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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
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和中国共产党
于维栋
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原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一、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本文从
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

治革命起着里程碑式的作用。中国民主革命走
的是一条新路，这是由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先
锋队共产党）领导来完成的。这一点和西方各

代化的关系。现代化是一场全球化的运动，每

国不同，和世界上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也不

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置之度外。从全球运动

同。而由于民主革命走的是一条新路，革命胜

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我们可以看

利后建立的政治结构和西方也不同，这就是人

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现代化

民代表大会制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的进程是和所有其它国家不同的，具有十分显

这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新的现代化政治结构，

著的中国特色。

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政治结构。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由一系列革命组

工业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

合而构成，包括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经济革

在何传启教授提出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中，称

命、生产力革命、科学技术革命等等。其中政

工业化阶段为经典现代化或第一次现代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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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欧美各先行工业

400 多人。到 1927 年北伐战争的时候，工人运

化国家包括日本，大体上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

动和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有力地配合北伐军由

后完成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即第一次现代

南到北胜利推进，中共党员已经发展到 5.9 万

化，大约花了 200 年，甚至更长时间，短的也

人。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要 100 多年。新中国工业化起步时间大约是 50

捕杀中国共产党人，中共党员下降到 1 万人。

年代，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当时提出的是
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

第二阶段是从大革命失败开始，共产党实
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什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中国共产党

1930 年党员发展到 12 万人。1934 年第 5 次反

领导下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是通过十几个

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湘江战

五年计划的安排去实现的，而历次五年计划都

役中遭受重大损失，1935 年红军长征到陕北时，

是通过党的会议讨论后提出的。西方的政党是

红军由 30 万人减少到 3 万人，党员由 30 万人

议会党，讨论的是如何争取选票成为执政党，

减少到 4 万人。

而中国共产党讨论的是如何推动工业化，发展

第三阶段是从 1937 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到

经济，如何改善人民生活，如何摆脱落后和贫

1945 年抗战胜利，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第二次

困。中国工业化从50年代起步，按照第二次现

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是一

代化理论提出的指标体系，在21世纪第一个20

个小国，兵员不足，企图速战速决，占领了中

年，即新中国成立70年左右已经全面达到第一

国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国民党被迫正面迎击日

次现代化（即工业化）的10项指标，完成工业

军，节节败退。日军占领半个中国后显得兵力

化阶段的任务。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份额，

不足，后方空虚。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利用了这

1950年占4.5%，2020年中国GDP为14.7万亿美

一点，把主力分散开到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

元，占世界17%。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到 1945 年中共七大召开的

系，是世界的制造业大国。

时候，中共党员已经发展到 120 多万，中共领

二、在民主革命中成长壮大

导的抗日武装达 100 多万人。这不仅是数量上
的增长，而是质的飞跃。通过从 1921 ～ 1945

100 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只有 53

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成熟了，产生

名党员。在民主革命中，经历了四个阶段，由

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形成全党的高度的思

小到大，由弱变强。

想上和行动上的团结与统一。中共的七大是中

第一阶段是从 1921 年到 1927 年大革命失

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成熟的标志。

败。建党之初，中共党员到工人和农民中去从

第四阶段是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中华人民共

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1923 年中共三大决定

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完成了中

实 行 国 共 合 作，发 展 统 一 战 线，党 员 发 展 到

国的独立和解放。在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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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
长为一个有先进理论指导的党。

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并非一帆
风顺，也不是一贯正确。这里有胜利，也有失败，
有顺利也有挫折，有正确的决策也有失误。例

三、在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中成为
世界第一大政党
工业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发展阶
段，一些学者称之为非农化。新中国成立的时
候，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新中国成立

如，十年文革造成了大批干部受迫害、经济损
失等等。中国共产党正确之处就在于能纠正自
己的不正确之处，是一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的政党，是一个不断自我革命的政党，是一个
学习型的政党。

后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人，今天

段。第一阶段是起步，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成为强大的世界第一大政党，他的力量从何而

重点是引进 156 项大型工业项目，构建和现代
化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科技等）。第二阶段是探索，这里包括 1958 年
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随后的调整，以及
十年文革，前者重点是经济体制，后者是政治
体制。这里包括领导层的失误。第三阶段是改
革开放，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新路。
总体来看，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属于
追赶型。第一阶段，实现了良好的开局，缩小
了差距。第二阶段的探索长达 20 年，在探索中

来呢？他的力量就在于他的初心：为了人民，
又依靠人民。共产党成立时候，几十人是很小
的政治团体，但当时中国的工人农民却有几万
万。几十人能和几万万人相结合，这就是产生
巨大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
大多数，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走的是自己的路：
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在民主革命中，中国共产
党成功的基础是进行了土地革命，农民分得土
地。在工业化中，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是因
为经济加快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共产党员今天已经有 9000 多万，但相对于

