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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政策不断健全、完善，在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上发挥着重大作用。相较而
言，苏联从建立到解体共存在69年，与其没有很好地运用民族政策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直接相关。对中苏民族政策主要内容
进行了比较，对中国民族政策系统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与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政策过程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各族
人民对中华文化的内在认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序发展分别是民族政策系统中的主体、客体与环境维度中的比较
优势。为了继续保持这些优势，中国民族政策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需要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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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and Reflection of Ethnic Policies between China and Soviet

U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System

CHEN Yan-yan

（Scientific Socialism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China's ethnic policy has been constantly
improved and improve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ethnic problems and handling ethnic relations.In contrast, the
Soviet union existed for 69 years from its establishment to its dissolution, which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it did
not properly deal with ethnic relations by using ethnic policies.In this paper, the main contents of national policy are
compared, and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hina's national policy system a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t the core of leadership in the ethnic policy process,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ternal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the s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he subject, object and environment in the ethnic policy system.To maintain these advantages,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China's ethnic policy system need constant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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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系统是公共政策学中的术语，是“由政
策主体、政策客体及其政策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
的社会政治系统。”[1]民族政策系统作为民族政策

过程展开的基础，是由民族政策的主体、客体与
环境构成的有机整体。民族政策系统功能的有效
发挥得益于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结合，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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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运行是有效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保障。新中国
成立以来，“70年沧海桑田、波澜壮阔，少数民
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
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
变。”[2]这种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
策的科学指导，也是民族政策系统比较优势的外
在表现。为此，本文以中国与苏联民族政策在政
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的主要内容为载体，对
中国民族政策系统的比较优势进行探析。
一、中苏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对比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的民族政策制定过程

中曾以苏联民族政策作为借鉴和效仿，民族理论
的形成与发展也有对苏联民族理论的合理吸收。
然而，20世纪苏联解体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很多
学者对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之间的关系讨论颇多，
其中不科学的民族政策被归为重要原因。
（一） 政治领域
民族平等作为民族政策制定所遵循的原则，

是不同时期促使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重要前提，在
政治领域主要表现在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
合法权益。中国和苏联都是由主体民族和少数民
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都主张实行民族平等的政
策，苏联的成立就是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结果，
新中国也一直把民族平等作为基本的民族政策长
期坚持，两个国家在民族平等的落实上分别采取
了不同的举措，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1. 国家层面如何对待两种民族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届领导人高度关注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强烈反对两种
民族主义，这从国家领导人对待两种民族主义的
态度就可以看出。邓小平指出：“只要一抛弃大
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
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
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3]

同时，《宪法》中对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
的强调以及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各个民
族的家庭成员关系的强调，均是坚持各民族一律
平等的体现。

在苏联，列宁坚持民族自决，实行平等的民
族政策对苏联的成立起到重要作用。斯大林早期
在执行过程中对列宁的民族平等政策也有所坚持，
但是最终没有真正贯彻下去，社会上出现了过度
强调俄罗斯民族历史作用、肯定沙皇征服史等行

为，这是大民族主义的重要体现，各个民族没有
被放在平等的位置，而其中破坏性较强、影响较
为深远的要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对弱小国家和
少数民族的强迁政策。二战期间，苏联境内车臣
族、卡尔梅克族等一些民族由于部分民族成员通
敌行为而被整体迁移到环境条件恶劣的中亚和西
伯利亚地区。使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为国家的团结统一埋下了隐患。

2. 地方层面的自治权利行使
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民族

区域自治。国家按照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旗） 三级建制的形式，在坚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
对自治地方进行放权。同时，民族自治地方的权
力是真实的，民族自治地方按照《宪法》规定的
原则从建国以来不断根据自身实际制定了覆盖到
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自治条例等，并根据社会发
展中的变化不断更新修订，充分行使了自治的权
力。
苏联实行的是联邦制下的民族主权国家联盟，

