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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与世界的关系，不断完善对世界的整体认识，形成了顺应时代发展、体现中国特色的

世界观。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从整体上反映了党的宗旨使命、根本利益、地位作用以

及对“世界是怎样的”、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

点，包括党的身份定位、时代观、世界秩序观、对外关系观、全球战略和外交思想等核心

要义。党的世界观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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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始终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为世界做出更大

贡献为使命，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与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紧密联系，在与世界的

交流互动中形成了顺应时代发展、体现中国特色的世界观。经过一个世纪的不懈探

索，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世界观与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辩证认识党情、国

情和世情，理性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为国家独立富强、人民解放幸福、世界和平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时代发展脉搏，深刻思考中国

与世界的发展前途，不断完善对世界的整体认识，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

了百年大党的国际主义情怀和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一 中国共产党世界观的核心要义

世界观又称宇宙观，从哲学意义上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总体及自身在世界中地位

和作用的看法，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自然观、社会历史观和人生观等的总和。作为

现代国家主要的政治组织，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具有特定的政

治目标、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其世界观不仅仅限于哲学范畴，而是具有包括政治立

场、宗旨使命、世界样态和对外关系等在内的更广泛内涵。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是党

关于自身根本利益、基本立场、初心使命、地位作用以及“世界是怎样的”、如何处理中

国与世界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既反映党

对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的整体认识与判断，也有对自身身份定位及对外关系经验教训

的总结与反思，还有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构想与倡导，具体包括党的身份定位、时代

观、世界秩序观、对外关系观、全球战略和外交思想等核心要义。

中国共产党的身份定位是党根据党章党纲，在与外部世界交流互动中形成的对身

份性质、角色地位和责任作用等社会属性的自我认知，是党明确自我与他者界限、开展

对外交往活动的基本依据。不同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和评价，党的身份定位更加突出中

国共产党自身真实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取向，反映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和回应外部世界

的期待与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

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①作为世界最大社会

主义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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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关注人类前途命

运，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高度重视自己的国际身份、国际立场和国际责任，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通过对

身份定位的强调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的理想目标、代表的群体、从事的事业等影响

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明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始终是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时代观是人们对于所处时代总的观点和看法，是反映时代发展趋势及其逻辑演进

规律的根本观点。② 作为世界观的重要内容，时代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基本

特征的概括和总结，反映了行为主体在特定时期对世界总体形势的价值判断和思想观

念。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观是党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内容，③是党认识和把握世界形

势、指导国际关系实践的重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观既包含对世界发展趋势和特

点的时代概括，又包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总结，是党在致力实现民族复兴和

人类进步的伟大实践中所进行的历史抽象归纳。其中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科

学论断更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发展实际、正确把握历史方位以及布局全球战略的理

论起点，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和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思想基础。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

党时代观的主要特征。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分阶段总结不同历史时期

的主要矛盾，制定相应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并根据具体时代条件创造性地推进社会主

义建设和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

世界秩序是在一定权力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广泛认同与较大约束力、维护世界

稳定发展的全球性系统安排与运行规则，直接规定和影响国家之间的交往互动方式和

国际社会整体状态。世界秩序是国际行为体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对世界秩序的立场

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世界观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世界秩序观是党在领导中国革

命与建设、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立场与看

法，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认知基础。党的世界秩序观不仅与世界体系

的演变密切相关，也深受自身理想信念与利益诉求的影响。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努力

运用世界秩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和平与发展服务:一方面积极把握历史

机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促进世界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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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勇等: 《论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全球观念变迁的主要规律》，载《国际观察》，2021年第 1期，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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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恪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国际主义视野和立场，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创立新

型国际机制等方式引领和推动新秩序的建立，①形成了既反映世界现实又体现初心使

命，既符合国际规范又饱含民族智慧的中国特色世界秩序观。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观的形成和发展是党不断寻求中国与世界的最大公约

数并建立和平共处规范的过程，它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参与国际事务的态度和方式。

世界秩序观与身份定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与世界关系认识调整的主

要因素。党的对外关系观表现在党对世界秩序的态度和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上。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秩序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到

融入再到引领的演变，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也从最初“一边倒”转变为全面积极参

与，交往对象和领域从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和集中于政治领域逐渐扩展到全方位、

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交往互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积极参与世界分工合作，不断增强自身影响力，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推动世界秩序

