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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

孙 正 聿

［摘 要］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实质内容和世界意义，就在于它

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成功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 “东方从属于

西方”的世界格局中，以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国家独立为首要前提的现代化; 是在 “改

革开放”的创新实践中，以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为现实基础的现代化; 是在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以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使命的现代化。中

国式现代化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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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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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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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第 64 页) ，我们要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同上，第 24 页) 。中国式现

代化，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 “走自己的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探索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为重要的是以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 “大历史观”为出发

点，从改变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和奋斗历程看中国式现代化，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和现实基础看中国式现代化，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和理论

创造看中国式现代化，从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和人类

未来看中国式现代化。

一、从大历史观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问题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向我们提出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 中国是否必须走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只能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为何能够创造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如何创造了现代

化新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中，深层地蕴含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理论问题: “现

代化”是抽象的普遍性还是具体的普遍性? 如何看待实现 “现代化”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活动?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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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现代化”的技术性表征与价值性选择? 如何看待 “现代化”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

涵? 如何看待“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 如何看待 “现代化”的后果与对 “现代

性”的反省? 如何看待“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

提出、探索和回答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从“大历史观”上揭示 “现代化”的思想内涵、时代

内涵和文明内涵，特别是从“大历史观”上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境遇和奋斗历程、中国式现代

化的历史使命和现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实践和理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理想和世界意

义，才能从理论上回应和回答人们最为关切的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 “不是国外现代

化发展的翻版”? 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必须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必

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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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

化为什么必须致力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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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

现代化为什么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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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

现代化为什么具有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的关乎人类未来的

世界历史意义? 这就要求我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以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捕捉、发现

和提出重大现实问题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问题，不断地 “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

性的新实践” ( 习近平，2016 年，第 22 页) ，从理论上赋予 “中国式现代化”以更为坚实和充满活

力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

二、从改变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和奋斗历程看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人的历史性活动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特定历史形态的存在

方式。这意味着，从理论上把握“现代化”，首先需要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看待 “现代化”，

特别是从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活动与历史条件的辩证关系看待 “中国式现代化”: 从人类文明的特

定历史形态看，“现代化”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因而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性;

从人的历史性活动的产物看，“现代化”又是不同国家在特定的历史境遇和历史条件下，以自己选择

的道路和方式所实现的现代化，因而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怎样实现现代化并没有 “定于一尊”的

固定模式。

从世界性的普遍性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

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是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被 “世界市场的力量

的支配”过程。“现代化”过程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人类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

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了作为 “现实的历史”的资本主

义的现代文明。这意味着，“现代化”过程本身就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内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

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

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

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6 页) 然而，这个“历史向世界历史

转变”的“现代化”过程，并不是抽象的世界历史进程，而是资产阶级 “迫使一切民族” “采用资

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也就是按照资产阶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

出一个世界”。( 同上) 这个“世界”，不仅“使农村从属于城市”，而且 “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

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同上，第 277 页)

这又意味着，“现代化”进程把世界分裂为现代化的 “西方”和从属于西方的 “东方”。“从属于西

方”的“东方”国家如何实现 “现代化”，这不仅是所有 “东方”国家面对的根本性问题，而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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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共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根本问题。

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具根

本性的历史境遇。马克思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

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85 页) 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在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和历

史境遇中寻求现代化之路，因此，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要诉诸近代以来的 “历史向世界历

史转变”的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进程，更要诉诸这个历史进程中的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和

近代以来的中国的历史境遇。离开这个前提性的历史境遇和历史条件，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就失去了

根本性的历史根据和现实基础。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境遇，从根本上说，就是“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

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

难”。( 习近平，2021 年，第 2 页) 正是这种历史境遇，决定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首先是 “拯救民族

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然而，近现代中国接连而起的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

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这一过程中轮番出台的各种救国方案，却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意味着，中

华民族要实现国家独立和国家富强，必须找到新的思想和道路。在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的 20

世纪初叶，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

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

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同上，第 3 页) 因此，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必