出现了严重错误，一度缩小的差距又扩大了。

14 亿中国人还是少数，只有不忘初心，全心全

第三阶段找到了新路，在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加

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又依靠 14 亿中国人，才能

快了发展步伐，大大缩小了和世界先进水平的

继续顺利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再用几十年时

差距，完成了工业化即第一次现代化的历史任

间，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

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展到 9,100 万，

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成为世界第一大政党。

的中国梦。中国今后现代化的路上困难不少，
阻力也很多，这一点也必须估计到。

四、党自身的现代化
回顾过去 100 年，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变强，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现
代化进程的两件大事，即民主革命和工业化的

作者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自我革
命，也就是不断推进党自身的现代化，这个历
史任务是一定能够胜利完成的。
（《科学与现代化》2021年第3期 节选）

３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联系电话：010-62539103，Email: smeditor@mail.las.ac.cn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
1840-2050年
何传启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
一、中国现代化的阶段划分

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从19世纪算起，中国现

中国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
分。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都受到世界现

代化将是一个持续约三个世纪的历史过程（19
～21世纪）。

2. 中国现代化的三个阶段

代化的巨大影响。

1. 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时间

目前，中国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中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时间，目前仍然存

国现代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表1）。一是清朝

在争议。如果说，16世纪是中国现代化的萌

末年（1840/60～1911年）的现代化起步，二是

动，17～18世纪是中国现代化的中断，19世纪

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局部现代化，三

是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那么，20～21世纪是中

是新中国（1949年至今）的全面现代化。

表1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阶段

时期

大致时间

历史阶段

现代化起步
（清朝末年）

起步

1860~1894

洋务运动

局部现代化
（民国时期）
全面现代化
（新中国）

准备

调整
探索
探索
调整
探索

市场化
全球化

1840~1860

1895~1911

鸦片战争

外资造船和银行

维新新政

民办轻工业

1912~1927

北洋政府时期

1937~1949

战争时期

1928~1936
1949~1977
1978~2001
2000~至今

经济

国民政府早期

社会

引进科学知识

文化

封建制

师夷制夷

维新立宪

启蒙思想

外资和官办工业

现代运输和教育

政府改革

民办工业化

现代教育的发展

共和制

新文化运动

战时政治

现代文化

官办工业化
战时工业化

现代教育和卫生

权威政治
共和制

新民主主义

政治文明
民主化

文化产业化
网络文化

局部社会现代化

工业化和计划性

教育、卫生和福利

追赶时期

新型工业化
绿色化、知识化

新型城市化
福利化、信息化

工业化和市场化

中体西用

交通运输和教育

计划时期
改革时期

政治

城市化和信息化

改革开放

三民主义

大众文化

注：本表内容只是一个提纲，是从现代化角度看历史，不是历史阶段的全面阐述。在本表中，“新中国”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简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资料来源：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10.

*人民论坛的原文标题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模式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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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特点

错失三次重大机遇。第一次是1793年错

发达国家和10亿实现了现代化。2020年

是1842～1860年错失第二次产业革命起

中国人口超过14亿。中国人口超过了发

步的机遇。第三次是1957～1976年错失

达国家的总和。

第三次产业革命技术转移的机遇。

人口规模最大。目前世界上约有20多个

后发追赶型。英国现代化起步于18世纪

失第一次产业革命扩散的机遇。第二次

发生两次重大倒退。第一次是日本的侵

中叶，中国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中叶。

华战争，中国现代化进程被打断，工业

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比英国晚了约100

化水平倒退了约20年（一种估计）。第

年。

二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现代化进程被

发展不平衡。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平衡，

打断，工业化水平大致倒退了10年（从

工业化优先，城市化滞后，城乡差距

产业结构角度看）。

大。地区不平衡，东中西部收入差距较

资源和环境压力巨大。2010年中国人均

大。工业与农业不平衡，长期以农养

工业资源的大部分指标低于世界平均

工，农业发展滞后，工农差距大。2006

值。目前中国已是一个石油净进口国，

年取消农业税，工业开始反哺农业。

环境压力引人关注。

二、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演进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发展目

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

标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实现民族复兴等。从20

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

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化的战

就不能达到目的。”

略目标在不断演进。它既反映我们对现代化认
识的深化，也体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
就。

1. 第一个现代化目标：20世纪内实现四

个现代化

20世纪50～70年代，“实现四个现代化”
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首先，“建设四化”。1954年9月，周恩来

其次，“实现四化”。1964年12月，周恩
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
展，可以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
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
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
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975
年1月, 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如

中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

从现代化科学角度看，“四个现代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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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是四个部门和方面的现代化，是农业、
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部门和方面现代化。农
业和工业现代化属于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国防
现代化属于政治领域的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大