的合理化变革。在这一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以实现人类自由解

放为己任的初心从未改变。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

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②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战略是

党综合运用国家软硬实力和全部资源，为实现全球目标所进行的全局性系统规划，是

认识和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实践纲领，体现党的执政智慧和价值追求。爱国主义与

国际主义是党的鲜明特性，中华民族先锋队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党的全球战

略既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又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为目标。党根据具体历

史条件不断调整战略部署，领导中国人民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推动实现

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目标，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大势，呼

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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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天下为公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强烈的使

命感、责任感。

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战略是通过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外

交思想是党的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和反映，是对党和国家对外交往实践的经验总结与

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行动指南。在党的外交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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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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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

渝，承前启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本色，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治国理政智慧，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①在党和国家对外工作上实现

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党的外交思想指引着党和国家总结国际关系发展

规律，科学认识时代发展特征，制定对外交往原则和目标，深刻反映着党对时代主题

与世界秩序、身份定位与对外关系的认识和判断，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拓展了战

略空间、创造了发展机遇，为世界和平发展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做

出了重要贡献。

二 中国共产党世界观的发展和完善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不仅取得了中国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而且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百年来，中

国的发展面貌翻天覆地，综合国力日益提升，世界形势不断变化，党的世界观也随时代

发展而应时调整和完善。根据党对时代主题、世界秩序、身份定位以及对外关系等认

识的变化，可以将百年间党的世界观的发展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

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

个继往开来的历史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

合的产物。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与共产

国际长期保持密切合作。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

的感召与引导下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他们的思想观念长期受到共产国际和俄国布尔

什维克的影响。② 中国共产党还是在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国内军阀混战和封建残

余深重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

首要历史考验。

在这一时期，党的世界观带有鲜明的国际主义色彩，将自己视为共产国际的重要

一员，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广大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

一部分。在对世界秩序和时代主题的认识上以苏联为主要参考，并具有明显的理想主

·8·

中国共产党世界观的百年探索与思考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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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倾向，强烈批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和侵害，将“资本主义决

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盛兴”①视为最主要的时代特征，在理论和实践中遵循列宁在

共产国际六大上提出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观，把用无产阶级革命应对帝国主

义战争作为自己的使命。②

在经历国民革命失败和蒋介石反动派的 围剿 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制

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

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自此，中国共产党在关注和支持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同时，把工作重点集中到推翻旧世界和创建新中国的战略目标上，并在此基

础上形成了革命时期的对外交往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打倒一切

帝国主义”的政策转变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和平阵线相结合”③的主

张，强调不仅要与苏联联合，还要与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相互支持

配合。在这些认识和观念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奋战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

放，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且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和战后和平重建贡献了

重要力量。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社会革命力量成长为执政党，肩负起规划新中国外

交和国际战略的重任，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这一时期，国际上美苏两

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欧美国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普遍采取不承认的孤立

政策;在国内，反动势力尚未完全清除，蒋介石政权在美国支持下“反攻大陆”的威胁

仍然存在，新中国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④ 与此相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

给予新中国外交承认，成为其重要战略依靠。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也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国际联合，中国共

产党确定了独立自主的革命外交路线，形成了以斗争求承认、求和平的外交指导思想，

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政策。⑤ 这一时期，意识

形态在党的对外交往中占有很大比重。革命外交一方面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站稳

脚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对外交往的范围，容易使自己陷入孤立。⑥ 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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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形势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延续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判断，对世界秩序的认识

深受美苏冷战局势的影响，主动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将新中国维护国家生存和主权的斗争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真正独立和

平等参与国际社会的斗争的一部分。

20世纪 60年代末，苏联在与美国的冷战博弈中占据主动，霸权主义迅速膨胀，开

始威胁和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对此，中国共产党对美苏主导的世界秩序及其帝国主

义、霸权主义行径进行了强烈批判。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逐渐放弃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做

法，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对“中间地带”思想做了进一步阐释，将亚、非、拉和

一些反对美苏控制的欧美国家都视为中间地带，进一步扩大反霸统一战线的联合范

围。① 在对身份定位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不断强化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身份，逐渐

拉开与霸权主义苏联的外交距离，形成了“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思想，并指导中国开展