且是建立在自愿、平等、合作三个原则基础之上
的。联盟中设有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
州、自治专区，但是俄共（布） 中央对于这种划
分却没有明确标准，这就导致了不同民族在没有
具体历史与现实依据的情况下被划分为不同等级
的行政单位，同时这种行政区划十分复杂。例如，
俄罗斯联邦政府辖区内的共和国、州内还设有少
数民族区、以少数民族居多为特征的村苏维埃。
这种以民族为特征的层层嵌套的行政区划虽然保
障了各个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但从长远来看不便
于管理，还会激发地方民族主义意识。
（二） 经济领域
民族经济政策是帮助与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

展的重要举措，少数民族自身获得感是衡量政策
效果的重要标尺。中国与苏联都主张帮助少数民
族发展经济，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给予政
策上的倾斜。不同的是，在相关政策落实中，中
国是将“民族因素”和“地区因素”结合了起来，
而苏联则是针对纯粹的落后民族。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就注重帮助少数民族发
展经济，改革开放40多年来更是持续不断加大扶
持力度，从而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
就，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也不断提高。国家对少数
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方式也是与时俱进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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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式”“补偿式”大面积贫困治理到注重提升
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精准扶贫”
转变。党的十八大后，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经济
的发展扶持进入了快车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对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
进入靶向治疗、精准滴灌的时期，使得中国少数
民族贫困地区的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苏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使地方充分
发展经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这种成效没有一
直长期保持，在斯大林时期形成了僵化的经济体
制，一直没有调整过来。虽然苏联为推动少数民
族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努力，然而俄罗斯民族与
其他民族却都不满意。勃列日涅夫时期提出“拉
平”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投资民族
地区，使其经济文化发展速度高于俄罗斯联邦。
这种“挖肥补瘦”旨在缩小国家各地区发展差距
的方式，事实上造成了新的不平等，苏联主体民
族俄罗斯认为自己是为其他民族无偿奉献的“奶
牛”，而被帮助的落后民族逐渐形成民族优越感，
民族意识增强。
（三） 文化领域
文化领域的民族政策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化、

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其中是否尊重少数
民族语言、文化等是衡量能否坚持民族平等的重
要标尺。中国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而苏
联一开始支持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后来采取了强
制同化的方式。

中国对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和语言文字
的做法除了在特殊时期中断，至今延续。在语言
文字使用方面，我国坚定不移推行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教育。现代化社会的知识体系是庞大的，用
汉字书写印刷有助于更好地传播知识、提升民族
素质，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中缺少现代化知识的
相对应文字。同时，国家和地方也针对少数民族
风俗习惯等积极出台条例，对于共同创造中华民
族的历史予以肯定。当下各个民族不断相互交融
的局面是在共同发展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国家
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强制同化的结果。
苏联在建立初期为少数民族普及教育和推广

使用民族语言做出了巨大贡献，以语言文字为例，
政府组织相关专家为48个民族创造了文字，在出
版业、公文写作等方面允许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
语言。然而，从1929年斯大林发表了《民族问题

和列宁主义》一文起，苏联政府尊重与发展各民
族语言的做法开始转为推动语言的融合。20世纪
30年代以来，苏联政府强制推行俄语的做法严重
伤害了民族感情。赫鲁晓夫执政后对斯大林时期
的民族政策进行激进式否定，上台不到两年就迫
不及待推行促使民族融合的语言改革方案。此后
的领导人也没有及时调整，试图通过语言的同化
促进民族的融合，但却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严重
地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利益。
二、中国民族政策系统的优势
中国的民族政策之所以能在不同领域真正坚

持民族平等原则，与政策系统的优势密不可分。
这些优势是民族工作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主要
体现在主体、客体、环境三个维度。
（一） 政策主体维度———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政

策制定过程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
从民族政策制定者的构成来看，民族政策主

体既包括执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直接主
体，也包括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有影响力的民族
人士与宗教人士等间接主体以及以研究民族相关
问题为主要任务的科研机构、团体组织等。中国
共产党作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民族政策主
体中起着主导作用。

1. 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对社会主义建设和

改革事业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在这个过程
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起着重要作用，虽然有探
索路径上的失误，但是初心与使命仍是与各族群
众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
党，始终为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而不懈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5]。
苏联的成立使很多被压迫的民族获得解放，

但苏联共产党在建国后没有将民族平等的政策一
以贯之，政党的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功能没有得
到有效发挥。苏联一度实行大民族主义的政策，
忽视其他民族的利益表达，而另一方面又过度照
顾小民族利益时，大民族利益也被忽视。