须诉诸近代以来的中国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而且必须诉诸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彻底改变这种历史境遇的奋斗历程，诉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创造的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社会条件”。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境遇，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和“三座大山”的压迫，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而改变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

推翻“三座大山”，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中国

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百折不挠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结束

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改变了近代以来的中国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这

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完成了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

工业化体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一系列构想，逐步形成了实现 “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即把中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新的创造性探索，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念，

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总目标，设计了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

路。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实现的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为“根本社会条件”，又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

起来”的历史进程为实质内容。中国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基于和

实现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改变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伟大实践之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实践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的现实基础，也是回应和回答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部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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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和理论创造看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不是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而是建设 “社会

主义强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推进 “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因

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开辟“新道路”的现代化，创造文明 “新形态”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

化创造的“新道路”“新形态”，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

现代化，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不断提供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

量的现代化，是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因此是创造现代化新道路和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完善的制度保证、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主动的精神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

新实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首先是创造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创造了

以建立、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基础的现代化新道路。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

化，并不只有西方模式这一条路，各个国家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516 页) 这个 “精

神上的主动”，就是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新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

中国”，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为坚实的制度基础。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

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 习近平，2017 年 a，第 14 页)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

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

伟大创造”。( 习近平，2018 年 b，第 4 页) 改革开放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

义的伟大转折，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

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不仅坚持和巩固了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而且为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国

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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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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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

2021 年，第 13 页) 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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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一

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新征途中，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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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

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习近平，2021 年，第 2 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道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2014 年，第 4 页) 人是生理的、心理的、伦理的存在，人民所向往

的“美好生活”，在最朴实的意义上，就是比较充裕的物质生活对人的生理需要的满足，比较充实的

精神生活对人的心理需要的满足，比较和谐的社会生活对人的伦理需要的满足。满足人民的需要，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习近平，2017 年 a，第

21 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上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了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同上，第 11

页) 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构成了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内

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推进了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

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发

挥人民的主动的精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的现代化新道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 习近平，2017 年 b，第 323 页) 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蕴含这个

国家、这个民族的梦想和追求，总要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为前进

方向，总要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全体人民的价值期待、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为坚实基础。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全体中国人民 “我们到底要什么”的共同的社会

理想和价值导向，而且是“我到底要什么”的每个人的价值期待、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因此激发

出全体人民的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

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 习近平，2014 年，

第 164 页) 中国人民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是 “走自己的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精神力量，为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地激发出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不断地转化为 “物质力量”

的“精神力量”，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

四、从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和人类未来看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未来具有双重的重大意义: 从实现世界性的现代化看，特

别是从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

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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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2017 年 a，

第 10 页) 从解决世界性的“现代性”问题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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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 习近平，2017

年 a，第 10 页) ，赋予现代化以社会主义的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

形态。

世界性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全面地、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不仅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巨大

发展，而且构成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巨大问题。从人与自然关系看，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

紧迫的人类性问题，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所造成的生态问题为主要标志的可持

续发展问题; 从人与社会关系看，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人类性问题，是由资本的逻

辑所造成的人依赖于物的 “异化”问题和日益深化的两极分化问题; 从人与自我关系看，现代化所

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人类性问题，是由信仰的危机所构成的 “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

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问题和日益漫延的极端主义倾向问题; 从国家与国家的国际关系看，

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人类性问题，则是由于某些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

造成的对“和平与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威胁问题。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问题，迫切要求

创造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关乎人类未来的世界意义，就在于创造了

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首先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

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活的灵

魂”。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最为重大和最为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对于

现代人类而言，最为重大和最为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实现人类文

明形态的大变革。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不仅 “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

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而且以这 “两大发现”为根基提出争取 “人类解放”和实现 “人的全面发

展”的伟大社会理想，并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现实力量

就在于，它赋予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以最坚定的理想信念，它赋予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以最坚

实的理论支撑，它赋予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以规律性的道路指引。“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

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 ( 习近平，2018 年 a，第 7

页) 离开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形成真实而远大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诉求，就会失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规律性的道路指引，就会失去凝聚力量和走向未来的理论支撑，就不可能站在创造现代化新道路

