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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
多维内涵和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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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奋斗结果。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整个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它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在“四个自信”基础上升华了中华文明自信。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与古老中华文明融合创新的中国图景，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向

何处去、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指明了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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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

代化的途径”［1］。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科学评价，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经验的科

学总结，是基于“三大规律”的科学研判，是中国共产党放眼世界、面向未来的郑重宣告，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历史上、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在人类文明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

所谓文明是指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创造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的总称。文明形态是以一

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为支撑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状况。中华民族书写了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独特贡献。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历

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选择和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之路，也孕育

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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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

以工业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2016 年以来对世界经济增

长贡献率超过 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

世界前列。2021 年中国经济总量达 17． 7 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 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
12 551 美元。［2］中国具备独立自主捍卫国家性质、主权、安全和尊严的能力，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

危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载体，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

明升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多年来，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创造的历史性奇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

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1］。所谓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指中国逐

步建立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所谓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指经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创和拓展的进程，在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领域都建立起相对进步、相对丰富的实践成果。

所谓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是指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科学的行动指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7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和题中之义，人类

文明新形态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新型中华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支撑。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文明是社会形态发展的

产物和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

万苦取得的根本成就，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标识。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区别于资本主义文

明，根本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在于它开辟中国道路、形成中国理论、构建中国制度和

发展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的行动指南。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制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的制度保证，中国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基础、精神支柱和智力支持。人类文明新形态

之所以“新”，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开拓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定位。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做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

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合作平台，反对零

和博弈、弱肉强食;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推进解决地区冲突、消除贫困、两极分化、恐怖主义、

毒品犯罪、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奉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倡导全球治理观、全球安全观、生态观、文

明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赋予中国智慧。

( 二)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历程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逻辑

创造世界新文明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追求。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

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4］663。新中国成立前夕，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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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指出: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

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5］345。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经过 30 年的奋斗，基本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把建设小康社会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强调“我们搞的

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29。党的十三大提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长远战略。党的十五大着眼于 2021 年和

2049 年，初步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把从 2020 年到 21 世纪中叶划分为两个阶

段: 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 21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

国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

现代化，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初步摆脱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为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创造

条件。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按照轻工业—重工业—城镇化—信息化路径发展的现代化，而是工业化、城

镇化、信息化、智能化叠加的现代化;不是依靠殖民掠夺、霸权强权的现代化，而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现代化;不是以阶级私利为目的的现代化，而是放眼人类解放和世界大同

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它在根本立场、社会制

度、发展道路、发展目的、发展理念、世界关怀等问题上都体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这是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的创新之处，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质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是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7］。这个概括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发展目的、社会结

构、人类与自然、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为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提供了具有标志意义的理念和成果。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

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

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8］。

( 三) 马克思主义社会文明观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逻辑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社会主义文明，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追求。一定的社会形态决定着

一定的文明形态;一定的社会形态的演进预示着文明形态的升级。根据“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社会

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恩格斯指出: “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

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

前提。”［9］666这表明共产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文明国家”。马克思指出: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

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

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

解决。”［9］185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为在资本

主义大时代背景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指南。

中国共产党把追求人类先进文明，即共产主义社会文明作为自己的使命任务。李大钊指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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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10］621，强调俄罗斯文明就是理想之文明，也就是把社

会主义文明称为现代文明。瞿秋白认为，科学文明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起

点。“社会主义的文明，以扩充科学的范围为起点，而进于艺术的人生，集合的谐和的发展。”［11］107

1930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 宪法) 大纲草案》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

文明的物质基础”［12］225。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战

略安排，为改革开放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基础和经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

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战略目标，强调广东“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 亚洲四小龙———引

者注) ，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378。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五位一体”的“五大文

明”总体目标和整体结构，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社会主义文明内涵的极大丰富，又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

重大发展”［1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借鉴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努力继承我们先人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和积极吸收人类全部文明的各种

优秀成果，认真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成果。真正做到把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先进科技力量结合起来。”［14］246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人

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相结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这种社会文明形态已经超

越了资本主义文明范畴。

进入新时代，“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15］，是必须把握

好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明确提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和中国

模式的成功，为重新审视中华文明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历史契机。习近平在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文

明观时，强调各民族的文明是多样的、平等的、交流互鉴的文明，都包含着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

林的定位和中流砥柱作用。他指出: “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

断吸纳时代精华。我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

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16］所谓“创造出超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是超越资本主

义文明的更先进更科学更合理的文明，也就是社会主义文明。

所谓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在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创造物质、制度、精神等成果