3. 第三个现代化目标：2050年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

21世纪20～50年代，“建成现代化强国”成
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致属于文化领域的现代化。

2. 第二个现代化目标：2050年基本实现

现代化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习近平，
2017）。从2017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基本实现现

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首先，“三步走”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

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

代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第一步，从1981年到

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

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人民生活达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到温饱水平。第二步，从1991年到2000年人均

从“三步走”发展战略、“新三步走”战略

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

安排到“两步走”战略安排，三者一脉相承，后

平。第三步，从2001年到2050年左右，达到中

者有所创新。相对于“三步走”发展战略，“两

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步走”战略安排有三个创新（图1）。一是把

其次，“新三步走”战略安排。从党的十

“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三步战略细分为20年、15

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到十八大

年、15年三个阶段。二是把“基本实现现代化”

报告，提出和明确21世纪前50年“新三步走”

的第三步目标，提前到2035年，提前15年。三是

战略安排。

把2050年目标提高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两步走”战略安排：30年（2020~2050）

图1“三步走”发展战略和
“两步走”战略安排的关系示意图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1980

1990

2000

温饱水平

2020

基本实现
现代化

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2035

2050

基本实现现代化

小康水平
“三步走”发展战略：70年（1980~2050）

图1“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步走”战略安排的关系示意图
注：其中，2017～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从十五大到十八大，都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为战略目标。它是“两步走”战略安排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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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变迁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模式
在不断演变（表2）。在起步阶段，属于封建王

部现代化阶段，属于集权政府主导的现代化，
沿用工业化优先模式。在全面现代化阶段，我
国现代化的目标和模式发生很大改变。

朝主导的现代化，采用工业化优先模式。在局

阶段
现代化起步阶段
局部现代化阶段

观察角度

现代化路径
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路径
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路径
现代化目标
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路径
现代化目标

全面现代化阶段

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路径
现代化目标
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路径
现代化目标
现代化模式

表2 中国现代化的模式演变
第一次现代化

主要特征

封建王朝主导的现代化

工业化优先，城市化和民主化滞后
第一次现代化

大致时间
1840～1911年

集权政府主导的现代化

1911～1949年

第一次现代化

1949～1977年

工业化优先，城市化和民主化滞后
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

计划经济模式，推进四个现代化

综合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为主）

2000年达到小康水平，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工业化为重点
综合现代化（两次现代化并行）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综合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为主）

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978～2000年

2001～2020年

2021～2050年

建议以生活质量为发展主题、以知识化为重点

根据“三步走”发展战略、“新三步走”战略

化和知识化并重、知识化为主。1980～2050年

安排和“两步走”战略安排，从1980年到2050

中国现代化的三个阶段与综合现代化路径的三

年中国现代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前20年

个阶段大体重合。

（1981～2000年）、中20年（2001～2020年）
和后30年（2021～2050年）。根据《中国现代
化报告》的研究和建议，中国可以采用综合现
代化路径。根据世界现代化的规律，综合现代
化路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工业化为主、工业

1. 第一阶段模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

以工业化为重点

“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前20年，大致属于
综合现代化第一阶段。主要特点是以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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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以工业化和第一次现代化为重
点，并启动信息化和环境保护。

2. 第二阶段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

“新四化”同步推进

“三步走”发展战略的中20年，大致属于
综合现代化第二阶段。主要特点是同步推进新
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大
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并取得巨大成
就。在此期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尚没有完
成，但第二次现代化的许多要素已被采用，属

3. 第三阶段模式：建议以生活质量为发

展主题和以知识化为重点

“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后30年，大致属于
综合现代化第三阶段。主要特点将是以人民为
中心，以生活质量为发展主题，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知识化和第二次现代
化为重点，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我国地区发
展不平衡，不同地区可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
己的发展模式。
（正文节选自“人民论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
段划分与模式演进”一文（2021-08-31）；表1和表2

于两次现代化并行、工业化和知识化并重时

选自《科学与现代化》2021年第3期“中国现代化进

期。

程的回顾与展望”一文）

第四届世界现代化论坛会议邀请
第四届世界现代化论坛拟于2022年8月19日—21日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创新与现代
化”。论坛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世界现代化论坛秘书处、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
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天津《理论与现代化》杂志社等联合主办。我们诚恳地
邀请您参加本次论坛，期待您的投稿和出席。
在中国科学院的指导和支持下，我们已成功举办了三届世界现代化论坛（2013年“现代化与全球
变化”、2016年“现代化与多样性”和2019年“现代化与人类发展”），来自15个国家的90多位专家
出席论坛，通过了“现代化论坛宣言”,签署了《世界现代化论坛章程》，出版了《Global Modernization Review》和《世界现代化报告》各三部，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了现
代化建设和现代化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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