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合作，共同争取建立公平正义的世界新秩序。

(三)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20 世纪 70 年代后，美苏争霸整体上趋于缓和，“冷战”格局出现松动。新中国

经过艰辛努力已经在国际舞台上逐渐站稳了脚跟，并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

交关系。但此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仍然十分薄弱，人们生活水平亟待提高，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在此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

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

开放的历史征程。此后，中国经济建设获得持续快速发展。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苏冷战对峙格局彻底瓦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

世界发展趋势不断加强。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综合国力跃升

至世界前列。

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与国家发展任务的紧迫，邓小平做出了“现在世界上真正大

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②

的重要论断，指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要抢时间搞建设。自此，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

的判断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

身份定位和战略目标也做出了重要调整，不再过分强调自己的阶级属性，放弃“文化

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输出革命”的政策，转而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经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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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把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国际环境作为对外交往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邓

小平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保国家的正确发展方向。①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

世界秩序的态度更加主动，积极融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秩序和以布雷顿森林

体系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秩序，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同世界各国开展平等互利的合作，中

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

改革开放后，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

题的认识，把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纳入对时代特征的总结，积极倡导建立世界政

治经济新秩序。进入 21世纪，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自身角色的能动性，越来越把中国

的发展视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上，中国共

产党强调牢牢把握和利用好时代发展机遇，并将“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

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②越来越重视承担国际责任和构建国家软实力。在此基础

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构想，主张促进包容普惠的全

球化和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制定了开展伙伴关系外交的指导思想，以此推动和谐

世界建设，发展对外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

实际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进入加速演变和深

刻调整的关键时期。国际力量对比显著变化，大国竞争不断加剧，全球问题日益突出，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重塑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更加强烈。

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国家间

相互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

出，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 另一方面，经过新中国 70 多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为人类

做出更大贡献的能力极大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

期待日益提高。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重要判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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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①“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②

“新时代”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高度，对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新变化、新特征做出的新总结。在对身份定位和自身与世界关系

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当代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已不

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世界对中国的关

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

刻、长远”。③

进入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形成

了习近平外交思想。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着眼

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融汇于为

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使命之中，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全球目标。中国共产党将推动人类进步发展作为衡量自身发展的重要标准，积极探

索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有机融合的发展方式，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主义

情怀，又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积极

倡导和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的国际交往，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形成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和世界秩序调整努力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三 中国共产党世界观的主要特点

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变，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随着时代变迁和自身发展不断调

整和完善，展现出自身的鲜明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④中国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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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人类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归根结底是因为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式，也

是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规

律，矛盾分析法是认识事物本质、分析事物发展过程以及认识事物之间关系的根本方

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善于运用

矛盾分析法认识和解决问题，在对世界形势和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中，始终坚持全

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

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① 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发展，分阶段分析国内外主要矛盾，制

定相应战略安排是中国共产党世界观的鲜明特色。中国共产党既坚持两点论又坚

持重点论，根据国内社会和世界形势的主要发展趋势，不断调整思想认识，制定相应

战略策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制定了推翻旧世界、创建

新中国的最低革命纲领，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新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

战略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理性分析美苏对抗的主要态

势，客观判断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趋势，把握历史机遇，适时进行战略调整，做出

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把握

世界百年大变局和中国发展大趋势，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

的顶层设计。

面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中国共产党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不仅善于抓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善于创造有利条件，促进矛盾的积极转化。抓住并

利用好战略机遇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正确研判世界形势和时代发展趋势、发挥主观能

动性、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经验。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挑战中，中国共产党把冷战对

峙的国际环境转化为独立发展的重要机遇，完成了国家独立解放和社会主义改造任

务。改革开放后，在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外部和平演变挑战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共产

党积极调整对世界形势与时代发展的认识，做出“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②的

战略判断，并将经济建设置于各项工作的中心，抓住时代机遇实现了中国的快速发展。

进入 21 世纪，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中国共产党做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

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论断。③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善对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判断，使之成为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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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新胜利、创造新辉煌的重要战略认识。

(二)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

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①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

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

论”。②“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

真理。”③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以对世界形势的客观判断和对自身经验的

理性反思为基础把握时代主题、认识世界秩序，依据具体历史条件制定战略规划，开展

对外交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即使在特殊情况下受到错误思想干

扰，对国际形势和自我发展阶段的判断出现偏差，也能及时进行调整，把主观认识统一

到客观实践中，做出有益于人民和世界的正确决策。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中

国共产党正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和自身历史使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