的总称。它既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中国道路延续发展的民族特色;既继承以往人类

社会文明的优秀成果，又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主要代表;既体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又富于时代精华和开创意义;既是世界上不同文明融合创新的文明，又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从中华文明史来说，它是古代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升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明同古代

中华文明的融合创新的中国图景;从世界社会主义史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是社

会主义内容和中华民族形式的辩证统一，是社会主义文明共性和中华文明个性的辩证统一。这种“人

类文明新形态”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多重内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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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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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明新形态。”［3］学术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做出探索性解释，有的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讨人类

文明新形态的内涵，有的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

资产阶级大时代背景下孕育升华的崭新文明形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的整体结构的表征，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等

各方面关系。

( 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衡量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是体现社会形态发展程度

的标志因素。马克思指出: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

会。”［9］602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推进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载人深潜、海上移动钻

井平台等，代表着人类利用自然的革命成果。FAST天眼、载人航天等空间探测技术，架起人类与宇宙

时空的联络。北斗导航、高超音速武器等大国重器，构筑起捍卫国家主权的钢铁长城。新科技革命和

产业革命带来经济社会建设的成就，为中华文明复兴腾飞奠定了物质条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先

进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标志性因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方

式、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支撑的文明，是以丰富的物质财富为基础的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全体人民思想文化和教育科学水平较高的文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

决定了人民在政治、社会上的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关系，劳动人民享受广泛真实的民主权益和文化权

益。至 2020 年 11 月，中国总人口为 141 178 万人，其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 21 836 万人; 15 岁及以

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 08 年提高至 9． 91 年。［17］“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18］508中国共产党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引领者和主要创造者，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现代化，是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必要条件，也

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特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追求共同富裕的文明新形态。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

义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多年，中国人民从饥寒交迫、基本温饱，到总体小康，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不断满足。“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尊重和保

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19］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了中国

人权和文明的水平。如果中国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将是

中华文明为世界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显著标志。

( 二)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建设、保障人民共同利益

的中坚力量，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代表和中流砥柱。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

动摇”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依托。至 2018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占 4． 9%，主营

业务收入占 26． 8%，利润总额占 28． 0%。2018 年《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中，中国 120 家企业上榜，其

中中央企业 48 家，3 家中央企业排名前十，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占全部上榜企业营业收入的49． 1%。［20］

① 主要文章有:李捷《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 《新华日报》2021 年 8 月 24 日、31 日第 11
版) ;孙代尧《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5 期) ;杨金
海《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的深远历史意义》(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 年第 7 期) ;侯惠勤《论人类文明新形态》( 《陕
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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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社会制度是文明形态的主要载体，完
善和成熟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是一种社会文明形态的内容和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根基，是能够确保实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是整个

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文明形态。习近平强调: “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

展。”［21］83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从经济、科技、社会治

理、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体育强国、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对外开放、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共同富裕等方

面提出发展目标，这个目标既是整个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发展规划，也是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设
计蓝图。

国家形象是一种社会文明形态的标志。习近平指出: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22］人类

文明新形态与国家形象定位相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

家，建设“民主进步、文明开放的国家形象”［23］67 － 68。习近平提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

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
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

主义大国形象。［24］162这个国家形象定位，包含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全面发展、承担相应

全球责任、融合世界文化的中华文明发展新理念。
( 三) 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文明源流上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三者融合创新的文明。马
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行动指南，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文

化复兴和民族复兴的科学武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因和源
泉，蕴涵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独特标识、价值追求和精神家园。西方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
了丰富的优秀文化成果，可以批判地吸收，为我所用。习近平指出: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3］这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方向。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明新形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国共
产党的初心使命，也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举措，是跨越民族、文化、制度、宗教界限，谱写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3］这是中国共产党向世界的庄严

宣告。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与世界交流互鉴的文明。习近平指出: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

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16］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结合中国实

际加以运用，综合创新自己的文明。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一道，为人类进步提供正确的精神指
引。推进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创造美好生活、建设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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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5］

( 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畏惧自然、害怕自然，或者破坏自然、忤逆自然，都
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人只有通过认识和改造自然，顺应自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绿
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的目标，强调: “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
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

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6］。

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立在新科技革命和先进生产力之上的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
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

文明，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实现现代化的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文明，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形态。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和吸收了以往人类社会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对古代中
华文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继承和超越，是与世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文
明。中国原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升华，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

创造，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史上的升级版本，是人类社会文明史上的崭新形态，具有重大的理论、历
史、实践和时代意义。

( 一) 创造出中华文明的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中华

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是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共产党的庄严宣告和承

