壇主要代表。總市值超過 2.5 萬
億美元的美國十大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悉
數到場。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庫克對此印
象深刻，他對記者說：「當時你們感到房
間在震動了嗎？」
讓人們震動的，不僅是一個大國的和平
崛起，更是一條獨特現代化道路的勃興，
一種社會制度的力量。

「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
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
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1949 年，共和國的締造者眺望美好未來，
以此砥礪全黨和人民。
「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無
比廣闊的時代舞台，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
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2017年，
新時代的開創者為中國道路找到了深厚的歷

史根源，也為中國未來凝聚起強大信心。
凡是過去，皆為序章。新時代的大門已
經推開，更廣闊的世界等待着我們的奮
鬥，更輝煌的未來等待着我們的書寫，中
國共產黨人永遠目光向前，恰如青年馬克
思曾經的預言：
「我們感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而可憐
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萬人，我們
的事業並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

中國發展模式 激勵發展中國家

（上接A7版）
「作為有近百年歷史的政黨，不斷調整
的中國共產黨不容易」，在研究中國共產
黨自我修復的歷程之後，英國劍橋大學一
位教授如此感嘆。
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中，「不斷調整」的
意思，以「趕考」這個生動的意象來表
達。這一毛澤東在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之
時的說法，近年來為習近平反覆引用。
「這場考試還沒有結束，還在繼續。」從
執政中國的趕考，到發展中國的趕考，再
到民族復興的趕考，習近平所說的趕考，
不僅是黨領導中國改革發展，也是黨自身
建設的改進。
5 年前，剛剛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一句「打鐵還需自身硬」讓無數人印象
深刻。5 年過去，這句話已經成為習近平的
「代表性名言」。對於這個世界最大發展
中國家的執政黨，一些人喜歡套用 「權力
與腐敗的公理」：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
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他們認為，在一黨
執政的條件下，中共不僅會失去自我革新
的意願，也會喪失自我淨化的能力。然
而，習近平擲地有聲的話語給出最有力的
回答：我們中國共產黨人還就不信這個
邪！
視之為「最大威脅」，下決心「猛藥去
疴」，警示「霸王別姬」，誓言「上不封
頂」，強調「沒有休止符」「永遠在路
上」……習近平的鏗鏘話語背後，是中國
共產黨向腐敗宣戰的決心。十八大之後習
近平的各種講話、文章中，數量最多、分
量最重的，就是關於黨的建設的內容。5 年
來，落馬的高官一次又一次成為新聞頭
條，僅僅十九大之後 1 個多月，就有兩個省
部級「老虎」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審
查。一位美國政治學教授在文章中寫道，
習近平上任以來展開的反腐行動是「自
1970 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持久、最
強硬的一次『實幹』行動」。熟諳歷史的
人們更是感慨：縱向看，翻開二十四史，
沒有一個時代、沒有一個時期反腐力度如
此之大；橫向看，遍覽世界各國，沒有哪
個國家、沒有哪個政黨反腐的決心如此之
強。
十九大之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緊鑼密
鼓地推進，這讓更多人注意到中國共產黨
反腐的「方法論」。西方媒體評價，習近
平希望用更嚴格的紀律規定使其標誌性的
反腐行動制度化。第一步「不敢腐」，第
二步「不能腐」，第三步「不想腐」，這
背後的邏輯思路，正是由「打虎」「拍
蠅」的震懾，到制度籠子的約束，再到政
治文化的改變。十八大以後，黨的各項制

