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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百年中国共产党的特质和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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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宇 译

［摘 要］ 当前，西方国家正处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则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西方的混乱和中国的繁荣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一种蓬勃的力量，锲而不舍地建设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稳步发展，科技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受欢迎。2020 年，中国共

产党又提出了要积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以关键词为线索，概述铸就中国共产党

百年辉煌历史的优秀品格。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建党百年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百年华诞，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将欢庆这一

盛大的节日。毋庸置疑，正是中国共产党让中国人民重拾尊严，让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得以

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史无前例的变革和转型，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深

刻的印迹。

放眼世界，西方大国陷入一片混乱，中国却如嘈杂中的清音，示人以希望与美好。新冠肺炎

疫情的肆虐和当前沸沸扬扬的疫苗大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明证纷至沓

来。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以发达的北方国家为主的反人类行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共产党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历史自发的产物，其创建是基于多种因素，如中华民族的千年

文明和博大精深的哲学、世界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巨大冲击，以及当时中国国内的

军阀混战等。当然，中国当时积累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学生运动的丰富经验也是一个至关

重要的因素。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多因获取土地、谋求公平而起义，或是被地主阶级利用当作改

朝换代的工具。但第一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农民起义带来了重要的变化，使其变成一场反对帝国主

义的抗争。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善于积累斗争经验，灵活运用辩证法，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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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与锤炼手中利器。1921 年 7 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时，中国共产党面

对的是由在中国维持了两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处于初期阶段的资产阶级，以及 1840 年以来占

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所构成的重重障碍。正是凭借手中利器，中国共产党才得以披荆斩棘，走

向胜利。

作为一名阿根廷共产党员，在本文中，我不想按时间顺序去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

程，或是细致地梳理那些铭刻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荣之路上的里程碑。任何一个党派，要铸就如

此辉煌必定有其过人之处。因此，我试图以关键词为线索，概述铸就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的

优秀品格，谈一谈那些令我印象深刻的闪光点。

一、审时度势、认清国情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善于追踪研究，认真分析时代发展趋势及其面临的主要矛盾，适时作出科学判

断，并基于此勇敢而坚定地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能够在每个历史时刻准

确地认清中国的国情现实。

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要实事求是。1928 年 10 月 5 日，他在湘赣边界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

代表大会撰写的一份决议中，提到为什么红色政权能在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农村存在并逐步发展

壮大。他指出，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且帝国

主义和国内各派军阀纷争不断，反革命营垒内部不统一并充满矛盾。这些中国特有的现实状况使

许多农村小块革命根据地能够在反革命政权的包围下产生、坚持并不断扩大①。当然，这只是毛

泽东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所作出重大决策的无数例子中的一个而已。1950 年，刚刚成立不久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还非常弱小，却勇敢地向朝鲜人民施以援手。不难想象，当时的中国作出这

一决定绝非易事。

中国共产党能深刻领会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并能结合中国的国情现实加以灵活运用。众所周

知，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换言之，一切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都是对立面的

统一，唯物辩证法就是教导人们正确地认识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20 世纪 70 年代初，

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冷战的主要矛盾，并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可以作为第三方发挥重要作

用。按常理，一般会在美国和苏联中选择一方，但毛泽东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和国

际形势出发，作出了最适合中国的决策。

此后，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继承了中国共产党这一优良传统，用敏锐的眼光观察国际形势，

认真分析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资本主义所经历的深刻变化。邓小平从中看到了属于中国的机会，

并睿智地把握良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自然也不乏这种审时度势、认清国情的能力。“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制造 2025》、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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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共同体等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也有效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与接轨，为提升中国

的国际地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以说，当今的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力量，

能够有效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二、政策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历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实施政策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令人印象深刻。在此，我想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

在 1955 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

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在世界上广泛传播。几十年后，在

2017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在习近平的发言中发现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

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

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

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①。

2021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以线上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他在致辞

中指出，应当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

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理论和政策的连续性显而易见。

时代在变，中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以及面对的矛盾也时刻在变。但是，在这些变化中有