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独立解放、发展富强的伟大成就。

与时俱进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时代是发展的，世界是变化的，中国自身也

在不断发展变化，只有及时把握新形势新变化，适时调整自身思想观念才能真正做到

实事求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因应时代发展和自身进步而不断调整，不仅

反映了时代变迁特征，而且总结了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目标任务和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共产党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探索中实现了对时代主题认识的转变，开创性地

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断，根据党情、国情、世情的发展演变，不断拓展时代

特征的新内涵，总结世界形势的新发展，并指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向前推进。中

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实现了对自我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分阶段分步骤

制定符合时代要求和自身角色、能力的全球战略，为有效开展对外交往确定了思想

原则。

(三)勇于实践的认识方法

勇于实践、不懈奋斗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实现伟大梦想的认识方

法。“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④中国共产党的

世界观是在与世界的互动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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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践，参与国际交往合作，不断总结经验和规律，适时调整认识的产物。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实践来认识世界形势以及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积极面对并解决对外交往实践所遇到的问题与挑战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科学认

识时代主题调整演进和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

掌握了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真实样貌，而且学会了辩证观察、认识和理解世界。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革命与改革的实践探索中逐渐明确“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① 另一方面，中国共

产党通过开展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实践来检验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

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不断通过实践巩固正确认识，修正错误认识。在“文

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对国际形势产生过错误判断，导致对外交往实践严重

受挫。正是由于对实践的重视，党才能及时调整修正政策，把主观认识统一到客观

实践上来。

勇于实践既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改造世界的方式。一方面，党的

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需要通过对外交往实践来实现。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和战争实

践，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巩固和保卫了人民政权，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营

造了发展空间;通过坚持不懈的外交斗争实践，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

法席位，实现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

重。此外，中国主导创建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等新型国际组织与机制成为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

这些实践在深刻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同时，也为党进一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增添了

新内容，做出了新贡献。这些新变化新内容促进中国共产党不断更新认识、创新理论，

为开拓新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提供了世界观指导。

(四)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切历史观念的源泉。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

性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党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

使命。“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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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①党的世界观就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立场上形

成的世界观。中国共产党对世界与自身认识的发展演变蕴涵着“以人为本”“人民至

上”的价值取向，坚持人民立场，扎根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世界观

的鲜明特点。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

建立人民共和国、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为主要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中

国共产党把保卫人民政权、在经济上恢复生产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在政治上进

行民主建设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作为自己工作的首要内容。改革开放后，为人民

谋求幸福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成为中国共产党改变看待世界态度、转变与世

界相处方式、积极融入国际分工合作、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十八大以来，中

国共产党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奋斗目标。“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③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

戚与共、生死相依，这是党领导中国不断向前发展的永恒初心。

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使命上，而且体现在为

世界人民谋发展、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责任担当上。党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

中始终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相结合，寻求中国与世界和

谐相处的共同发展之路。毛泽东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在对外

交往中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邓小平强调，在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正当权

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等重大问题上，要努力做出我们的贡献。④ 习近平倡

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⑤ 随着

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自身发展所具有的人类意

义，也越来越自觉地把自身发展看作推动人类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

的国际主义精神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会以二元对立思维认识世界和看待自身与世

界的关系，更不会遵循西方的霸权逻辑推行强权政治，只会把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与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相结合，引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朝着更加美好

的未来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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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和合共赢的民族智慧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积淀孕育了璀璨的文化和深邃的智慧。这些优秀传统在

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中深深植入中国人的基因，成为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

传的精神命脉，也缔造了中国人不同于西方文明认识世界与看待自身的方式。中国共

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和中华文化的先进代表，其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深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是“天下为公”的天下观。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来理解世界，“以天下观天下”，

强调“四海一家”，把世界看作人类的公共政治空间和共同资源，以世界为尺度去思考

属于世界的政治问题，①倡导合作共治的治道精神。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就将共产主

义作为崇高理想，始终把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为使命，不论是革命时期的反霸斗争和

对外援助，还是建设时期对公正合理世界新秩序的倡导和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努力，都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与世界关系过程中始终秉持“心怀天