■ 2014 年 3 月 17 日，習近平在河南省蘭考
縣參觀焦裕祿同志紀念館時同焦裕祿親屬和
基層模範幹部代表親切交流。
基層模範幹部代表親切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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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渴望知道，能成為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到
底有什麼秘訣？我想學習中
國的發展模式，找到適合我
們國家發展的道路。」2016
年 9 月，北京大學未名湖邊
的一間教室裡，莫桑比克財
政部顧問提出這樣一個問
題。
與他同窗的 47 名特殊「學
生」，是來自亞非拉 27 個發
展中國家的政府中高級官員
及社會團體領袖。這所被命
名為「南南合作與發展學
院」的特別學院，是習近平
2015 年 9 月在聯合國總部宣
佈設立的，首屆畢業生的感
言是「在中國，我們增強了
發展信心」。
獨特的道路、獨特的理
論、獨特的制度、獨特的文
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所豐富和發展
的中國道路，超越了「西方
中心論」，極大地激發了廣
大發展中國家「走自己道
路」的信心。5 年來，中國
在現代化道路上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所探索的成功經
驗、所標註的嶄新未來，甚
至讓歡呼「歷史終結」的人
也開始「修正觀點」，重新
思考和認識世界。
這是中國道路影響力的一
個註腳。2013 年，執政坦桑
尼亞的革命黨被認為很可能
丟掉 2015 年大選，觀察中共
反「四風」和踐行群眾路線
的行動，革命黨也決定由總
書記率領書記處全體成員
「走基層」，與農民同吃同
住同勞動，問責不作為的政
府官員。這個國家的執政黨
和政府高級官員人手一冊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深
信中共的經驗「能為坦桑尼
亞的發展提供解決方案」。
兩年時間，革命黨黨員人數
從 400 萬增加到 600 多萬，最終在「實
行多黨制以來競爭最為激烈的一次」競
選中贏得了勝利。大選結果讓西方國家
大跌眼鏡，革命黨實現了浴火重生。
不僅是坦桑尼亞，那些治理效率持續
下降的發達國家和影響力快速上升的新
興國家，都在習近平的思想中，尋找有
別於西方傳統發展和治理模式的道路。
有國外經濟學家感嘆：當中國為了下一
代而制訂規劃的時候，我們的一切計劃
都是為了下一次選舉。法國前總理德維
爾潘總結，「中國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和
長期奮鬥的決心是西方國家所經常缺乏
的」。當西方一些國家的政黨還在搞
「拳擊賽」時，中國共產黨卻在進行
「接力賽」。更多人看到，中國發展道
路與西方有着根本差異，「那種認為世
界上只有一種現代化，即西方現代化的

觀點，是一種謬論」。不斷發展的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之路，打破了發展中國家
對西方現代化的「路徑依賴」，告誡世
界「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主義，關鍵
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
歷史性課題」。

全球治理貢獻超西方發達國家
一直以來，有能力「輻射」富裕和文
明，是衡量一個國家為人類作出貢獻的
重要指標。面對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
世界，習近平給出的中國方案、貢獻的
中國智慧，讓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從
增長貢獻、貿易貢獻，到減貧貢獻、綠
色貢獻，再到發展經驗貢獻、治理經驗
貢獻、全球治理貢獻，中國已經超過西
方發達國家，成為「全球公益性產品」
的最大提供者。未來的中國，不僅會為
世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工業產品」
「思想產品」，更會為人類文明發展進
步探索出更好的實踐路徑和制度方案。
有學者指出，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時
代，最確切的表述應該是現代性競爭的
時代。中國現代化所確立的榜樣，讓一
度流行的「黑板經濟學」失去市場，讓
各種偏見和教條現出原形，給了更多國
家自主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勇氣和信心。
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指出，如果中國
能夠在社會和經濟的戰略選擇方面開闢
出一條新路，那麼就會證明自己有能力
給全世界提供中國與世界都需要的禮
物。正如十九大報告指出的，「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
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
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
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
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
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的崛起，
更是一種不同於西方的制度文明的崛
起。這一崛起，是社會主義這一標誌着
人類對於理想社會追尋的運動在 21 世紀
的復興，是馬克思主義在經過近 170 年
的大浪淘沙後在世界東方的延續。習近
平曾說，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任務，
就是繼續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這篇大文章寫下去。推動中國巨變的
當代共產黨人更有資格、更有能力為發
展馬克思主義作出中國的原創性貢獻，
把 500 年幾度起伏卻最終大河奔湧的世
界社會主義潮流，推向一個新境界。

■中國推出的共享單車備受追捧，人們
擁有更綠色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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