诺。新中国七十多年的现代化建设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创造了人类社会文明
史上的奇迹。习近平指出: “中华文明在 5 000 多年不间断的历史传承中兼容并蓄、创新升华。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坚持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
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27］人类文明新形态增添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色彩，提升了它在

世界文明中的分量，回答了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和“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用历史进程、实践成果和伟大成就，回答了一国能否建
成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回答了“世界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时代之问，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路是成功之路，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复苏，回击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

产主义渺茫论”“历史终结论”等论调，使科学社会主义旗帜在中国高高飘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性和生命力。科学社会主义旗帜在中国高高飘扬，使中华民族的巨轮行稳致远。邓小平说: “最终

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
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

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6］204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3］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的原创成果，昭示着中华民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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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能够创造出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而且能够创造出辉煌壮丽的现代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初步形成共
商共建共享的文明形态，体现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优势，照射出人类解

放和崭新文明的曙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成功，证明社会主义文明和古老中华文明融合创新的成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
供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科学指南。古老中华文明为社会主义文明提供丰

厚土壤，社会主义文明为古老中华文明提供新鲜血液。人类文明新形态使古老中华文明实现了跨越

式的飞跃，使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具有了实践土壤和时空环境，使中华文明复
兴、科学社会主义复兴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如果说 20 世纪科学社会主义拯救了

中华文明，那么 21 世纪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表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康庄大道，

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体系、一种社会制度、一
种实践运动、一种文化形态，而且是一种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指明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也创造出

中华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文明的特质，为人类文明图景描绘中国

色彩，为人类解放运动提供中国的方案和中国模式。坚定“四个自信”，逻辑地延伸为中华文明自信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自信，归结为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信。

( 二) 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选择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参考。从地

理大发现、资本全球扩张、商品贸易全球化以来，世界各民族都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卷入世界历史。

各国各民族无论有什么样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科技条件、教育水平，都不可避免地追求富强、民主、

文明的现代化目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殖民霸权、技术霸权、商品霸权、军事霸权、金融霸权，使

发展中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殖民掠夺和霸权统
治的道路，破除了“全球化 =西方化”“西方化 =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动摇了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

和普世价值的僵化理念，为破解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提供了有效参考，为消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异化提
供了可行路径，“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

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28］8。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提供了思路。

在世界矛盾运动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存、竞争和合作将长期存在。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摆脱千年贫困、抗击新冠疫情等人间奇

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反观资本主义世界，由其基本

矛盾所带来的“文明世界的基本缺陷”［9］290，集中体现了生产方式的缺陷、社会制度的缺陷、思想理论

的缺陷、阶级性质和执政理念的局限。在两种社会制度的比较、两大思想体系的碰撞、不同类型文明

的交流中，资产阶级有识之士将会反思西方文明的局限，学习和借鉴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模式和
中国经验，促使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推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创新。

( 三) 引领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当今世界面临全球

性挑战，和平、发展、合作、治理等问题拷问着人类文明的走向。“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考验
着世界政党的选择。世界文明如何突破内卷，实现破茧重生，创造出更为先进、更为合理的文明形态，



第 51 卷 刘仓: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多维内涵和世界意义 25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人类社会文明走向提
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着世界文明发展方向。人类文明新
形态不是一个民族孤芳自赏的文明，而是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文明。由于资
本主义固有矛盾，西方国家难以解决国内阶级对立和国际弱肉强食的矛盾。文明冲突论为资本帝国
霸权助纣为虐;历史终结论深陷资本主义文明的窠臼。世界文明如何突破内卷，实现破茧重生，创造
出新的“第三种文明”，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费孝通提出: “文化上的唯我独尊、固步自封，对其他
文明视而不见，都不是文明的生存之道。只有交流、理解、共享、融合才是世界文明共存共荣的根本出
路。”［29］295 － 296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

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30］47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
共、天下大同”理念，是基于世界文明发展规律而做出的正确选择，回答了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人类
之问。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关怀。带领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荣光。习近平指出: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
是伟大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31］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必将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创造出更新更美的文明。21 世纪将是中华新型文明
引领人类文明方向、推进各国文明交流融合互鉴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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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Generative Logic，
Multidimensional Connotation and World Significance

LIU Cang
(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

Abstract: China pioneers the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has created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
lization，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100-year journe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a civilization in which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re in harmony，the eco-
nomic foundation and the superstructure are in harmony，the entire society develops in an all-round way，and
human beings coexist in harmony with nature． It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and elevates the self-confid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four self-confidences”．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a picture of China that integrates and innovates socialist civilization and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which answered the question from the world about where China is going，where
socialism is going，and where the world civilization is going．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pointed out
the way forward for th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the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Socialist Civiliza-
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