下”的世界观。

二是“和而不同”的合作理念。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品质，坚

持“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延续千年、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君子和而不同”从本质

上讲，就是要承认并尊重事物的多样性，同时明确多样性事物的内在统一。中国共产

党在对外交往合作过程中，特别强调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不把自己的意

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以“海纳百川”的精神促进各种文明的交融互鉴与和

平共处。

三是“和合共生”的相处之道。“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民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方式和精神境界。它主张在与他者的相处过程中做到和

平合作、互利共生，要求国家之间以礼相待，以和为贵，强调彼此团结互助、共存共赢。

中国共产党在与世界相处的过程中，始终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交往的原则，不仅开辟

了和平合作的自我发展之路，还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共存理想。

四是“协和万邦”的世界主义。这是中国“和”文化的重要内容，旨在实现各国之

间的和睦相处，进而实现天下太平。② 它主张以“仁礼之道”实现“天下大同”。这与西

方文明以敌我二分和权力平衡来理解和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方式完全不同。从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构建世界和平统一战线的倡议，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和平共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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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提倡，再到改革开放与发展时期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强调以及新时代对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讲信修睦、亲

仁善邻，把协和万邦作为理想，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智慧的传承和发展。

(六)开放自信的国际胸怀

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世界观的发展经历了

从内在自我塑造到积极开放进取的国际化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

世界和自我的认识日益成熟，对自身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更加自信，也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在理想追求、格局胸怀、政治品格、组织塑造、领导智慧、精神境界和责任担当

等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政党的“大的样子”。

首先，面对外部世界的态度越来越积极。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初期，中国面临

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内部政权建设和社会稳定。与此同时，中

国共产党作为新生的大国执政党，对外交往的实践经验不足，对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

的认识主要依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对苏联经验的借鉴。这一时期是党进行

自我身份建构、明确目标任务、制定战略规划和交往原则的自我塑造时期，整体上呈现

相对封闭内化的特征，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保持消极态度。改革开放后，随着世界形

势变化和中国发展战略调整，中国共产党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越来越积极，开始正视美

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作用。中国在不断融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自身获得了长足发

展。进入新时代，中国更是以“建设者、维护者、贡献者”的身份界定自身和与世界秩

序的关系，不断寻求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和世界秩序合理化变革。

其次，参与国际互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受西方世界孤立封锁的影响，新中国成

立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存在一定的限制性理解，特别是在西

方的冷战遏制下，意识形态的作用被反复强化，导致党领导中国参与对外交往的范围

与领域有限，主要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目的，与西方阵营接触较少。改革开放后，

在世界观整体调整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扩大了对外交往范围，拓展了对外事务领域，

不仅把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互动合作从社会主义阵营拓展至全球，还在经济和金融领域

广泛参与全球化，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力量，在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也同世界各

国开展广泛合作，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越来越开放，对外交

往的舞台越来越宽广。

最后，参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与世界交流互动

的初期，中国曾长时间处于相对被动的态势。一方面，长期战乱严重损伤了中国的国

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另一方面，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世界格局限制了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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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世界秩序的关系时主要以被动参与为主。20 世

纪 90年代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以及自身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方

式越来越主动和多元，不仅加入了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国际组织与合作机制，而且

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在部分领域引领国际机制建设，主导创立了一系列新型国际组

织和国际合作机制，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旨在促进世界秩序

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全球倡议。

四 中国共产党世界观的重要贡献

党的世界观是党进行一切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是党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根本依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的世界观客观反映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形势的发展变化，全面体现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调整演变，不

仅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不断取得胜利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为世界和平

发展与变革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塑造并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是理想、信念、立场和观念的综合，是判断是非曲直、真假善恶的价值标准

和对客观世界及行为结果的评价准则。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世界观，世界

观则对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支配和导向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基

于对客观世界形势与自身的认识形成和发展的。对自我身份定位、初心使命以及自身

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从根本上决定着党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对时代主题和世界形势

的认识则影响党对外部世界的评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于对国内革命形势和任

务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为人民服务”和“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的价值取向，①

并由此形成了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两极

对峙局势和外部战争风险，中国共产党基于对自身共产主义政党性质和与西方世界体

系对抗性关系的认识，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弘扬国际主义，形成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和社会主义为导向的价值体系。改革开放后，随着对时代主题和世界形势认识的转