2. 中国共产党是批判反思型政党
“批判与反思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的精神气

质。”[6]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探索实践中将这
种精神气质内化于政党本身，成为了自身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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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品质。正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反思自己，坚持
与时俱进的精神，才能带领全体人民在困难挫折
中砥砺前行。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在上世纪末
受苏联和东欧剧变影响，其规模大大缩小，这些
变化使得国际国内社会对吸收过苏联民族理论的
民族政策是否正确产生怀疑。然而，中国在这些
事件发生后的几十年，主动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
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时俱进，民族关系整
体呈现稳定和谐的局面。
苏联的民族问题之所以严重到无法调和与苏

共自身的教条化有关，很突出的一点是僵化地坚
持民族自决原则。苏共中央在提交的党二十八次
代表大会的行动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
会主义》中，一方面充分认识到解决民族问题的
重要性，“改革的命运，国家的未来，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族际关系将如何形成”[7]，另一方面又
对有分裂国家倾向的民族自决权予以支持，“党
重申自己忠实于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直至分离权的
原则，赞成通过这个权利的机制的法律”[8]。民族
自决权一直是宪法权利，这是布尔什维克推翻沙
俄统治的一个很有号召力的武器，后来也成为了
苏联解体的法律依据。

3. 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执政地位
作为使命型、批判型的中国共产党从建国以

来一直处于执政地位，在探索中致力于国家的长
远发展、各个民族的繁荣进步。因此，毫不动摇
地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民族政策的重要比较优势，
邓小平曾说“最关紧要的是要有一个团结的领导
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
将是不可战胜的。”[9]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
了其在社会发展中有着强大的协调能力，对口支援
政策就是重要的体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
党，相关政策即使制定出来也是无法顺利推行的。

一个政党失去执政地位就没有能力为国家继
续有效服务，这一点在苏联尤为明显。“苏共丧
失了领导地位，从而也就失去了维系联盟的重要
力量” [10]。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国家不切实际地
大量引入民主，提出政治多元化和实行多党制，
导致共产党领导权力的丧失，失去了对国家的整
体调控能力。很多固有的社会矛盾在此境况下就
凸显出来，民族问题成为重大社会问题，而民族
政策这时已无力调控民族关系。
（二） 政策客体维度———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

的内在认同
从民族政策总政策的辐射范围来看，民族政

策客体是全国人民。从民族政策具体政策的辐射
范围来看，民族政策客体主要包括民族地区、少
数民族群众等，这些不同组成部分的实际情况影
响着民族政策的内容选择。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
的内在认同是自觉贯彻民族政策的内在动力。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中, 各民族之间分分合合,
合合分分, 坎坎坷坷, 但最终走向多元一体, 其中
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11]。
其中不断交融的各民族文化与对人们思想起内在
规范作用的儒家思想发挥着重要作用。

1. 不断交融的各民族文化
璀璨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在不断交往交

流交融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就单一民族的文化而
言，也是文化交融的结果。以主体民族汉族为例，
汉族的前身华夏族“无论从血统上来说，从文化
上来说，华夏都是蛮戎夷狄共同创造的。”[12]华夏
族孕育了华夏文化，而华夏文化在民族迁徙、战
争等过程中吸收周边民族文化不断壮大。华夏族
在发展中的文化认同感不断加深，经秦朝统一、
两汉的开疆拓土，文化的凝聚力不断增强、吸纳
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增多，最终发展为统一的汉
族。另外，自秦汉以来，中国就形成了一个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相
互交流，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内
在认同。
苏联是在推翻沙皇俄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沙俄在近乎400年的时间里疯狂对外扩张，用武力
兼并了百余个民族，对这些民族实行残酷的剥削
和压迫。苏联建国后，国内各民族并非是紧密联
系的统一体，对于国家缺少稳固的内在认同。长
期以来，苏联的民族关系在不合理的民族政策指
导下变得越来越复杂，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也
变低，最终演变为民族分裂。1989年8月23日，波
罗的海三国首先向苏联发难，三个国家将近200万
民众手拉手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独立。