一样东西始终未变。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不论是哪一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始终尽心尽

责，敢于担当，能确保根本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让中国稳步发展。

三、对和平的庄严承诺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的承诺既非 “空头支票”，也非投机取巧之举。在每项实际举措中，在每

次公开声明中，中国领导人都一再重申中国的立场，表示中国会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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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世界和平。习近平主席于 2014 年 3 月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 ( Fundación Korber) 发表的演讲就

是一个明证。他说道: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

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

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①。

维护国内的稳定和国际的和平，以促进中国和世界的和谐发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

政策。

四、与盟友求同存异、与对手明智角逐的智慧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与当时的苏联、后来的俄罗斯，以及越南社会主义

共和国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都深谙求同存异之道，最大程度地

减少彼此的分歧。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争取一个多极格局的世界。20 世

纪 90 年代，中国和俄罗斯妥善解决了边界问题。中俄积极参加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

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组织。2021 年 1 月，中俄两国外长表态，表示两国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

没有禁区、没有上限，充分肯定了中俄关系发展的方向。中国和越南在经贸领域不断加强合作，

外交关系也不断向好发展。2020 年 11 月，中国和越南等十几个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 ( ＲCEP) 。

在与主要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也表现得越来越成熟。中国展示了合作的意愿，并努力达

成共识。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不同地区的国家，积极发展经贸关系。西方国家也尽

量避免冲突，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五、求变革新的能力

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数个关键时刻展现出了非凡的应变能力和求变革新的能力。例

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面临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了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建

立共同抵抗侵略者的统一战线的睿智的决策。尽管此前国民党曾对共产党发动了残酷的镇压和迫

害，尤其是 1927 年之后，造成了成千上万共产党员的牺牲。

中国共产党凭借其才智与胆识，下定决心，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未

知领域，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即便在改革开放备受质疑时，中国共产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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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能作出清醒的判断并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拥有

政治智慧和执政智慧，中国人民则勤奋努力，吃苦耐劳，正因如此，中国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

成就。

六、一切为了人民、与人民并肩前行的政府

中国有句古语“得人心者得天下”，语出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孟子。这句古训的大意是:

要想得到天下就应该得到民众的支持，一旦获得了民众的支持，那么天下也就得到了; 要想得到

民众的支持就应该得到他们的心，一旦征服了民众的心，那么也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要想得到民

众的心很简单，只要去做民众期望的事情、不去做让民众反感的事情即可。

中国共产党深知这一道理。2013 年 12 月 26 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

习近平在发言中提到了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他进一步阐释道: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

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

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①

中国共产党让中国农民梦想成真。那些世世代代为地主的土地辛勤劳作的农民，终于成为土

地的主人。甚至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解放农

村，尝试改革，将土地交给农民。中国共产党推动设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发扬民

主、表达民意的制度平台，使中国朝着一个更具参与性的法制社会迈进。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强大机构，拥有 9000 多万党员。在中国，有严格的入党程序

和党员审核标准，入党是一件神圣而光荣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不仅践行崇高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

观，更是把社会主义与经济发展高效结合，积极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无数经济奇迹。为了最终消

除贫困，中国共产党既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要同时建设社会主义道德。

七、学习与实践

擅长学习研究和科学分析、拥有前瞻性与有效预判、持之以恒、纪律严明、政策灵活、恪守原

则、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有力把握前进方向并能及时调整方向、善于倾听民意且以人民为中心。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比作指南针，那么，上述种种就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永远指着的方向。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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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的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

提到的那样: “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践起步。当今世界，知识信息快速更新，学习稍有懈

怠，就会落伍。有人说，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个圆，学习是半径，半径越大，拥有的世界就越广

阔。”①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特别强调学习、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政党。

八、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导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以身作则，身行一例，胜似千言。例如，

1949 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了一个又一个城市。1949 年 5 月，解放军抵达

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和商业中心上海，与国民党展开斗争。某日，曙光初现刚获解放的上海，