变，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对世界秩序的态度越来越开放，

积极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经世务实”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价值取向。进入新时代，面

对世界与中国发展的新方位，中国共产党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角度宏观思考中国与世

界的关系，形成了以“正确义利观”为核心内容的价值体系，为新形势下推动构建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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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指南。

(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奠定思想基础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

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①中国共产党继

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世界，处

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自创

立起，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在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

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基于对时代主题、世界形势和自

身角色与使命的认识，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具体实际问题，形成了

毛泽东思想，引领中国走上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改

革开放与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对世界形势特征的认识调整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

题，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在这

些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

重大问题，②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

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对世界百年大变局和中国发展步入新时代的重要认

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把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前国内外实际结合起来，着眼中国发展和世界前途，回应

历史和现实，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

发展。

(三)深刻影响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

“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推动正确的实践，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

实践。”③党的百年发展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动国

家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正确认识世界形势

以及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就会使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相反则会遭

受挫折甚至失败。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出于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统一

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历史使命的认识，自觉投身革命运动，促成革命统一战线，

积极争取国际支持，最终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启了中国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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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在充分认识国际形势压力和自身信仰使命的基础上，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三大改造，领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0 世纪 60 年

代，由于对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矛盾判断的失误，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和

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认识原则，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通过实

施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中国快速发展的新征程。进入新

时代，在对世界大变局和自身发展新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强调中国作为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①积极探索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之

路，进而推动中国发展进入全新历史阶段。

(四)决定和指导中国对外交往的战略布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

系。党的世界观是站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立场上形成的对世界形势和自身与

世界关系的整体认识，深刻影响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战略布局和具体展开。党的世界观

特别是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决定了中国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独立自主探索和平发展道路的整体战略布局。具体来讲，根据党

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判断以及对自我身份与历史使命的认识，形

成了不同阶段中国对外交往的战略布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美苏两分天下、霸权主

义横行的世界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斗争求生存、求和平的战略部署，向社会主

义阵营“一边倒”，防范西方阵营封锁，积极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20 世纪
60—70年代，面对苏联霸权主义，中国共产党灵活实施中美苏“大三角”的平衡战略，

联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反对苏联霸权。改革开放后，基于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

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对外交往战略，并逐渐形

成“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

局”。②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

大国关系框架，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成就显著。
(五)影响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的发展演变

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家全球战略制定的重要指引。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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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全球战略选择无疑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的

发展演变。正如邓小平所说: “中国的问题，也等于五分之一的世界问题……中国真

正发展起来了，对朋友们的帮助也许会大一些。”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

党革命世界观的指导下，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解放，建立了新中国，不仅冲

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而且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

争取解放的斗争，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拉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的高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家之间应当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认识，提

出并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了亚非人民的团结，壮大了全球反对帝国主义和霸

权主义的力量，成为世界普遍认同的国际交往原则。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

位，走出了融入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也是促进世界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变革

的重要一步，不仅打破了霸权国家对联合国的垄断，使联合国成为真正具有普遍代表

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而且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壮大了世界和平的力量。改

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在多个领域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特别是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

使中国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动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 截稿: 2021年 6月 责任编辑: 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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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entury since its founding，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scientifically understood the conditions of the Party，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ration-
ally analyz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constantly improved its overall under-
standing of the world，and formed a worldview that respon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reflect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worldview of the CPC as a whole re-
flects its mission，fundamental interests，status and role，as well as its general views
and fundamental perspectives on such basic issues as“How the world is”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includes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CPC's identity positioning，the view of the times，the view of the world order，the
view of foreign relations，global strategy，and diplomatic thought． The worldview of the
CPC has gone through four historical stages，includ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
cratic Ｒevolutio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Ｒ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period of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and the New Era of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fter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and refinement，
the worldview of the CPC has demonstrated such distinctive features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Marxism，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the cog-
nitive method of courageous practice，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eople's supremacy，the
national wisdom of harmony and winning together，and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open-
ness and self-confidence． The worldview of the CPC is the ideological basis for all its
theoretical creation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which has not only become a powerful ide-
ological weapon for the CPC to lead Chinese people to victory in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but also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eaceful develop-
ment of the world and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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