2. 有内在约束力的儒家思想
中国的封建王朝历来具有文化优越感，受

“有教无类”“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儒家思想影
响，重视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教化，通过文化的力
量使人们聚在同一个价值体系内。儒家思想长期
占主流地位，对于社会大众是一种行为的遵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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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例如，孟子言“以
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14]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儒
家关于统治者实现德治的思想，注重对统治者内
心层面的约束。统治者长期受这种主流思想影响，
对于民族关系的处理往往注重文化引导而不是诉
诸武力。张维为教授将中国概括为“文明型国
家”。“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
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 [15]。相
较而言，沙皇俄国侵占了大量土地，征服了众多
民族，但没有对这些民族进行充分的文化整合。苏
联时期，这些民族对于统一的国家认同仍然欠缺，
在长期坚持“民族自决权”基础上，独立意识越来
越强，为后来的苏联解体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三） 政策环境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

有序发展
民族政策环境既包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的环境，也包括全球化下的国际大环境。
作为社会问题一部分的民族问题需要在社会发展
过程中不断解决，而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民族政策
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全球化的大环境下，
诸多事物充满着不确定性。一个国家能够紧跟世
界发展潮流，有序平稳地发展将有利于社会的和
谐与稳定。对于民族政策来说，一个稳定的政策
环境将有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

1. 国际环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由于社会意识形

态等原因对中国包围封锁，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
苏联在50年代中后期也与中国关系恶化。面对外
在威胁，党十分注重加强民族团结，做好民族工
作。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美国等西
方国家缓和关系，中国的民族工作在美苏争霸中
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20世纪末，苏联
解体使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有了进
一步认识，对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的思考更加深
刻。在当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又为中国社
会发展提供了外在契机，民族问题在社会有序发
展中得到进一步解决。

与中国相类似，苏联在成立初期也受到西方
国家的围堵与干涉，但在民族问题上注重坚持民
族平等，民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随着二战
的临近，战争的环境迫使苏联为了自身利益开始

了东西两面的扩张，东面支持外蒙古独立，西边
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与德国瓜分波兰，发动对芬
兰的战争等，这些做法都使苏联的民族政策受到国
际质疑。二战结束后，苏联又长期处于与美国的对
抗中，这使历届领导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包袱，使其
没有太多精力去关注国内民族问题。

2. 国内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断进行

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
顺的，也发生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挫折，但党能
够及时纠正指导思想的偏差，为社会各项事业建
设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在
工业、科技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初步建立了全
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国家安全提供了重
要保障，也为国家发展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更是蒸蒸
日上，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
境。
苏联成立后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在

列宁时期，国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
济政策”的转变，对苏联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
推动作用。随着列宁的去世与斯大林的上台，
“新经济政策”逐步被放弃，高度集权的“斯大林
模式”逐步形成、巩固，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
领域。苏联在工业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对于社会问题解决缺少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与反思，
斯大林去世后的几位领导人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这种模式，甚至同一政党的政策也会发生断节甚
至是颠覆的现象。这影响了社会发展的有序性，
使民族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复杂。
三、中国民族政策系统的优化
中国民族政策系统的优势是民族工作取得诸

多成绩的重要保障，苏联民族政策系统的各个组
成部分中存在的问题是其不能妥善解决民族问题
的主要原因。为了使中国民族政策系统继续保持
比较优势，优化政策系统的各个构成部分具有必
要性。
（一） 民族政策主体的优化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政策过程中处于领导核心

地位是民族政策主体维度的主要优势，政策主体
各个部分的有效配合是保持这种优势的重要条件。
民族政策主体贯彻政策过程始终，不仅包括政策
的直接或间接制定者，也包括参与者、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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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者与监控者。民族政策主体在每个环节中都
是密切联系的，只有相互协作才能更好完成政策
任务。

第一，加强民族政策主体各个部分的功能整
合。民族政策主体包括诸多部分，只有实现功能
整合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用。这就要求各个部分始
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习近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持民族工作的
基本方针与原则，整合力量，从而最大化实现政
策目标。政策目标的达成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各
个部分应该相互协调统一，致力于相互合作、共
同解决民族问题这个大目标。