街道两侧尽是疲惫不堪、累卧在地的解放军战士。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下达的命令是: 不得

惊扰市民，不得进入民房。对军队强闯民宅、掠夺财物习以为常的上海市民，打开家门后看到露

宿街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深受感动，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九、结 语

人类正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也就是说，要如何为生活在地球上的 76 亿人打造一个可持续

发展的世界。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手中并没有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妙方，但我们坚

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寻找解决之道方面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中国肩负保护

环境和发展生产力的双重责任，一直致力于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当然，这

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共同问题。试想，如果中国共产党这个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却依旧充满活力的

政党的奋斗历程能被更多人知晓，如果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懈努力终于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消

除了极端贫困的伟大成就能被更多人知晓，那么，这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庆祝活动，就

不仅是一场属于中国人民的节日，还是一场属于世界上每位共产党员的节日，更是一个值得全球

共庆的盛大节日。

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与

此同时，西方国家正处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混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一种蓬勃的力量，锲而不舍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力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努力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更加开放、更具国际参与性的国家。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

稳步发展，科技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受欢迎。2020 年，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要

积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所有的举措都是朝向一个目标努力，即在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之际，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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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积极推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然而建设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难道不是全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吗?

资本主义将 21 世纪变为满目疮痍的荒漠，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构建的一切恰

似这荒漠中的一片绿洲。仅用几个无可辩驳的数据就可以证明百年中国共产党和成立 70 余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 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 1949 年的 35 岁提高到 2019 年的 77 岁;

1949 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不过几十美元，而 2019 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超过一万

美元; 从 2010 年起，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式，中国的

经济规模在 2014 年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试问，这些数据还不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是一个杰出的政府、一个为人民谋福祉的政府吗?

在大洋彼岸，我诚挚地祝贺百年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 向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共产党党

员同志表达我衷心的祝福，向在艰难岁月前赴后继、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烈士表达我的缅怀之

情，向勤劳勇敢、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致以我诚挚的敬意! 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感谢

你们共同构建了这座照亮人类未来之路的灯塔!

［鲁文·达里奥·古塞蒂 ( Ｒubén Darío Guzzetti) 系阿根廷地缘政治研究所 ( Instituto Argentino

de Estudios Geopolíticos) 所长; 楼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晓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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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spreading，saving lives，and reducing losses． However，there a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in fighting the epidemic，

namely，the“clash of civilizations”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ertain Western countries

have unilaterally“politicized”the epidemic because they uphold the concept of“clash of civilizations”，which has severely

hinder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victory in this

fight，all countries must abandon the concept of“clash of civilizations”，recognize the mainstream factors of exchanges for

mutual learning，mutual adaptation，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between different human civilizations，accept the idea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nd promote equal dialogue and clos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Views of Foreign Communist Parties and Left-Wings on CPC’s Hundred Years 

One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CPC: Having Changed the Destiny of China and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m By Andrea Catone ［Italy］ Compiled by Li Shuqing ( 40)………………………………………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arted“the Chinese century”． In one hundred years，the Party has

transformed China from a backward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country into a prosperous，democratic，and civilized

socialist country，and thus ha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destiny of China．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Party lies in the

following: It has always upheld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adhered to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t knows how to

recognize error，how to study it and how to learn from it; it has always kept close link with the masses and maintained unity

and vitality of the Party． In the 21st century，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vocates building a“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which has proposed a Chinese project to solve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mankind． Communists and

socialist and progressive forc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 great responsibility to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i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m and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socialism．

Excellent Characteristics Cast Brilliantly: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Century Old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y Ｒubén Darío Guzzetti ［Argentina］ Translated by Lou Yu ( 49)……………………………………………

At present，Western countries are in the worst crisis in decades，while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 chaos in the West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prosperity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presents a vigorous force that has been relentlessly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economy is developing steadily; i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further improved; the“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Furthermore，the Party proposed to actively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whic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irculation promote each other in 2020． Taking keywords as clue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excellent characsteristics that has shaped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the Party over the century．

·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