的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坚实的理论根基，就是依据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

展的客观规律，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不断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

人的全面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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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习近平，2021 年，第 13 页) 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代化，因而是站在真理和道

义的制高点上的现代化。正是坚持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不仅从

根本上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实现了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和 “强起来”的

历史性跨越，而且为解决世界性的现代化问题不断地 “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 “概括出有规

律性的新实践”，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于它以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创造了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

的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恩格斯曾经这样总结人类的历史和预见人类的未来: “人离开狭义的

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

·01· 《哲学研究》2022 年第 1 期



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74 页) 对

此，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 “如果说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的较

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为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就更加困难得多了”。( 同上，第 384

页) 为此，我们就必须对“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

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同上，第 385 页)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就在于，

它以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不仅充分地估计人类行为在自然方面的较远的影响，而且充分地估

计人类行为在社会方面的较远的影响，从而自觉地实现“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的 “符合”。中

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 ‘串联式’的发展

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两百多年时间。我们要

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 ‘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 159

页)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叠加发展”中，最为主要的是不断地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凝炼形成了引领中国现代化的 “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理念、“三位

一体”的持续发展理念、“四位一体”的科学发展理念、“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走出一条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

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所引领的新的文

明发展道路，深刻地蕴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参见习近平，

2021 年，第 16 页) ，不仅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之路，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路，也就是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向往之路。在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 “每一个单

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9

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实质内容，赋予“现代化”以“中

国式现代化”的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而且塑造和引导

了人类走向未来的新的时代精神。因此，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具有现实的世界意

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关乎人类未来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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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OF MAIN ESSAYS

On a Uniquel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from a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Sun Zhengyu

From a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substantive content，and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ie in that it is not a replica of foreign modernization programs，but
rather takes Marxism as its guiding ideology，adheres to and develop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ioneers a uniquel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and creates a new model for human advancemen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a modernization of the world-historical pattern of“the East being subordinate to
the West”，with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standing up”as its primary premise; it is
a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Chinese people's“prosperity”and“strength” in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it is a moderniza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creating a new model for
human advancement in the process of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a new path of modernization that promotes all-round social progress and realizes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Life Consciousness

Chen Xinhan

The emergence of human life brings the mutual object relationship of things in the universe into the“self-
object relationship”，and results in the“contained rationality ( Nous) of the universe gaining consciousness”.
“Conscious life activity”is the reason why the subject's self-consciousness is sublimated into“me”through
“reflection”. As“the regul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Dasein”，life consciousness not only unfolds with the
unfolding of life activities，but also makes life activities unfold in its unfolding. “Life is the entire scope of
human being”，which determines the consciousness of life includ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survival and of life;
the consciousness of survival makes life extend quantitatively，and that of life makes it expand qualitatively.
The fusion of survival consciousness and life consciousness resulting in life activity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basic contradictory movement in society，which has resulted in human beings entering the digital age.
“Existence toward death”enables Dasein to plan life authentically; it gives Dasein meaning in life，and makes
Dasein have a sense of tragedy. As the core of common sense，life consciousness cannot be violated. The law's
command，meanwhile，is“becoming a person”，which requires that respect and reverence for life be the
supreme princip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The life consciousness developed in the interaction of
common sense and law has had a huge effe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world. This huge effect reflects
the initiative of the people in creating history through soci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Practice”in Practical Philosophy:
“Cultural Practical”Theory in Early Cultural Ｒesearch

Ding Liqun

Both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m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cus on culture; they
emphasize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e in criticizing developed capitalism and strengthen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in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means that a new form and field of praxis—
cultural praxis—is being proposed. This paper discusses“cultural practical”theory in early cultural research
and situates it in the context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It holds that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the“ethics-
politics”of Aristotle，whose practical philosophy was mainly concerned with politics，contains some unnoticed
clu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xis and culture. Meanwhile，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 of“labor-
society”situated praxis in the social context and included culture as a part of society. However，due to the
needs of reality，Marx mainly emphasized the system and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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