第二，坚持与时俱进。民族问题是社会系统
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问题。社会是不断变化、
不断发展的，民族政策也随着社会发展的目标走
向等发生变化，民族政策主体只有始终保持与时
俱进才能更好地解决民族问题。这就要求民族政
策主体在制定民族政策的过程中，用联系的、发
展的眼光观察不断变化着的民族问题并在诸多解
决方案中寻找最优方案。
（二） 民族政策客体的优化
民族地区群众、少数民族群众等民族政策客

体对于民族政策的接受程度高低是政策能否顺利
推进的关键因素。民族政策客体是客观存在的，
需要政策主体的主动认识。因此，民族政策客体
的优化首先需要民族政策主体对其有深刻的认识。
同时，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内在认同是中国民
族政策客体维度的重要优势，是各族人民自觉贯
彻落实民族政策的重要动力。这就要求中华文化
充分发挥对各族群众的凝聚力。

第一，加深对民族政策客体的了解。民族政
策主体是相对客体而言的，离开了对民族政策客
体的把握，主体的存在将没有意义。民族政策客
体是民族政策发挥作用的对象，是民族政策制定
的直接依据。为了使政策制定更有针对性，民族
政策主体对民族问题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民族地
区群众特点等实际情况要有准确地把握和全面地
研究。

第二，注重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政治动员
方面有重要优势，能有效地把人们从精神层面凝
聚在一起，其中最为重要的纽带就是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的，

是中华民族内部最深层次的共同心理认同。对各
民族创造的不同形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
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内在凝聚力。
（三） 民族政策环境的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序发展是民族政

策环境维度的重要优势，这是各族人民共同繁荣
与共同发展的重要条件。就目前民族政策的国际
环境而言，局势十分紧张。近年来，民族分离运
动作为当代世界民族问题中极具破坏力的一种现
象，给主权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造成了巨大威胁。
因此，全方位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营造稳定
政策环境的重要举措。

第一，建立健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
制。在思想上，要多方位提高各族人民的政治素
养。对各族人民加强五个认同教育，引导各族人
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树立四个意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
使各族人民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有更高的政治站
位。

在制度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容与
形式常态化。要及时以法律为准绳对破坏民族团
结的行为予以打击，从而能为保障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常态化的效果与营造和谐的民族政策环境做
保障。

第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社会化。在学
校范围内，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仅面向民族地区
学校，也应面向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在具
体落实过程要根据学校实际，遵从循序渐进原则。
对于普通高校，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
育的决定》中提到“开设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课
程” [16]，但就目前现状而言，很多学校都没有开
设这方面课程的实践经验。这就需要建立学校间
的学习合作互助机制。

在家庭范围内，家长要为孩子做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的榜样示范者。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深远
持久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要充分重视并落实好
“进家庭”的环节，以社区或村小组为单位，逐层
逐户宣传。

在社会范围内，要通过多种形式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论述以及破坏民族团结
的危害性传递给社会各界，使社会成员自觉充当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受教育客体并以实际行动捍
卫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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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中国与苏联的民族工作成效有着显著不同。

中国现行的平等、互助、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
与苏联解体之时的民族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新
中国成立70年的民族工作成就有目共睹，民族政
策系统中的优势是该成就取得的重要原因，也是
民族政策在今后发展中应继续保持的。然而，中
国的民族政策也存在潜在的调整空间，如何使中
国的民族政策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是研
究民族政策的更深远意义所在。因此，中国民族
政策的发展也要从苏联的民族政策中吸取教训。

在苏联，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
乔夫这些领导人对民族问题的态度上可以看出，
他们对于国内民族问题审视时普遍持有乐观态度，
没有充分意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这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了苏联民族问题主要呈相对隐性状态，
没有严重到危害整个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而一旦
民族问题爆发出来并被领导人深刻认识时，情况
往往严重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这种结果也与民
族政策缺乏相对完善的政策监督、评估机制有关。
因此，建立健全民族政策的监督、评估机制、及
时发现民族政策运行过程的问题、评估其效果十
分必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
设事业离不开各个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中国是
56个民族的大家庭，只有妥善处理好各个家庭成
员的关系，才能做到“家和万事兴”。56个民族在
根本利益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各个民族只有团
结起来，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共同朝着这
个伟大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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